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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几天的精心护
理，受伤工人张先生的左
手，如今在腰间和大腿上，
已经基本“成活”。

来自禹州的张先生是
一名车间工人，1月初的一
天下午，工作中的他不慎将
左手连胳膊卷入机器传送带
中。在当地医院，医生为他
清创后表示，手和胳膊损毁
太严重，很有可能需要截肢
保命，“如果不想截肢，可以
上转到郑州市中心医院”。

很快，张先生被转运到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急诊科。该院高新院区创伤
显微外科主任王飞云，接到
电话连夜赶到医院。“从患者
伤情看，他的左上肢在被高
速运转的机器碾压同时，也
被机器烫伤，且手在机器内
时间较长、皮肤肌肉烫伤缺
血，左手除掌根外的所有组
织（皮肤、血管、肌肉、神经）
全部坏死，伤情非常严重；前
臂肌肉也明显发生缺血改

变，有继发坏死可能。”
不过，王飞云主任综合

评估后表示，患者的手还可以
保住：“通过移植身体其他部
位的带蒂皮瓣到手上，给手

‘穿上一件新衣服’，后期再逐
步恢复手的部分抓握功能。”

据介绍，皮瓣移植术能
满足四肢常见创面的修复，
可以避免很多肢体的截肢
（指）和伤残。在完善术前
准备后，王主任在骨科和麻
醉与围术期医学科的协作

下，成功为张先生实施了带
蒂皮瓣移植修复术。

考虑到患者左臂受伤
严重，为确保移植的皮瓣成
活，专家在术中将患者的左
手和肚子、大腿连在一起，
就像被“种”在了那里。

10天后，张先生左手上
移植的皮瓣成活。也就是
说，他的左手保住了。专家
称，患者下一步将接受二次
手术，将左手从肚子和大腿
上分离。

腰腿疼痛、麻木、无力，走不了路？

80岁老人的漫漫求医路，终于找到了终点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腰椎管狭窄症是导致中老年人腰腿痛的常见脊柱病
之一，严重的患者常常走一会就得歇一会，步行数十米或
站立几分钟就出现严重腰腿痛问题。而他们往往由于年
龄大、患有多种基础疾病，不能手术，只能强忍着痛苦，郑
州80岁高龄的李奶奶就是其中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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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甲状腺、子宫切除术。

去年4月初，李奶奶又遭
遇新问题：腰部疼痛，疼痛沿左
臀部、左大腿后外侧向左小腿
外侧放射，外出走路都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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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女们不忍母亲在晚年受
这样一份罪，于是带李奶奶去
北京、上海等很多知名大医院
的脊柱外科跑了一个遍，可得
到的答案仍是建议保守治疗。

难道以后真的不能再像以
前那样正常走路，只能在床上
躺着了吗？李奶奶始终不甘
心。

偶然间，李奶奶看到一个
消息，说是一名12岁的小孩儿
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双下肢几乎
瘫痪，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
院椎间盘中心团队的治疗下，
恢复了正常生活与学习。

于是，李奶奶就开始关注
这个团队，发现有好多患者的
年龄、症状和求医过程和自己
很相似，并且每周四下午有国
内多名脊柱专家专门针对复杂
疑难的脊柱疾病公益会诊，就
让家人带她也来参加一下会
诊。

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中心，完善相关检查后，
经过专家会诊，院内多科室（心
内科、麻醉科）会诊，制订了适
合李奶奶的治疗方案——全可
视局麻下内镜微创治疗。

李奶奶从手术室推出来的
那一刻，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
的笑容。

据了解，前往河南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就诊的
患者，大多伴有较严重的基础
疾病，经过长时间的保守治疗
没有效果甚至加重，采用传统
的开放手术需要在全麻下进
行，存在较大的麻醉及围手术
期并发症风险，很多医生考虑
风险太大不给做手术建议继续
保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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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反而加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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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腰椎间盘突出这类病例。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始终紧跟学术前沿，
将最新技术应用于临床实践，最
大限度解决复杂疑难病例，形成
以“疑难手术”和“微创手术”为
主的诊疗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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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柱疑难病公益联合会诊
中心（有该中心和国内多家医
院脊柱专家每周四1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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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针对颈椎、腰椎、胸椎
等脊柱复杂疑难病例、保守治
疗效果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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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工人左手被卷进机器导致坏死
十天后又在腰间“成活”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田培

一周做了近二十台手术

这个“夺命高手”和高血压密切相关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崔聪

过去的一周，我省著名
心血管外科专家、河南省胸
科医院副院长王平凡和他
的团队很忙碌，除了心脏大
手术外，单单主动脉夹层急
诊手术，王平凡和他的团队
就做了近二十台。

来自医院的统计显示，
单单是1月18日这一天，该
医院的长途转运队从外地
接诊了12次，其中有4例就
是主动脉夹层患者。

据悉，河南省胸科医院
长途转运队针对省内外危
重症患者实施免费转诊政
策，转运全程所产生的出诊

费、交通费、药物及治疗费
用等全部由医院负担，患者
不用花一分钱。

“近阶段主动脉夹层如
此集中爆发，多与天气寒
冷，平时高血压未达到有效
控制有关。”王平凡说，每次
问诊这些病人，很多人的回
答都是：知道自己有高血
压，但却不能够按时吃药控
制血压。

一提到高血压，王平凡
有许多话要讲。

他说，每次告知患者家
属病情时，总有不少患者家
属理解不了，他们常常会
问：不就是高血压吗，怎么
一发病就会这么厉害，甚至
会致命啊！没错，致命的是
主动脉夹层，而引起主动脉
夹层的元凶就是高血压！

王平凡介绍，主动脉是

人体内最粗大的血管，直接
与心脏相连，血流量巨大。
正常的主动脉由内膜、中膜
和外膜三层结构组成。主
动脉夹层指主动脉内膜发
生撕裂后，血液通过内膜破
口进入动脉壁中层形成夹
层血肿，并沿血管长轴方向
扩展，形成动脉真、假腔病
例改变的严重主动脉疾
病。而主动脉夹层患者血
压过高时，极易引起主动脉
壁破裂，导致心脏输送到全
身的血压瞬间降为“零”，各
组织器官瞬间失去血液供
应，导致死亡。

“因此，主动脉夹层患
者控制血压很重要，而高血
压患者积极地控制血压防
止形成主动脉夹层更加重
要，否则可能随时有生命危
险！”王平凡说，主动脉夹层

具有起病急、进展快、死亡
率高的特点，因此，预防它
除了应从高血压的预防着
手外，还应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比如戒烟限酒，不要
暴饮暴食，更不要经常熬
夜，杜绝垃圾食品，控制体
重，保持平常心，避免大喜
大悲。

“如果高血压患者出现
胸、背、肩部隐痛或撕裂样
疼痛时，一定要立即就医。”
王平凡说，除此以外，当人
们在心情激动或者剧烈运
动时，出现胸闷痛等症状
时，也要立即到医院就医。

体检发现
肺结节怎么办？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和胸部
CT检查的普及，肺结节的检出率也越来
越高，那么肺结节就是肺癌吗？是随访
观察还是手术切除？

河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一病区副
主任医师张恒说，根据CT影像学表
现，按肺结节的密度可以分为纯磨玻璃
结节、混合磨玻璃结节和实性结节。这
三类结节，根据恶性概率来排序的话，
排列顺序应该说这样的：混合磨玻璃结
节＞磨玻璃结节＞实性结节。

“肺结节中大部分都是良性结节，
只有少部分是肺癌或者早期肺癌。”张
恒说，体检时发现了肺结节，不要过度
惊慌但也不能置之不理，如果结节合并
有胸膜凹陷征、血管集束征、毛刺征、棘
突征、分叶征、空泡和细支气管通气征
等CT影像改变，这些都是恶性肺结节
在CT上呈现的征象，置之不理会错过
最佳治疗时机。

在张恒看来，胸部CT 检查是发现
小结节可靠的手段，薄层CT 检查更有
优势。对于可疑肺小结节应定期随访，
观察结节的边缘、形态、密度、周围血管、
动态观察其生长方式，在随访过程中，如
果发现磨玻璃小结节实性成分增多或直
径增大，应考虑手术切除，手术切除是恶
性肺结节目前最好的根治手段。

张恒提醒，一旦体检出肺结节，正确
的做法是，到专科医院找专科医生，请他
们制定随访策略和干预时机与方法。

据了解，目前，河南省胸科医院专
门建有肺小结节门诊和会诊中心，通过
和AI企业共同研发的肺小结节人工智
能软件，基于大数据基础上进行肺结节
良恶性预测，辅助医生提高对恶性肺结
节的检出率，筛查准确率可达９５％，
实现了肺癌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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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镜微创治疗结束后，
老人笑了

脊柱疑难病公益联合会诊，
每周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