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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岁老人心梗加结核，医生合力救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李红

89岁的薛奶奶突发心梗，
同时又患有结核病，从外院紧
急转入河南省胸科医院。在医
院内，多位专家合力，将老人从
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薛奶奶来自豫西一个小
城。一个多月前，薛奶奶突然
出现腹痛、腹泻并伴有恶心呕
吐、四肢乏力等症状，休息几
日后症状并未得到缓解，家人
急忙将老人送往当地医院，经
药物治疗后，病情有所缓解。
但三天后，老人症状突然加
重，急诊转至省某知名医院进
行治疗。老人在22年前就被
诊断出患有冠心病和急性心
肌梗塞，在该院又查出患有退
行性瓣膜病、二尖瓣主动脉瓣
重度返流等疾病。

因痰菌为阳性（结核病），
加之严重的心血管疾病，而河
南省胸科医院在这两个领域

的治疗均居全省领先地位，随
后，老人急诊转至河南省胸科
医院。

经检查发现，薛奶奶心脏
三支主要动脉血管都严重钙
化，右冠状动脉、回旋支100%
堵塞，前降支次全闭塞（95%
以上闭塞），并且合并肺部感
染、肺间质纤维化、糖尿病、电
解质紊乱等多种疾病，心衰指
标达13000 pg/ml，正常指标
则在450 pg/ml，病情十分危
重复杂。

正当医院组织会诊，商讨
老人治疗方案时，薛奶奶出现
暂时意识丧失。这说明老人又
心梗了，也间接说明药物治疗
的有限性，一切说明，开通闭塞
血管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很快，老人被推入手术
室。我国著名心内科专家、中
国房颤联盟副主席、省胸科医

院院长袁义强和心血管内科二
病区主任杨鹏伟等专家为老人
实施在ECMO和IABP辅助下
的冠脉支架植入术。

老人三支冠脉血管全程
迂曲钙化——动脉迂曲是动
脉血管弯曲增多，成卷发状。
加之闭塞血管失去弹性没有
柔韧度，导丝通过困难，球囊
和支架通过则更为困难。这
就像开掘隧道，弯曲的隧道比
直线的难度更大。

常年惯打硬仗的过硬作
风，使得手术团队克服重重困
难给老人家植入了2枚支架。
支架植入后老人心率血压稳
定，在介入手术室成功撤除
ECMO，仅靠IABP支持安返
综合重症监护病房。

随后，经过各个科室的配
合和照顾，老人日渐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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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13岁小男孩竟然腰椎间盘突出双下肢瘫痪

看这家医院如何让他再次下床走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腰椎间盘突出，总体来说属于退行性疾病，55岁至
65岁是发病高峰，但现在不少年轻人甚至小学生因腰部
受到外力作用、坐姿不正确等，出现腰椎间盘突出的也不
少。这不，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就接诊了一
名因急性腰椎间盘突出需要手术的13岁男孩。

13岁男孩腰腿痛
双下肢瘫痪

一个月前，家住豫北的13
岁小亮在家里背着6岁的妹妹
玩耍，不小心摔倒了，然后，就
出现了双下肢瘫痪状态，家人
随即就带他去当地医院骨科住
院检查，检查结果只有腰椎核
磁共振显示腰椎间盘突出，其
他也没什么问题，但医生认为
不是腰椎引起的瘫痪，建议他
转往上级医院神经内科进一步
检查。

家人赶紧带小亮来到郑州
一家大医院神经内科，结果检

查一遍，也没有发现神经系统
相关疾病，医院立刻组织院内
多学科会诊，最终考虑可能是
腰椎导致的。

家人就拿着片子跑了好多
大医院四处打听，骨科医生认
为确实是腰椎引起的，而且必
须马上手术尽快解除神经压
迫，让神经恢复，要不然后果不
堪设想。

可是，小亮才13岁，考虑
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期，这么
小就开刀做腰椎融合固定，家
人是万万接受不了的。

后来打听到河南省直第三
人民医院主要是微创治疗各种
脊柱疾病，尤其对于复杂疑难

的脊柱疾病研究颇深，家人又
拿着片子来到河南省直三院椎
间盘中心，接诊医师周红刚主
任说可以用微创治疗，一定要
尽快，这样恢复起来还是有很
大希望的。

家人就赶紧把小亮转院过
来进行微创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不想手术？
微创来解决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周红刚主任团队经过
会诊，紧急为小亮做了全可视
局麻下脊柱内镜微创治疗。

从手术室推出来那一刻，
家人捏了一把汗，紧张地问小
亮的感觉。小亮说，“腿已经不
疼了。”

做完微创治疗，小亮积极
配合康复治疗，脚部力量慢慢
有所增强，术后10天，可以借

助行器缓慢行走了。
医生告诉家人，幸亏来得

及时，要不然神经压迫的时间
长了能不能恢复就说不准了。

为何青少年也会腰椎间盘
突出？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周红刚主任解释，运
动过度、运动扭伤或是久坐不
动都是年轻人诱发腰椎间盘突
出的主要诱因，“现在的青少年
儿童学习负担重、课时多，学校
的长期久坐，各种电子产品及
网络游戏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
他们久坐及不良坐姿的时间，
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学校及家长
的正确引导。”

据了解，河南省直第三人
民医院椎间盘中心近几年因腰
椎间盘突出症来住院治疗的年
轻患者逐渐增多，病房里每天

都会有20岁左右的学生做微
创治疗，最年轻的小患者年仅
12岁。这些患者往往是早期
采用各种保守治疗，如烤电、针
灸、贴膏药等没有效果，身体正
处于生长发育期，传统的开放
手术明显不适合他们，脊柱内
镜微创治疗目前来说是非常适
合他们的治疗方案，治疗后24
小时就可以下床活动，第二天
就可出院，在家休息一周即可
回到校园，丝毫不耽误学业。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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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四下午2:30由该中心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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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疑难病例进行联合公益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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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无创医疗
助推县级医院发展

不用打孔，子宫肌瘤消
除了；不用开刀，肝脏上的
肿瘤萎缩了……2020年11
月14日，在郑州举行的“第
三届县医院建设发展大会”
上，一种叫“聚焦超声治疗”
的技术引起了参会者的高
度关注。

“第三届县医院建设发
展大会”由中国医学装备协
会主办、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协办。主办方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次大会主要是“强
基层、保基本、提能力、促发
展、创机制、探路子”，实现

“大病不出县”，支持基层整
体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这次大会上有不同主
题的分论坛，其中，一个“县
级医院微无创医学装备发
展论坛”备受关注。

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超声医疗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王智
彪教授介绍，聚焦超声治疗
技术是一项中国原创并引
领世界的新技术，可应用到
肿瘤科、妇科、产科、骨科、
耳鼻喉科、康复科等多个科
室的多种疾病治疗上。

11 月 13 日-15 日，由
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承
办的国家级学术会议——

“第十一届黄河心血管病防
治论坛”在郑州举行。大会
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
式，来自全国中医、中西医结
合及西医专业领域的近300
名专家进行了大会授课与主
持，在线参与人数11.57万，
线下参与180余人。

大会同期进行了“国家
中医心血管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河南分中心”揭牌仪
式，该中心正式落户河南中
医药大学一附院。

大会主席、河南中医药
大学一附院院长朱明军教
授表示，今后，医院将落实
好国家中医心血管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的安排部署，
以提高心血管疾病疗效、促
进中医药产业发展为目标，
重点围绕证候诊断标准、治
疗方案、方法、技术、诊疗指
南、临床诊治规范等关键难
题，着力加强心血管疾病的
中医药临床研究和基础与
临床的转化研究，构建区域
中医研究和培训平台，提升
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领
域持续发展创新能力。

国家中医心血管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河南分中心揭牌

追踪：市场价格“种植牙
多少钱？”

经过多方走访，我们发现
河南种植牙正规价格在4000
元到20000元一颗，不便宜。

提问：种牙贵原因何在？
普通家庭如何选择？

种植牙贵与“洋品牌”垄
断有关，市场上瑞士、德国品
牌，由于研发历史长、使用量
大、案例多、性能优良，占据高
端植体“二甲”！但其他植体

品牌也有相对优势，只要选正
规植体、专家、正规机构，都能
种好牙！

种植牙援助政策公示
为了回馈大河报读者，本

报联合欣雅美口腔为缺牙读
者提供种植牙援助。德国弗
莱堡即刻负重技术，种牙3-5
分钟/颗，当天可用牙吃饭！

大河报读者可享受以下福利：

①德国CT拍片费428元全额报销

②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挂号费
50-100元全额报销

③德籍/韩籍院长挂号费 500元

全额报销

④ 院 长 种 植 牙 手 术 费
1000-3000元全额报销

⑤原装进口种植牙 1500-3000
元/颗高额援助

大 河 报 种 植 牙 报 名 热 线
0371-65796286

欣雅美口腔·文化路院

今天！限河南缺牙居民
可申请以下种植牙费用全额报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罗明华 刘艳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