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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妈做射频消融术，影响胎儿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李红

“做这种射频消融术，影响
胎儿发育吗？”近日，一位26岁
的患者小美来到河南省胸科医
院门诊求诊时，焦虑地询问我
国著名心内科专家、中国房颤
联盟副主席、河南省胸科医院
院长袁义强。

原来近一个月，已经孕8
个月的小美常常毫无征兆地
心慌、胸闷，最开始时，她以为
自己是孕期综合征导致的，并
没太在意，但是最近几次发作
时，她的心跳达180次/分钟，
胸闷得喘不上来气，于是，赶
紧到当地医院检查。最终，检
查结果提示，小美患的是预激
综合征，并建议至上一级医院
治疗。

于是，在别人推荐下，小美
找到了袁义强。

袁义强说，预激综合征是
由于心脏的窦房结或心房与心
室之间，除了正常的电信号传

导通路之外，又多了一条或几
条电信号传导通路，房室之间
异常传导通路导致部分或全部
的心室肌提前激动，因其特殊
心电图改变，并可能伴发快速
性心律失常。

治疗这种病一种是药物治
疗，一种是手术。

可是，对于小美来说，她最
担心的是，治疗这个病，会不会
影响胎儿发育？

“大部分患者心动过速时
可经过药物治疗消除或缓解症
状，但药物治疗无法根治。此
外，接受射频消融手术成功率
高，并发症少，复发率低，而且
手术后无需吃药，是根治预激
综合征的有效方法。”袁义强
说，河南省胸科医院可实施三
维电生理导航系统（CARTO）
指导下的立体射频消融术，无
射线，对胎儿发育没有影响。

这个答案一下子打消了小

美的担忧。很快，在河南省胸
科医院内，小美顺利实施了立
体定位下射频消融术，第二天
便痊愈出院。

袁义强说，大部分预激综
合征是心脏先天性发育异常造
成的，是常见病。通常这个病
没有症状，属隐匿起病。但发
病（心动过速）时，心脏有强烈
的跳动感，突然发生，突然消
失，心脏跳动速度较平时成倍
增长，常伴胸闷、头晕等不适症
状。

他提醒，当出现心慌、心跳
突然加快、胸闷等异常信号时，
需要立即就医诊治；当出现严
重心慌、头晕、血压明显降低甚
至意识丧失时，应拨打120求
助，并紧急就医。如果体检时
心电图提示预激综合征，需要
及时就医进一步判断和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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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腿疼痛、麻木、走不了路

九旬老人慕名从青海赴郑解难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去郑州吧，我老伴的腰椎病跟你一样，4年前，她做
了脊柱内镜微创治疗。现在我俩没事就四处旅游，散散
心，多好啊。”听到战友的推荐，因腰腿痛麻而行路难的90
岁高龄的朱爷爷决定从青海西宁到河南郑州。

●战友推荐
青海老人慕名赴郑就医

2年前，朱爷爷无明显诱
因出现腰部疼痛、酸困，伴双
下肢麻木，他以为年龄大了，
就没当回事儿。然而，近1年
来，朱爷爷双下肢疼痛伴麻木
持续性加重，原来能走 100
米，现在走两三步就得蹲下来
休息一会儿。

在当地医院检查后，说是
腰椎管狭窄症。理疗、针灸、
熏蒸、膏药等方法都试了，症
状却越来越严重。

虽然也去北京、上海、广
东、浙江等好多医院看过，但
很多医生看朱爷爷年龄大，又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等基础疾病，都建议继续保守
治疗，缓解疼痛。可是各种保
守治疗对朱爷爷又没效果。

正在一家人焦头烂额之
际，朱爷爷的老战友打电话，
说他和老伴到西宁旅游，想找
个时间聚聚。

电话中，老战友得知朱爷
爷的情况，就推荐去郑州，说
他老伴之前也患有腰椎管狭
窄，4年前在郑州做了微创治
疗，“到现在可好了，我们俩没
事就旅游”。

听老战友这么一说，朱爷

爷两个女儿也通过各种方法
打听父亲战友说的河南省直
第三人民医院。果然，这家医
院专门用微创治疗各种脊柱
疾病，像父亲这种高龄、复杂
的患者治疗过数千余例，经验
丰富，全国各地很多脊柱微创
医生去那儿进修学习。

●全可视脊柱内镜微创治
疗 老年脊柱病患者福音

很快，朱爷爷和家人就从
西宁来到郑州。

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
院椎间盘中心，周红刚主任团
队给他实施了局麻下全可视
脊柱内镜微创治疗，仅50分
钟，老人就从手术室出来了，
第二天就能下床走路。

据了解，河南省直三院椎
间盘中心每天门诊中约80%
都是中老年性腰椎管狭窄症
患者；每周四下午的疑难病例
会诊中，绝大多数是60岁以上
甚至不乏90多岁的老年人因
为腰疼，腿疼、麻木、酸胀无
力、腿发凉发软，走不远路来
就诊。这些患者大多伴有较
严重的基础疾病，经过长时间
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甚至加重，
采用传统开放手术存在较大
风险。很多医生建议继续保

守治疗，但保守治疗又没有效
果；还有一部分来自全国各地
的患者，他们往往在当地做过
手术，甚至做过多次手术，但
症状不减轻甚至加重。

近年来，脊柱内镜微创技
术迅猛发展，全国大大小小的
医院都在开展脊柱内镜微创
技术，但大多数都只能解决单
纯的腰椎间盘突出，河南省直
三院脊柱内镜微创技术已由
原来的内镜下椎间盘突出髓
核摘除术发展到对老年退变
型腰椎管狭窄、颈椎病、胸椎
管狭窄、颈胸腰椎术后翻修等
复杂疾病的内镜下微创治
疗。周红刚主任说，“目前，大
部分患者在同样甚至优于开
放手术治疗效果下，能够得到
了更加微创的治疗，并减少了
痛苦、缩短了住院时间，大大
降低了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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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四14:30有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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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效果不好、术后复发等相关病
例进行公益联合会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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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爱“儿”行

数百名新生儿“守护神”
研讨学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华小亚

婴儿死亡率是目前国
际公认的衡量国民健康水
平与社会进步的三大综合
指标之一，重症新生儿救治
成功率更是考验着一个地
区医疗机构综合实力的重
要指标。

为了更好地救治重症
新生儿，11月26日-29日，
由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省妇幼保健院、省妇女儿
童医院）、河南省新生儿重
症救护网络中心、河南省新
生儿重症救护质量控制中
心举办的新生儿系列学术
会议在郑州召开。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
后，高龄孕产妇比例增高，
保障母婴安全面临新挑
战。”河南省新生儿重症救
护网络专家委员会主任委

员、郑大三附院新生儿科主
任徐发林介绍，当前我省新
生儿死亡率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医院将全力推广新技
术，继续为全省新生儿保驾
护航。

据了解，这几场新生儿
学术会内容丰富，既有体现
新生儿领域研究热点、前沿
问题的主题讲座，又有紧密
结合临床、实用性很强的典
型、危重、疑难案例诊治交
流，从新生儿呼吸、循环、消
化、神经、营养等多角度，聚
焦目前新生儿领域国际前沿
的新理论、新进展。在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的情况下，来
自河南省内的300余名新生
儿科医生参与了本次会议，
会议共邀请国内知名专家
28名，开展专题讲座33场。

近200名专家聚郑
应对流行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刘占峰

《新冠肺炎大流行应
对-流行病学何为？》《新冠
肺炎的流行病学调查》《传
染病防控策略与措施：以新
冠肺炎为例》……11月 28
日，河南省预防医学会流行
病学专业委员会2020年学
术年会在郑州举办，现场，
来自省内疾控、医疗单位以
及高等院校从事流行病学
研究的近 200 名专家、学
者、青年科研人员一起研讨
学习。

本次大会由河南省预
防医学会主办、河南省预防
医学会流行病学专业委员
会承办。

大会开展了多场学术
报告，覆盖了新冠肺炎、乙

肝、结核病、特殊免疫状态
的预防接种等多种传染病
的防控和探索。

“通过本次会议，我们
深化流行病学的科研学习
和交流平台，促进了流行病
学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者
的交流与合作。”大会主席、
河南省流行病学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郑州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张卫东说，这有利
于推动我省流行病学研究
水平，也有助于提高基层卫
生人员传染病的防控水平
和能力，专委会也将以此次
会议为契机，开展学术交
流、推动学科发展，为河南
专业队伍建设和疾病防控
等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12月1日，郑州市中医院
名医堂正式开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路瑞娜

昨天，记者从郑州市中
医院了解到，根据郑州市广
大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紧
贴患者就医需要，12 月 1
日，郑州市中医院名医堂正
式开诊。

据了解，名医堂设于
郑州市中医院（文化宫路
院区）门诊二楼，坐诊专家

是从全国选聘的知名专
家。

名医堂采取现场就诊
和预约就诊两种就医模式，
第一种是入院后在预约挂
号窗口现场预约，第二种是
通过郑州市中医院微信公
众号或者支付宝等进行网
上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