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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肺”助力，48天新生儿击退死神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徐紫渝

这是一场直面死神创造
生命奇迹的搏斗，这是一场
虽无硝烟但却惊心动魄的战
役。这个出生48天，患有复
杂先心病的小宝，在河南省
胸科医院众多专家的努力之
下，成为了我省极少数在
ECMO辅助下成功实施完
全性大动脉调转术的孩子。

完全性大动脉转位，是一
种新生儿紫绀型先心中较常
见的复杂先心病，是指连接心
脏的两根大动脉，即主动脉和
肺动脉完全长反了，正常的体
循环和肺循环串联循环变成
了并联循环，静脉血无法经过

氧交换进入体循环。
尽管之前曾被多家医院

告知因出生超过一个月已失
去手术机会，可小宝妈仍不愿
放弃一丝希望，经多方打听辗
转来到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
管外科三病区（小儿心脏外科）
寻求救助。

入院后，河南省胸科医院
心血管外科组织专家们讨论
后，一致认为，虽然小宝已经错
过了最佳手术时机，但省胸科
医院有相当成熟的手术团队
和体外循环、重症监护团队，可
行“大动脉调转+房间隔缺损
修补术”，从根本上解决孩子
所有问题，为小宝重塑一颗正
常的心脏。考虑到孩子左心
功能已退化，术后极有可能出
现低心排综合征，必要时EC-
MO辅助。

经充分术前讨论和周密
的手术安排，历时6个小时，
手术顺利完成，手术后，小宝
出现了严重的低心排综合
征！这时，CSICU和体外循
环团队立刻采取应急预案为
小宝启动ECMO和腹膜透
析治疗。

在ECMO的辅助支持
下，经过近一周的综合治
疗，小宝病情逐渐恢复，术
后第七天顺利撤除呼吸机，
顺利康复出院。

更值得欣慰的是，小宝
此次手术共计花费近26万
元，在医保报销和省胸科医
院慈善救治基金支持下，小
宝一家实际花费4万元左右。

目前，大动脉转位调转
术是小儿心外科高难度标
志性手术，我省能够成功实

施此类手术的医生凤毛麟
角。河南省胸科医院作为
河南省唯一一家以心肺疾
病为专业的三级甲等专科
医院，承担着省内乃至中原
地区先心病救治任务。

据了解，早在2003年，省
胸科医院心血管外科在王平
凡的带领下便成功实施了河
南省首例婴儿大动脉调转术，
且是省内最早使用ECMO技
术的手术团队。如今，在心外
科、麻醉科、体外循环科、重症
监护团队组成的坚强堡垒之
下，此类高难度高风险手术已
在该院常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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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王平凡：河南省胸科医院副院长
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

解心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2020保膝TOP10大事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田秀峰 文图

●Top1：承办三次大型
保膝会议

2020年6月12日，国际
膝关节日，由德国膝关节协
会主席Petersen发起，来自
全球17个国家35位膝关节
专家参与的膝关节热点国际
高峰论坛全球同步直播会议
举行，中国分会场设置在河
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网络
同步直播观看量达8.19万。

2020 年 9 月 26 日 ，
“UKA技术及并发症 研讨会”
网络直播观看量达6.37万。

2020 年 10 月 16 日，
“中德膝关节单髁置换高峰
论坛”聚焦国际保膝前沿
技术，连线国际知名大咖，
线上线下同步直播，网络直
播观看量达6.05万。

●Top2：爱膝护膝——
关爱老年人保膝大型义诊
四次，共364人次

●Top3：“大道健康路
保膝中原行”走进河南息县/
沁阳/滑县/郏县等6县市

●Top4：大河报保膝专
刊-“爱膝之道”推送保膝科
普文章14篇

●Top5：电视网络媒体
推送保膝科普视频6次

● Top6： 新 媒 体
“527——爱膝之道”保膝抖
音及头条上线

●Top7：脚踏实地质量
控制

2016年来持续每周四
膝关节疑难病例多学科会
诊，目前已完成216次，会诊
人次2460人。

●Top8：成为中原地区
保膝领域的领头羊

骨科学科带头人沙宇
主任2018年4月成为中国
研究型医院学会关节外科
委员会保膝学组委员；2019
年6月任职河南省残疾人康
复协会肢体康复委员会保
膝学组主任委员；2019年中
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老年骨科分会保膝学组副
组长；2020年被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推荐聘任为保膝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Top9：膝关节专业团
队国内大赛出彩

2020年度保膝内训师
总决赛最佳匠心奖：闫磊；
新“膝”望单髁手术知识与
技能大赛总决赛最佳技艺
奖：张战峰。

●Top10：亮相国内国
际医学舞台

2020年6月12日，保膝
团队青年医师闫磊世界膝关节
日学术大会做主题英文发言。

2020年11月12日，27
届中国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
术年会暨佛山骨科高峰论坛，
沙宇主任保膝学术会场大会
主持，并做大会主题发言。

2020 年 12 月 19～20
日，河南省直三院沙宇团队实

力亮相2020保膝国际高峰论
坛，特邀发言并做病例分享。

2020年12月12日2020
甘肃省中西医结合治疗骨
科疾病培训班，特邀保膝主
力成员胡彬副主任医师主
题发言。

一年来，河南省直第三
人民医院骨科保膝团队，秉
承创新、融合、健康、协调发
展的理念，明确以膝关节疾
病保膝和系统康复为特色
的发展战略，为患者提供

“防、治、康、养”的保膝路
线。2020 年度膝关节单髁
置换及微创矫形手术量及
质量走在了业内前列，年度
膝关节专业团队共收锦旗
43 面、牌匾 10 个等诸多感
谢，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级
领导及兄弟单位最努力的
付 出 和 最 深 沉 的 厚 爱 ，
2021，膝关节专业诊疗团队
将继续秉持保膝理念，预防
为先，“保”字先行，坚定保
膝信念，沿着保膝的方向前
进，再接再厉，让保膝工作
更上一层楼！

时光的年轮，镌刻下
2020行走的足迹，这一
年，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
院骨科保膝团队守初心
担使命，专注膝关节专病
建设，迈向保膝发展新篇
章，踏石留印，2021伊
始，一起回望保膝工作的
高光时刻！

奇迹！胎儿严重贫血，四次输血后平安出生

听说过熊猫血吧，这种血
因为稀少，故得此名，可是，吴
女士的血型比这更稀有，是
Rh缺失型D--。因为这种稀
有，吴女士几次怀孕，最终都
因为特殊的血型发生了宫内
溶血，胎儿都没有出生。

2020年四月，当吴女士再
次怀孕后，抱着一丝希望的她
赶到了郑大三附院，之后的几

个月，一群专家共同努力，最
终，胎儿在妈妈肚子中四次肝
内静脉输血后，顺利出生。

“Rh缺失型D--是Rh血
型系统一种极为罕见的变异
体。”郑大三附院输血科主任
李肖甫说，这种血型血清学特
征表现为红细胞上Rh C/c、
E/e抗原的完全缺乏和(或)D
抗原的过量表达。Rh缺失型

D--个体极易由输血、分娩相
关胎母输血综合征、创伤、自
然或人工流产、异位妊娠等致
敏而产生高效价的抗C/c、E/e
的联合抗体。该抗体可以通
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致敏胎
儿红细胞，引起严重的胎儿或
新生儿溶血病，导致胎儿贫
血、胎儿水肿和胎儿死亡。

据了解，在吴女士怀孕24

周时，胎儿已经严重贫血。为
了挽救胎儿的生命，郑大三附
院胎儿医学团队组织了多次
院内及省内多学科会诊，同
时，李肖甫也积极联系河南省
血液中心及各大医院输血科，
寻找血源。

随后的两个月内，在郑大
三附院超声科主任栗河舟团队
的监护下，我省胎儿医学专家、

该院产妇主任李根霞带领着团
队先后为吴女士胎儿肚中的胎
儿实施了四次肝内静脉输血，
将孕周延长到了35周。

2020年 12月中旬，胎儿
顺利出生，几天前，出院回
家。出院前，吴女士的爱人特
意拿着锦旗和喜糖赶到了该
院产科，感谢帮助过他们的所
有人。

河南省再添
一家三甲医院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
敏 通讯员 徐紫渝 李家枫

近日，在河南省胸科医院
大门上，“三级甲等医院”的牌
子正式悬挂，至此，河南省三甲
医院的名单上又多了一家，这
不仅是医院发展史上的里程
碑，也是河南省健康事业发展
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了解，自河南省胸科医
院启动“三甲”评审工作以来，
为突破医院发展瓶颈，提升综
合管理水平和健康服务能力，
该院以三甲创建为契机，以质
量、安全、服务和效率为核心，
紧锣密鼓、全体动员，医院上下
全面开展质量控制，从内到外
实现质的飞跃。

2020年12月4日~6日，省
胸科医院顺利通过河南省医院
评审委员会专家组为期3天的
三级甲等医院现场评审。近
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下发了
《关于批准河南省胸科医院为
“三级甲等”医院的通知》，正式
批准该院为三级甲等医院，标
志着河南省胸科医院在医疗技
术、医院管理、医疗服务、医疗
质量与安全上均走在行业前
列。

省胸科医院院长袁义强
说，省胸科医院将以此为契机，
不忘医者初心，牢记神圣使命，
进一步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
制度，努力打造成为让政府放
心、让群众满意的现代化医院，
更好地承担起全省乃至中原地
区心肺疾病的诊断、治疗、科
研、教学、康复、防治工作任务，
全力做到以患者为中心，以质
量为保障，全心全意为人民健
康服务！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吕晓峰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骨科主任沙宇

爱膝
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