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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精准医疗眼科中心在郑州市二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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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颤导致的脑梗能预防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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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李红

70岁的张女士住院了，这
一次，她是因为间断心慌、胸闷
等症状加重，慕名住到了省胸
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

入院后，,经过一系列的
检查，张女士被确诊为持续
性心房颤动、高血压3级，陈
旧性脑梗死。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
最常见的快速型心律失常。
随着年龄增长房颤的发生率
不断增加，80岁以上人群可
达10%。

我国著名心内科专家、
中国房颤中心联盟副主席、
省胸科医院院长袁义强说，
房颤常见的病因包括年龄

大、高血压病、冠心病、心脏
外科手术、瓣膜病、心力衰
竭、心肌病、先天性心脏病、
肺动脉栓塞、甲状腺功能亢
进症等，与饮酒、精神紧张、
水电解质紊乱、严重感染等
有关。

“脑梗塞（中风）是房颤
最大的危害之一，非瓣膜性
房颤患者患脑梗塞的风险是
正常人的五倍。”袁义强说，
房颤导致的脑梗塞的特点是
致残率高；病死率是非房颤
中风的2倍；易复发且导致
反复住院，生活质量下降。

那么，可以从源头上进
行防治吗？

回答是肯定的。袁义强
说，因房颤病人房颤时左心
耳内血流非常缓慢，这可能
导致滞留的血液逐渐在左心
耳内形成血栓，这时，随着心
脏搏动，血栓从左心耳脱落，
随着血流进入动脉系统，一
旦血栓堵塞大脑血管，那么
就会引发脑梗塞。大数据显
示，房颤导致中风的血栓
90%以上起源于左心耳。

左心耳封堵术是目前国
际上预防非瓣膜性房颤患者
发生脑梗塞的前沿解决方
案，能够从源头上解决房颤
患者的中风风险。在全球已
经得到了广泛应用。而且这
是一个出血量极小的微创操
作，不需要进行开胸手术，医
生通过一根4毫米的传输装
置，将封堵器置入左心耳部
位，左心耳被“封闭”了，血栓

跑不出左心耳，就能从源头
上预防脑梗塞。

作为左心耳封堵术的
“大咖”，袁义强独立完成左
心耳封堵术已达400余例，
2018年被授予“左心耳封堵
术”全球带教专家。

8月28日，袁义强带领
心内科手术团队为张女士做
了一站式房颤射频消融术+
左心耳封堵术，这个手术相
当于在为张女士治疗房颤的
同时，又加了一层预防。

目前张女士恢复顺利，
再过几天即可出院回家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陈燕

8月28日，“陶勇教授精
准医疗病例讨论会暨河南精
准医疗眼科中心成立大会”
在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举
行，这是北京朝阳医院陶勇
教授“复出”后首次离京学术
交流。

讨论会上，陶勇教授与
郑大一附院张凤妍教授、侯
习武教授，河南省立眼科医
院宋宗明教授、李漫丽教授，
郑州市二院赵宏教授、王瑞

峰教授等百余名省内外知名
眼科专家，共同参与疑难病
例讨论，内容涵盖了眼底病、
葡萄膜炎、眼外伤、儿童眼病
等疾病诊断、治疗的新进展
等。

据了解，本次成立的河
南精准医疗眼科中心，在中
原地区尚属首家，郑州市二
院也由此成为中原地区首家
可以系统进行眼内液检测的
医院。

10年前，陶勇教授开始
创建眼内液检测法，为临床
提供眼内局部病原和免疫信
息，有助于快速诊断。郑州
市二院是郑州市眼科医院，
也是郑州市眼科研究所所在
地。陶勇教授表示，此番合
作，双方决心在中原地区打
造一个精准眼病诊疗中心，
推广精准诊疗的实验室技术
和临床技术，以郑州市二院
为窗口，辐射和影响整个中

原地区。
郑州市二院院长孙世龙

说，该院眼科长期致力于为每
位患者提供最合适的诊疗方
案，在陶勇教授的支持和帮助
下，郑州市将率先在省内开展
眼内液检测精准医疗项目，着
力于为眼科患者提供病因检
测、就诊建议、医疗咨询及科
研合作的一站式服务，让更多
眼科患者获得更高的视觉质
量。

腰腿痛麻走不了路 89岁老人踏上漫漫求医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长期腰腿痛麻会给一位期待安度晚年的老人带来
什么？89岁的李奶奶曾是家里最坚实的后盾，操持家
中大事小事，而现在，她却因腰腿痛麻寸步难行，在一
次次漫长的求诊过程中逐渐失去既往神采。

漫漫求医路
到这里是终点

从中年开始，李奶奶的身
体就屡屡出状况：高血压长达
30多年并伴有心律失常，心脏
还装有起搏器，需要长期用药
控制；还做过甲状腺、子宫切除
术。

去年4月初，李奶奶又遇
新问题：腰、臀部开始疼痛，渐
渐的，外出越来越困难，走走就
觉得很费劲，痛麻感从腰到臀
部、放射到大腿，小腿至足底。
后来，李奶奶不但无法平卧，晚
间连入睡都严重困难。

辗转多家医院，诊断均明

确为“腰椎管狭窄症”，但因老
人年龄大、基础疾病多，多家医
院以手术风险大、身体不能耐
受全麻开放手术而建议卧床休
息、烤电、贴膏药、理疗等综合
性保守治疗。

然而，保守治疗大半年丝
毫不见有效果，后来连下床走
路都成问题，李奶奶情绪变得
越来越差。

儿女不忍母亲晚年受这样
的罪，又带她走上了漫长的求
医之路。北京、上海很多知名
大医院的脊柱外科跑了个遍，
医生看李奶奶年龄大，身体条
件差，告诉家属没必要来回折
腾，建议继续保守治疗。李奶

奶最终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河
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
心。

全可视下内镜微创治疗
脊柱疾病患者的福音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建科22年，专注于脊
柱疾病和微创技术，脊柱微创
技术在国内领先，经常受邀参
与国际交流，形成了自己的脊
柱微创品牌。

周红刚主任带领的椎间盘
中心团队经过多次会诊，制订
了适合李奶奶的治疗方案——
全可视下内镜微创治疗。

李奶奶从手术室推出来的
那一刻，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
容。老人的女儿说，自从出现
腰腿疼麻的情况，就严重影响
了母亲的生活质量，也影响了
母亲的心理，她已经好久没见
母亲笑过了。

对于各脏器都在走下坡路

的高龄老人，因为基础病及脊
柱疾病都比较复杂、手术风险
性高，很多医院通常建议保守
治疗。然而临床随访数据显
示，如果高龄老人得不到及时
有效的治疗，很多患者会因卧
床不起而继发下肢深静脉血
栓、肺炎、褥疮等严重并发症，
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导致死亡。

在过去，固定融合技术是
治疗腰椎退行性疾病公认的标
准方法。但多年研究已经表
明，腰椎融合率与临床满意率
并不成正比，尤其是腰椎融合
术后引起相邻节段退变更是困
扰了很多患者，也引起了众多
脊柱外科医生的重视。同时，
腰椎融合手术创伤大、费用高、
恢复时间长也使很多患者望而
生畏。因此，脊柱内镜微创技
术应运而生。

与传统的融合术相比，脊
柱内镜微创技术不仅能重新建
立脊柱的稳定性，还能保持手
术节段的运动功能以及预防邻

近节段的退变。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腰椎管狭窄症的老年患者不断
增多，脊柱内镜微创技术的应
用使得广大腰椎管狭窄症患者
的治疗简单、有效，为更多的老
年患者去除腰腿不适，提高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

在河南省直三院郑东院区
H座13A楼椎间盘中心B病区
脊柱疑难病会诊中心，每周四
下午3点有省直三院椎间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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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脱白内障重见光明

九旬豫剧名家
挥毫谢医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韩明明

“是你们让我重新见到了光
明，谢谢你们”，8月21日上午，在
郑州普瑞眼科医院，92岁高龄的王
善朴拉着院长陈刚的手，一边表示
感谢，一边送上自己重见光明后创
作的书法作品。

王善朴是我国著名戏剧表演艺
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曾在200多
出戏中扮演主要角色，接受过党和
国家四代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拴保
是他在朝阳沟中塑造最成功的一个
人物之一。

但是，最近几年，他遭遇到了
视力头号杀手——白内障，从此生
活蒙上了一层“阴影”。所幸，在郑
州普瑞眼科医院院长陈刚教授的
治疗下，老人右眼已经康复,视力
达到0.5。

为了表达自己的感谢，王善朴
老先生专门创作了书法作品送给
医院，当天，王善朴老先生的老伴
杨华瑞老人也来到了现场，杨华瑞
在豫剧《朝阳沟》中饰演银环妈，给
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现场，杨
华瑞老人还即兴给大家唱起了豫
剧《朝阳沟》里边的著名选段。

“白内障目前阶段不能预防，
到七八十岁几乎100%都会得。”
陈刚提醒，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
来,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白内障
是中老年高发的眼部疾病，得了白
内障要及时就医，诊断还是要靠医
生，手术是唯一解决方式，并且手
术后不仅能成功复明，甚至视力会
恢复年轻的水平。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