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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纵膈镜诊疗中心成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史可峰 文图

7月初，“河南省纵膈镜诊疗中心”和“河南省大
血管疾病诊疗中心”正式落户河南省胸科医院。两大
诊疗中心的成立，将推动河南省胸部疾病诊疗水平再
上新台阶，进而更好地为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今
天，记者就先带您了解下河南省纵膈镜诊疗中心。

绝处逢生
这个手术帮她挽回了生机

上周，61岁的赵女士从河南
省胸科医院胸外科一病区出院
了，临走前，她拉着医生的手说，
自己又捡回了一条命，而这全亏
了省胸科医院胸外科的专家们。

赵女士是一个食管癌患
者。3年前，被确诊为食管癌时，
赵女士和家人的第一反应都是
做手术，然而，在入院检查后，医
生发现，赵女士属于先天性胸廓
畸形、左侧胸壁塌陷明显伴脊柱

侧弯，同时肺功能低下。
医生告诉她，如果开胸手

术，风险太大，于是，赵女士选
择了放疗。

今年6月，赵女士再次出
现下咽困难等症状，在当地医
院复查：食管癌复发。

随后，赵女士便踏上了漫漫
求医路。在多家医疗机构内，医
生们发现，赵女士心肺功能较
差、加之全量放疗导致胸腔粘连
严重，再加上麻醉方面评估不能
耐受单肺通气，于是，多家医疗
机构婉拒给赵女士手术。

怎么办？难道等死吗？
7月初，赵女士的孩子听

说河南省胸科医院钱如林团队
开展有纵膈镜联合腹腔镜治疗
食管癌这一消息后，抱着试试
的心理，立即带着母亲赶到了
河南省胸科医院。

入院后，经麻醉科、心内科及
胸外科联合会诊，赵女士在全麻
下进行了“纵膈镜联合腹腔镜食
管癌根治术”，并顺利康复出院。

力挽狂澜
这几类食管癌患者有了救星

读到这儿，很多读者会好
奇，纵膈镜联合腹腔镜食管癌
根治术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术？
它为什么能“力挽狂澜”，让不
可能变可能？

省胸科医院院长助理、胸
外科主任钱如林说，传统食管
癌手术操作均要涉及开胸，而
这无疑会给肺部带来损伤，这
种损伤对肺部正常的患者来
说，尚且能够接受，但是对于肺
功能差、既往有肺叶切除病史、
或者是胸廓畸形、胸膜炎导致
的胸膜腔严重粘连的患者来
说，就是致命的打击。

如何挽救这几类食管癌患
者的生命？钱如林苦苦思索，
最终，“纵膈镜联合腹腔镜食管
癌根治术”诞生了。

钱如林介绍，这个手术是食

管癌的一种微创手术，它直接经
纵膈到达食管而非借道胸腔来
解剖游离食管，减少了对胸壁的
不必要损伤和对心肺的干扰，手
术时，两组医生同时进行纵膈及
腹腔的手术操作，这就缩短了手
术时间，降低了围术期风险。同
时术中无需更换体位和调整气
管插管，缩短了手术时间和麻醉
时间。更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这
种手术胸部没有切口、不放置胸
管，也就减少了术后疼痛，更有
利于患者的咳嗽咳痰及早期康
复功能锻炼。

据了解，像赵女士这样食
管癌合并心肺功能低下、冠心
病史、既往有肺叶切除病史等
手术风险高，或者是胸廓畸形、
胸膜炎导致的胸膜腔严重粘连
的患者有很多，纵膈镜联合腹
腔镜微创手术无疑是这部分患
者的福音。

成立中心
技术支援让更多患者受益

2020年，河南省胸科医院
申报河南省纵膈镜诊疗中心，
并很快得到河南省卫健委的同
意批复。

“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也
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将一如既
往开展好本院工作的同时加大对
全省其他各地兄弟单位纵膈镜技
术的帮扶力度。”钱如林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河南
省胸科医院胸外科专业在省内
最早开展纵膈镜诊疗技术，
2007年，钱如林在河南省率先
开展纵膈镜下纵膈淋巴结活检
术，2013年开展纵膈镜下纵膈
肿物切除术，截至2019年底，
该院纵膈镜食管癌根治术完成
130多例。

钱如林介绍，纵膈镜联合
腹腔镜食管癌切除术尤其适用
于中早期食管癌、心肺功能较
差的患者。该技术可通过学员
培训、技术支援等方式，向省内
外推广及普及，具有广阔的临
床应用前景及经济学价值。

据了解，近年来，省胸科医
院一直致力于对基层医院胸外
科的帮扶工作，目的是帮助建
立规范化的胸外科诊疗规程并
面向基层县市级医院推广真正
适宜的纵膈镜等胸外科微创技
术。

2017年，省胸科医院在河
南省牵头成立了河南胸部疾病
专科联盟，2018年，省胸科医
院被国家卫健委科技司授予

“中国地/县域医院肿瘤微创技
术推广项目河南省基地”称号，
被河南省医师协会授予河南省
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第
一、二、三届会长单位。目前，
该院已经在全省范围内成功举
办专题学习班及手术演示数十
期，累计培训学员400余人。

第一次来河南求医，就遇上这么好的大夫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我第一次来河南看病，张院长就把我的大难题给解决
了，这么好的大夫，我回家后要给街坊邻居好好说说。”临出
院时，68岁的浙江绍兴人何叔叔再三感叹遇到了好医生
——中医骨科名家、郑州复康中医院张喜海院长及其团队。

万步运动达人，被折磨得
每次只能走50米

别看何叔叔年近七旬，
却曾是一名运动达人，经常
每天步行万步左右。

然而，5年前，他开始出
现轻微的腰痛伴双下肢酸
胀，他起初以为是劳累所致，
且症状不重，就没当回事儿。

不料，随着时间的推移，
何叔叔腰腿痛麻等症状逐渐
加重。尤其是今年3月份起，
他走个50米就腰腿痛麻得
受不了，只能歇一歇才能继
续行走，严重影响了日常生
活。

何叔叔在浙江及周边省
份多家大医院求医，均被告
知腰椎间盘突出严重，需要

手术治疗。可是，他的一些
骨科医生朋友却不建议手
术。这可怎么办呢？

5月初，何叔叔看到一篇关
于六代中医传人、郑州复康中医
院张喜海院长如何运用传统中
医药治疗各种骨病的报道。

两天后，何叔叔就坐上
高铁来到了河南郑州长江路
与郑密路交叉口西北角的郑
州复康中医院，开始了他的
第一次河南求医。

传统中医药内服外治后，
他又能日行万步了

在郑州复康中医院，张
喜海院长把脉后，认为何叔
叔是典型的肝肾阴虚型腰
痛，需要补肾健脾、滋补肝
肾。同时，还诊断他患有颈
椎病，存在脑供血不足。

何叔叔表示不相信，还

扭动脖子以此证明。
“这只能说明你的耐受

力好，但确实有问题。”张喜
海院长微笑着说。

随后的CT检查结果显
示，何叔叔腰4-5、腰5-骶1
突出，颈椎椎间隙狭窄。

被惊呆的何叔叔连连感
叹：“太神了！”

经过张喜海中医骨病团
队传统中医药内服外用治疗
后，何叔叔的症状很快就得
到了缓解，治疗10天后，他
一天已经能走5000步左右
了。

继续治疗11天后，何叔
叔的腰腿痛麻等症状基本消
失，达到了出院的标准。回
到绍兴老家巩固治疗半个月
后，他又能日行万步了。

如果您有骨病问题，可
拨 打 大 河 报 健 康 热 线
0371-65795671咨询。

王梅云教授当选国际华人医学磁共振学会主席

7月30日，在日前召开的
国际华人医学磁共振学会
（OCSMRM）换届仪式上，河
南省神经疾病影像诊断与研
究重点实验室主任、河南省人
民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王梅
云教授当选国际华人医学磁

共振学会 2020-2021 年主
席，进一步提升了河南医疗在
国际专业学术领域的影响力。

王梅云教授表示，OC-
SMRM为国内外华人磁共
振学者搭建了广阔的学术交
流合作平台，各类最前沿的

磁共振技术研究和临床应用
探索在此汇集，希望在OC-
SMRM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更多华人磁共振学者未来能
在 国 际 医 学 磁 共 振 学 会
（ISMRM）中大放异彩。

她说，希望相关学者能

依托OCSMRM平台积极增
进高质量学术交流，共同探
索磁共振领域的难点热点问
题，加强国内外合作，进一步
提升华人磁共振学者的国际
影响力，共同推动磁共振领
域的快速发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崔冰心

29岁卵巢早衰
如何调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卵巢早衰患者日渐增多，这
类患者如何调理？张仲景国医馆
河医门诊部副主任中医师胡孝刚
介绍说，不孕症，中医古称全不
产。在妇科方面，有先天后天之
分，应根据情况进行调理。

近期他接诊了一名29岁的患
者，该患者结婚四年，婚后未避孕，
未孕至今。胡孝刚对她的情况进
行了详细了解，得知其14岁初潮，
月经周期2~6月，量少，曾做试管
婴儿，取出空卵泡。B超显示子宫
体积小，双侧卵巢小。舌质红，苔
少，脉象弦数。综合辨证为不孕
（肝肾阴虚型），西医称为不孕（卵
巢早衰），应以健脾除湿，滋补肝肾
为治疗原则，开具处方：茯苓、炒山
药、炒薏苡仁等多味药材。

二十天后复诊，患者自述服
药后身体有力气，月经量较前
多。医生调整处方。三诊再次调
整处方。两个月后确认怀孕！

胡孝刚介绍说，中医认为，滋
补肝肾，化生精血。肝藏血，肾藏
精。患者精血不足致胞宫失养，
冲任虚损，故见月经初潮推迟，量
少、失期等症状。脾胃为后天之
本，气血化生之源，对女性之胞
宫、血海有供养之责，故脾胃和则
化源充足使肝血有所养，肾精有
所藏，女子的经、带、孕、产等功能
才能正常发挥；调气血尤重理气，
妇女以血为本，以气为用；气血和
畅，则脏腑功能正常。

张喜海 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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