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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看心脏病，可挂上北京、上海全国知名专家号——

华医心诚医生集团心血管专家工作站
落户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李明华 邢小宝 文图

本报驻马店讯 8 月 15
日，“华医心诚医生集团心血
管专家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
院工作站”启动暨授牌仪式盛
大举行，这也是驻马店市首个
国家级心血管专家工作站。

启动仪式上，驻马店市副
市长冯玉梅和亚洲心脏病学会
主席、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副会
长、华医心诚医生集团董事长
霍勇教授共同为心血管专家工
作站揭牌。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
主任、华医心诚医生集团专家
委员会主席葛均波教授进行了
现场线上远程视频致辞。

启动仪式由驿城区副区
长刘瑞华主持。驻马店市卫
健体委党组书记、主任李桂
霞，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冯
磊，驿城区卫健体委党组书
记、主任李盟，驻马店市第一
人民医院院长赵虹光，上海远
大心胸医院副院长、华医心诚
发起专家张大东教授，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心脏电生理室主
任、心血管研究所临床心血管
病研究室主任丁燕生教授，河
南省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华
医心诚专家委员会委员高传
玉教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心内科副主任、华医心诚专
家陈魁教授以及相关合作医
院代表300余人参加了启动
仪式。

赵虹光院长代表驻马店
市第一人民医院在欢迎辞中
说，“华医心诚心血管专家驻
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站”
的正式成立，标志着由华医心
诚医生集团率领的北京、上海
心血管病专家正式入驻我
院。我院将依托华医心诚医
生集团掌握的全国顶级心血
管专家资源优势，借力国内领
先的心血管诊疗技术，全面提
升我院乃至驻马店市心血管
病预防、治疗、康复能力和技
术水平，使老百姓不出驻马店
就能享受到北京、上海专家先
进的诊治水平，解决老百姓看
大病难、找专家难的问题，真

正使大医院、大专家、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从而带动驻马店
市心血管病专业实现大发展，
造福更多驻马店人民。

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冯
磊致辞中指出，“华医心诚心
血管专家驻马店市第一人民
医院工作站”的成立，这是华
医心诚心血管专家团队送给
驿城区人民的一份厚礼，也是
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
医疗卫生资源下沉，真正解决
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实现“大病不出市、小病
不出区”目标的有效举措。希
望市第一人民医院借助工作
站这一平台，在危重症疾病救
治，新项目、新技术开发，高层
次人才培育，科技合作交流等
方面积极作为，不断提高创新
能力，推动全区医疗卫生事业
健康发展；要强化服务意识，
提高服务效率，积极为心血管
专家工作站开展工作创造条
件，营造更加高效、宽松、便利
的环境，为推动驿城区医疗技
术水平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作
出更大的贡献。

驻马店市卫健体委党组
书记、主任李桂霞在致辞中指
出，“华医心诚心血管专家团
队”是中国心血管领域规格
高、规格大、规模高、覆盖广的
医生集团和专家团队，是全国
心血管学科领军专家团队，具
有先进的管理理念、高精尖的
医疗技术水平，在当地甚至全
国心血管领域具有突出的社
会影响力和号召力。驻马店
市第一人民医院要主动作为，
尽快建立完善常态化合作机
制，搭建交流平台，虚心学习，
倾力配合，竭诚为各位专家提
供更加高效、更加便利的工作
条件，切实保障工作站的顺利
运转和作用发挥。同时，也真
诚期待专家们常来在驻马店
市指导工作，不吝赐教，通过
手术示教、查房会诊等多种形
式，为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给予提供指导、解决难题、培
养人才，同时也把严谨的工作

态度，心系患者的大医情怀和
精湛的医术带到驻马店，留在
驻马店，惠及天中百姓。

霍勇教授在讲话中对驻
马店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表
示感谢，对各级领导积极为群
众健康谋福祉的行为表示赞
誉。双方将通过长期的合作，
助力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心血管诊疗技术水平的提升，
加强学科建设、体系建设，进
一步推动驻马店市乃至豫南
地区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在带
来技术和执业标准的同时，增
强学科发展前景，推动整体区
域心血管病专科发展。

高传玉教授在讲话中对
双方合作前景进行了展望，华
医心诚医生集团与驻马店市
第一人民医院合作，诚邀北
京、上海等地知名专家，组建
涵盖心内科和心外科的合作
团队，这将进一步提升驻马店
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疾病
诊断和治疗技术水平，扩大医
院心脏学科影响力。期待双
方合作能立足驻马店，放眼河
南省乃至全国，切实提高医院
诊疗水平，造福一方百姓。

华医心诚医生集团执行
总裁沈晓光表示，双方合作启
动后，华医心诚将依托医疗专
家资源优势，不断优化医疗服
务，全力支持驻马店市第一人
民医院心血管学科建设，为医
院打造一支带不走高质量的
医疗团队，服务当地患者。

启动暨授牌仪式后，霍勇
教授带领华医心诚医生集团
心血管专家来到驻马店市第
一人民医院，开展了坐诊、查
房、手术、疑难病例会诊，与医
护人员交流，并就心血管学科
建设发展情况进行了研讨。

华医心诚医生集团由亚
洲心脏协会主席、世界华人心
血管医师协会会长霍勇教授、
中国科学院葛均波院士等23
位顶级心血管专家发起组
建。旨在通过推动北京、上海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医院，
为心血管领域实现分级诊疗
助力，推动我国医疗大健康产
业的发展。

“华医心诚心血管专家驻
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站”
启动后，华医心诚医生集团将
安排北京、上海知名心血管专
家，定期到驻马店市第一人民
医院进行坐诊、查房、手术、疑
难病例会诊等方面合作，华医
心诚将在医疗、教学、科研、管
理等领域全面助力驻马店市
第一人民医院提高心血管病
预防、治疗、康复能力和技术
水平。以后，在驻马店市第一
人民医院看心脏病可以挂上
北京、上海全国知名专家号，
极大地缓解老百姓看大病难、
找专家难的现状。

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玉梅和亚洲心脏病学会主席、世界华人医
师协会副会长、华医心诚医生集团董事长霍勇教授共同为心血管专家
工作站揭牌。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成功开展“冠状动脉旋磨术”
打破阻碍血管通畅的“壁垒”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李明华 李小懿

本报驻马店讯 近日，驻
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
一病区成功开展冠状动脉旋
磨术清除血管钙化斑块后再
植入支架，这项“神奇”技术
的开展标志着该医院在复杂
冠脉病变的介入治疗再次迈
上新台阶。

65岁季先生，因间断胸
闷、胸痛10余天为主诉入院
治疗，初步诊断为：冠心病。
行冠脉造影结果显示：LM钙
化明显，LAD 开口 98%闭
塞，内皮不规则，OD1开口次
全闭；回旋支近段弥漫性狭
窄70%，中段40%~50%局
限性狭窄，远段80%~85%
局限性狭窄，OM2开口70%
~80%弥漫性狭窄；右冠中段
次全闭。

患者血管病变严重，彭
勇主任、刘国楼副主任、赵琳
医师及李五江医师通过细致
的讨论后，决定先后开通
98%闭塞的前降支及次全闭

的RCA，但在尝试将导丝通
过闭塞段病变到达前降支远
段及RCA时遇到了困难，由
于患者LM、前降支近段管
腔、RCA官腔多处狭窄，同
时伴有严重钙化，反复尝试
都未能充分扩张。

彭勇带领的介入团队经
评估，患者心脏血管确实钙
化严重，在狭窄病变处植入
支架有一定的难度，决定采
用冠脉旋磨术为血管打通一
个“隧道”，清除血管钙化斑
块后再植入支架。

在冠脉旋磨术中采用
1.5mm的旋磨头，每次旋磨
持续15～30秒，间隔30秒
～2分钟，以保证充分清除
碎屑及血管扩张剂的应用。
如此反复旋磨，血管“隧道”
成功打通。

经过两小时的奋战，最
终在前降支近—中段植入2
枚支架，RCA中段植入支架
1枚，手术顺利完成。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绿激光解决
百岁老人的“难言之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李明华 邢小宝

本报驻马店讯 近日，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西院
区泌尿外科成功为一名近百
岁的老年前列腺增生患者实
施了“经尿道前列腺绿激光
选择汽化术”，解决了患者下
尿道梗阻问题，目前患者恢
复良好，已康复出院。

患者刘先生今年96岁，
排尿困难已有10多年。经
多地就诊，反复留置尿管，均
未能解决排尿障碍问题，患
者家属很是着急，经过多方
打听后，找到了驻马店市第
一人民医院西院区泌尿外科
主任陈建中，陈主任详细检
查后，立即将患者收入院。

陈建中详细询问病史，
完善相关术前准备，超声显
示 ：前 列 腺 体 积 大 小 约

6cm×6.5cm×5.6cm，科室
反复讨论患者病情考虑：1.
患者年高；2.前列腺体积大；
3.麻醉风险大；4.常规术后创
伤大，术后恢复慢，对患者影
响较大。综合目前泌尿外科
医学技术，陈建中决定为患
者行“经尿道前列腺绿激光
选择汽化术”。

在手术室、心内科等相
关科室的共同努力下，由陈
建中主任亲自主刀为刘先生
实施了“经尿道前列腺绿激
光选择汽化术”，手术时间
短，无切口，术中患者出血
少，顺利完成手术，患者安全
返回病房。术后，在胡亚琳
护士长及护士们的积极治疗
和精心护理下，患者很快康
复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