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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动脉化搭桥，为患者搭建“心”桥院长
王平凡：河南省胸科医院副院长
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

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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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31岁的小李是郑州一家
外企的主管，今年5月的一
天，他突然感到脖子阵阵发
紧，以为是工作压力大劳累
所致，当时他并未在意，然
而，两个月以来，虽然小李注
重了休息，但这个症状不仅
没有减轻，反而在间断性出
现的同时还伴有胸闷、大汗、
咳嗽等不适症状，这时，小李
不敢大意了，立刻赶到河南
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外科八病
区就诊，根据影像检查提示，
小李心脏中三根主要的冠状
动脉出现了狭窄，且每一根
狭窄都达到90%！

然而祸不单行，此时的
小李有着10年病史的痛风
又发作了，大拇脚趾又红又
肿疼痛难忍，更糟糕的是，转
氨酶也超过正常上限的四

倍。他经一段正规药物治
疗，加上营养指导及心理疏
导，顺利完成了术前准备。

考虑到小李年轻，为提
高术后生活质量，我国著名
心外科专家、省胸科医院副
院长王平凡与心血管外科八
病区主任张力团队会诊讨论
后，决定为小李实施全动脉
化冠脉搭桥。

什么是全动脉化搭桥？
王平凡说，通常情况下，

心脏搭桥所选取的桥血管材
料是患者自身的静脉或动脉，
而全动脉化搭桥，即是指全部
使用动脉作为搭桥血管。其
优势在于术后十年通畅率达
95%左右，远高于静脉搭桥。

虽然动脉桥的远期通畅
率高于静脉桥，但是全动脉
化搭桥，一方面材料相对有

限，另一方面，动脉血管容易
发生痉挛或夹层，取材难度
大，不仅手术操作复杂，对手
术精细度也要求高，是一场
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手术，故
而许多医院还未开展。

但一次心脏手术，不仅要
解决患者眼前的病痛，更要保
证其远期效果，对于小李来
说，全动脉化搭桥是首选！

7月8日上午，王平凡带
领着几位心外专家，一起为
小李进行非体外循环下冠状
动脉旁路移植术，取双侧乳
内动脉+左侧桡动脉作为桥
血管，在心脏跳动下（非体外
循环）完成了冠脉搭桥术。
术后两天，小李已经下床四
处活动了，包括尿酸在内的
各项指标也恢复了正常。

王平凡介绍，全动脉化

搭桥手术虽然具有良好的远
期效果，但是，并不是每个患
者都适合，是否能做全动脉
化搭桥，既受患者自身条件
影响，也受医疗条件限制。

据了解，王平凡所带领
的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外科团
队，承担着全省相当比例的
抢救心外科危重症患者的艰
巨任务，对于每一个病人，他
们在做手术前，都会充分考
虑各方情况后，进而为患者
选择最优的手术方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徐紫渝

中医专家：

抽烟喝酒又熬夜，肺肾阴虚跑不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赵远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
病、恶性肿瘤等疾病，原来都
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现在
却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
明明二十几岁的年纪，稍微
一动就喘，还经常出汗。来
自张仲景国医馆的苌爱莲大
夫提醒，青年人要警惕各种

“生活方式病”。
为什么会出现以上一系

列的症状呢？要从生活习惯
中找原因。苌爱莲大夫说，
现代人工作压力大，生活节
奏快，特别是年轻人工作强

度大，大多数都是久坐低头
族，这些也可以理解。

但长时间上网、熬夜，每
天吸烟、作息不规律、不吃早
餐、每天喝咖啡5次以上、心
理素质较弱、常受到精神刺
激；不运动或者运动少、暴饮
暴食等，都直接或者间接地
耗伤精血，伤肾阴、肺阴，透
支健康。

出现肺肾阴虚的症状，首
先应该从生活习惯入手，做出
改变：保证睡眠时间、不吸烟、
维持正常体重、避免过度饮

酒、定期做运动、规律饮食。
如果症状严重，需要对

症进行治疗。针对肺肾阴
虚，建议在对症的情况下，服
用仲景麦味地黄丸。麦味地
黄丸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
加入滋阴润肺的麦冬、五味
子，专门作用于肺肾阴虚证，
潮热盗汗、咽干咳血、眩晕耳
鸣、腰膝酸软等。

中医讲人体脏器的核心
是养肾，肾为先天之本，收藏
五脏的精气，使精华物质不
外泄。除了年轻人，中老年

人肺肾阴虚症状也很常见。
老年人由于脏器功能衰弱，
肾精泄泻，会出现掉牙、耳
鸣、遗精、尿频等肾虚表现。
许多老人还常伴有慢性咳
嗽、胸闷气短等情况，麦味地
黄丸就主要针对这些症状。

服药期间还需要注意：
有几类人是不建议使用的，
例如：儿童、孕妇，高血压、高
血脂、心脏病、肝病等人群，
要在医师指导下服用，其间
出现不良反应，应该及时停
药就医。

开了3次刀，78岁老人仍腰腿痛麻、走不了路，咋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十多年间，颈腰椎先后做了3次开放式手术，
不曾想，腰腿疼痛、麻木、走不了路的症状，非但没
有缓解，而且越来越严重，有时甚至不能下床活
动，这让78岁的刘大爷痛苦不已。怎么办呢？

一次微创，
解决3次开刀遗留的难题

大概10多年前，刘大爷在
当地医院做了颈椎前路手术。
2013年，老人因腰部及双下肢
疼痛在北京做了腰2~5后路内
固定椎间融合减压术，术后恢
复良好。

3年前，刘大爷再次出现
腰部及双下肢疼痛、麻木、无
力、走不远，考虑患上邻椎病。

邻近节段病是融合手术后
的一种远期并发症，由融合部位
相邻的可动脊椎节段退变所致
的新发临床症状，一般被称作

“邻椎病”，主要发生在相邻融
合部位上方的第一个节段,有时

也可以在相邻上方的第二个节
段或者相邻下方的节段。

刘大爷远赴北京，做了腰
5-骶1部分椎板开窗减压术，
但是，症状不见好转。

就在半年前，刘大爷腰部
及双下肢疼痛加重，疼痛沿腰
部向双小腿后侧放射，伴双下
肢无力，以左下肢无力为主，日
渐变得基本靠轮椅或拐杖生
活，经反复保守治疗，仍然不见
好转，严重时不能下床活动。

前不久，听当地医生说河
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脊柱内镜
微创技术在国内外比较领先，
创伤小，恢复快，年龄大的患者
还可以耐受，就到郑州就医。

在河南省直三院椎间盘中

心，刘大爷被诊断为腰椎术后、
颈椎术后、腰椎管狭窄症、高血
压病、冠心病。

由于刘大爷腰5-骶 1的
椎间盘突出、黄韧带肥厚、反复
多次手术增生的疤痕组织粘连
造成严重椎管狭窄，不能下床
活动，且十多年间做了3次全
麻开放手术。经过多次讨论，
椎间盘中心团队决定给刘大爷
行全可视脊柱内镜腰5-骶 1
微创治疗。

“整个治疗过程都是在全
可视内镜局麻下操作，相比之
前的椎间孔镜技术更安全，并
且治疗时间明显缩短，很多患
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
梗的老年人身体完全能够耐
受。”河南省直三院椎间盘中心
周红刚主任说。

住院第三天，椎间盘中心
专家在C臂导航引导下行脊柱
内镜腰5-骶1微创治疗，整个
治疗时间一小时。刘大爷治疗

后疼痛症状明显减轻，24小时
后下床，不坐轮椅，甩掉拐杖，
高高兴兴地在病房里走来走
去。第三天就出院了。

内镜下微创治疗，
让更多脊柱病患受益

近年来，脊柱微创技术特
别是脊柱内镜技术迅猛发展，
已由原来的脊柱内镜下的腰椎
间盘突出髓核摘除术发展到对
于腰椎开放术后，腰椎椎管狭
窄、颈椎病、胸椎管狭窄等较复
杂疾病的内镜下微创治疗，大
大减少了传统全麻开放手术的
创伤，目前，大部分患者在同样
甚至优于开放手术治疗效果
下，得到了微创治疗，并减少了
痛苦、缩短了住院时间，大大降
低了治疗费用。

省直三院椎间盘中心在国
内外率先从单纯腰椎间盘摘除
术的1.0技术到椎管狭窄骨性

减压的2.0技术，内镜技术全
脊柱（颈椎、胸椎、腰椎）覆盖的
3.0技术再到镜下融合技术的
4.0技术成功开展……椎间盘
中心团队在传承脊柱外科传统
治疗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推动
脊柱内镜微创技术、显微镜技
术迅猛发展，显著提升脊柱微
创治疗精准度、安全性和远期
疗效，占据了目前国内脊柱微
创领域的制高点，并在人工智
能方向上向国际先进水平快速
迈进。

在省直三院郑东院区H
座13A椎间盘中心B病区脊
柱疑难病会诊中心，每周四下
午3点由省直三院椎间盘中心
专家和国内多家医院脊柱专
家，专门针对颈椎、腰椎、胸椎
等脊柱复杂疑难病例进行公益
会诊，共同讨论为患者制订最
佳治疗方案，实现精准诊疗。

温馨提示：会诊时间有限，
需提前电话预约。

顾先生今年42岁，反复咳嗽
4年余，中成药、西药、偏方吃了一
堆，效果不明显，后经人介绍来找
在张仲景国医馆心怡路中医门诊
部坐诊的执业中医师王永燕求
诊。

王永燕医师对顾先生的情况
进行了详细了解，得知其遇凉咳
嗽，白痰，大便黏，日一解，乏力倦
怠，眠差多梦，脉弦紧，头蒙，口干
不欲饮，胃胀，自觉身热。望闻问
切后，综合辨证为久咳（外寒内饮
型），应以解表散寒、温肺化饮为
主要治疗原则，开处方小青龙汤
加减。五天后复诊调整处方，三
诊，顾先生自述诸症减轻，续调理
月余，目前一切正常。

王永燕介绍说，咳嗽变异性
哮喘属于中医“咳嗽”的范畴，多
是由于外感未解，外邪潜伏所致，
中医治疗疾病当顺应病势，病邪
在外，汗之可也，因势利导，驱邪
外出，则疾病可愈。顾先生反复
咳嗽4年多，经多方求治未效，这
类病人在临床上很常见，西医诊
断为咳嗽变异性哮喘，初诊时诊
断为外寒内饮，用小青龙汤。二
诊时，患者脉象明显缓和，咳嗽
愈，喉中痰未愈，发热仍有，外证
未愈，给予桂枝汤；大便黏、倦怠
乏力、舌淡胖有齿痕，内饮未化，
因此加茯苓、白术以化饮；加桑白
皮、冬花、紫菀化喉间顽痰，方证
相应，故收良效。

反复咳嗽4年多
中医经方放大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