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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I手术后，做到这些很重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61 岁的张先生是信阳
人，今年6月底，一次活动后，
他出现了胸闷等症状，在当
地医院进行冠脉造影检查后
提示：右冠自近段闭塞、左前
降支近段重度狭窄、左回旋
支中远段重度狭窄，患者冠
脉病变复杂、病情危重，随时
可能出现心肌梗死、心源性
休克、猝死等风险。当地医
院与河南省胸科医院院长袁
义强联系后，由急救车急诊
转运至省胸科医院。

入院后，通过详细询问，

反复阅读冠脉造影图像，袁义
强为他制定了详尽的手术策
略，并于7月10日进行了PCI
手术，一周后，张先生痊愈出
院，出院前，袁义强详细给病
人制定了出院服药单并对患
者生活方式进行了指导。

PCI手术的全称是经皮冠
状动脉介入术，它是心内科一
种常见的手术方式，主要是对
冠状动脉狭窄或者闭塞的患者
植入支架，一般来说PCI手术
是在局麻下进行的，通过穿刺
患者桡动脉或者股动脉，将导

管送入冠脉，然后在狭窄的部
位放入支架将血管扩张，来解
除患者临床症状的一种方法。
在治疗过程中，使用球囊扩张
血管病变,常使血管病变部位
的内膜撕裂,斑块内容物尤其
组织因子暴露于血液,激活凝
血系统形成血栓;另外置入的
支架是一种异物,支架金属表
面生物-血液相容性降低,易诱
发支架内血栓形成。因此接受
PCI的病人属于血栓高危人
群,如何给予这部分病人适当
的抗栓治疗十分重要。

袁义强说，PCI术后要注
意健康生活，应戒烟限酒，合
理膳食，要在专科医师指导
下将血压、血糖及血脂控制
在合理范围内，如不有效控
制这些冠心病危险因素，PCI
术后可能面临支架内再狭窄

或其他血管原有狭窄加重，
患者可能需要再次PCI。

此外，袁义强特别强调，
一些患者血脂正常了就停用
药物，这是一个误区。冠心
病患者血脂水平，和普通正
常人是不同的，除非一些特殊
情况，即使血脂在正常水平，
也要长期服用药物，如血脂未
达标，可能还需要增加药物剂
量。同时，PCI术后血管内膜
内皮还没有完全恢复，有形成
支架内血栓的危险，因此，患
者一定要遵医嘱，规范服药，
并做好定期复诊。

院长解心
袁义强：河南省胸科医院院长
坐诊时间：周一上午、周二上午

河南省胸科医院惠民举措：
1.所有专家常年免挂号费；
2.全省范围内免费转运急、
危、重症患者；3.免费救助
0至18周岁先心患儿。

失眠多梦、头晕头昏？
伸出你的舌头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

舌象是身体健康状态的
重要反映，健康的舌头通常颜
色淡红，舌面清爽而润泽，不
健康的舌头则各有各的样子。

虽然不少女性都追求白
净漂亮的肤色，但舌头太

“白”可不是一件好事，伸出
舌头自检一下，如果舌头颜
色淡，看看自己有没有下面
这些情况:

失眠多梦；体倦乏力；面
色没有光泽、不显血色、晦
黄；气短、头晕；腹泻、腹胀、
消化不良等，如果存在这些
情况，多半是心脾两虚。

中医认为，思虑过度则
劳伤心脾，现代人往往白天
劳心费神，夜晚辗转失眠，所

以心脾两虚的情况比较常
见。特别是入夏之后，人体新
陈代谢加快，身体对于各种能
量和营养需求增大，心脾超负
荷运转之下，容易功能失调，
加重心脾两虚的情况。

脾主运化，脾虚气弱，运
化失职，故纳差腹胀，便溏；

脾气亏虚，气血生化乏
源，心血不足，心神不宁，故心
悸怔忡，失眠多梦，头晕健忘；

脾虚不能摄血，血不归
经，则皮下紫斑，女子月经量
少色淡、淋漓不尽；面色萎
黄，神疲乏力，舌淡，脉弱，均
为气血亏虚之证。

在确定属于心脾两虚证
后，可用仲景牌归脾丸治

疗。归脾丸有着千百年的应
用历史，用于心脾两虚、气短
心悸、失眠多梦、头昏头晕、
肢倦乏力、食欲不振，是益气
健脾、养血安神的经典方
剂。南宋医家严用和最早在
《剂生方》中提出归脾汤，“归
脾”即“引血归脾”，把本该是
脾的工作重新归给脾。

归脾丸主要成分中：党
参、炒白术、炙甘草、黄芪、当
归，这些药材具有健脾、益气、
补血的作用；远志、酸枣仁、茯
神、龙眼肉，这些药材主要作
用是补益心脾、安神；另外还
有一味木香，可行气舒脾。

除此之外，日常生活也
需注意：

1.少食冷饮、油腻及辛辣
之物，多吃五谷杂粮、蔬菜瓜
果。“早饭宜好，午饭宜饱，晚
饭宜少”是古人的养生格言。

2.适量的运动对身体各
个器官的代谢、运作、营养吸
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
般人每天需半小时的运动
量，且以有氧运动为好。年
轻人可选瑜伽，老年人则适
当太极拳。

3.心态要平和，不要思虑
过多，多和亲朋好友交流。

4.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
熬 夜 ，对 免 疫 系 统 非 常 重
要。中医认为，夜属阴，熬夜
易致人体阴阳失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韩璐璐 王哲

八旬老人腰腿痛合并肺癌，看这里咋解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腰椎管狭窄症是老年人常见的脊柱疾病，临床常表现
为持续长期的腰痛、腿痛及麻木，走几步之后腰腿的症状
进一步加重等，甚至可能引起大小便异常，瘫痪，因此，需
要及时手术治疗。然而，很多老人却因为身体的缘故无法
耐受开放式手术，不得不忍痛慢慢熬下去。

肺癌老人不耐受手术，
只能强忍腰腿疼

82岁的张大爷5年前查出
肺癌，3年前又开始出现腰部
疼痛，还伴随着双下肢疼痛麻
木，有时候连脚趾都是麻木
的。要走长距离的路，就必须
得走一段歇一段，否则根本走
不了，不过只要坐着休息一会
儿，又可以继续走。去医院检
查，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管狭窄症。

其间，张大爷断断续续地

进行过各种保守治疗，如牵引、
按摩、小针刀、理疗、贴膏药、神
经阻滞等，时而有效时而无效
的，总是反反复复。

近半年来，张大爷腰痛及
双下肢疼痛麻木严重，特别是
臀部、大腿后端，小腿外侧、后
侧疼痛甚至到足底，麻木特别
严重，每天都寝食难安。

家人开始四处打听怎么治
疗，当地医院跑了一遍，北京、
上海知名医院也跑了好多家。

由于张大爷是一名肺癌患
者，长期化疗身体条件不是很

好。医生说：“没有办法，他的
身体状况是没法手术的，因为
手术要全麻，时间也长，他是坚
持不下来的，只能保守治疗。”

家人着急了：“我们之前各
种保守治疗都用了，没有效果
反而越来越重，怎么办？不能
一直看他这么痛苦呀!”

全可视脊柱内镜微创治疗，
解了大难题

张大爷的家人在就诊过程
中遇到一名医生，他说，“如果
你们真不想他这么痛苦，也愿
意拼一把的话，建议你们可以
用微创脊柱内镜试一下，它是
局部麻醉，手术时间也短，不超
过一个小时，应该可以耐受。”

打听到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椎间盘中心在脊柱内镜微
创这方面在国内甚至国外都有
一定的影响力，张大爷的儿女

们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老人
来到郑州了。

在每周四下午3点的河南
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郑东院区H
座13A楼椎间盘中心B病区
脊柱疑难病会诊中心举行的疑
难病会诊上，多位专家参加讨
论会诊，评估了张大爷的身体
之后，给他制订了全可视脊柱
内镜微创治疗。

手术当天，张大爷家里来了
好多人在手术室门外等候着，当
看到张大爷顺利地从手术室出
来，儿女们脸上露出了笑容，也
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我爸能这
么快还这么顺利地下手术台”。

“其实，像张大爷这样的患
者，椎间盘中心已经接诊过很
多。”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主任周红刚说，通常椎
管狭窄比较厉害，年龄偏大，身
体条件较差往往伴有高血压、糖
尿病、冠心病、脑梗等，经常因为

腰腿疼痛辗转于多家医院。
然而，很多医院考虑到患

者的年龄及身体条件不能耐受
传统全麻融合钉棒固定手术而
建议保守治疗，但是保守治疗
的效果往往很差，导致患者长
期被病痛折磨，有的甚至出现
神经麻痹或神经损害，表现为
下肢瘫痪和大小便异常等。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20年来致力于用微
创的方法治疗椎间盘这一个
病，不断创新，率先开展的脊柱
内镜微创技术能解决颈、胸、腰
椎的复杂疑难疾病，有些脊柱
内镜微创技术填补了国内外空
白，让一些经常被颈胸腰椎疾
病折磨的患者彻底摆脱了痛
苦，很快回归正常生活，让他们
的晚年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温馨提示：会诊时间有限，
需提前电话预约。

又有两位专家
获左心耳封堵术
全球带教资质
目前，全省仅三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7月18日，由郑州市心血管
病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主
办的左心耳封堵高峰论坛，在郑
州成功举办。论坛上，该院心内
科主任赵育洁和心内八病区主任
孙俊华同时被授予左心耳封堵术
全球带教专家资格证书。迄今，
河南省内只有三位专家获得此资
格。

河南省胸科医院院长袁义强
教授，为郑州七院赵育洁和孙俊
华两位专家颁发了左心耳封堵术
全球带教专家资格证书。

据赵育洁介绍，左心耳封堵
术全球带教专家可在全球范围内
进行左心耳封堵手术带教。而要
获得该项技术的全球带教导师资
质，必须独立连续完成40例以上
的植入，且必须全程在专业技术
人员的评估下每台亲自主刀，手
术流程规范。有条件的培训中心
可以招收全球的学员学习左心耳
封堵手术，目前国内带教专家仅
有60余位。赵育洁和孙俊华两
位专家，是河南省省内继袁义强
教授之后，取得该带教资质的专
家。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