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闫良生

基因惹祸
一家三代人青年时期猝死

在该中心成立仪式上，郑大一附院心血
管病医院院长、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董建增
教授介绍了一组这样的患者家族，张先生在
35岁时突然猝死，其后，张先生的一子一女
不足40岁时猝死，孙子也在30岁时猝死，
一家三代人所遭遇不幸的罪魁祸首是同一
种疾病——“马凡氏综合征”。

“马凡氏综合征，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这
类人群携带有致病基因。这种病伴有心血
管系统异常，特别是合并的心脏瓣膜异常和
主动脉瘤。”董建增说，患有该病的人，三分
之一会在32岁之前死亡，三分之二的人会
在50岁左右死亡。

目前能够确认的遗传性心血管疾病有
几十种，我国患者人数有400万到1200万
人。遗传性心血管疾病是指发病由基因突
变引起，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一组心血管疾
病。这类疾病与先天缺陷性疾病不同，患者
在一定年龄后才会在心脏结构、电传导和功
能等方面出现异常，多数在出现心跳骤停等
急症时才被发现。比如：长QT综合征、短
QT综合征、家族性房颤、肥厚型心肌病、马
凡氏综合征、家族性胸主动脉瘤与夹层、家
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等均属于此类。这些疾
病常引起患者在青少年或青壮年时期猝死，
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基因检测
阻断遗传疾病“传宗接代”

郑大一附院副院长、医学生殖中心主任
孙莹璞教授介绍，目前，遗传病不能根治，但

可以有效防控。
针对遗传性心血管疾病，如果从生殖的

角度，在怀孕前进行基因检测，人工干预，完
全可以生育不携带致病基因的健康宝宝，彻
底阻断这种疾病通过基因遗传而至的“传宗
接代”，彻底改变家族的命运。

阻断致病遗传基因，目前最有效的方
法是，该类人群宜采取试管婴儿的方式进
行生育，在胚胎植入前，对胚胎进行检测，
筛选健康的胚胎植入子宫，这样就可以生
育完全健康的宝宝，改变家族命运。此
外，虽然该类家庭自然怀孕，也可以进行
基因检测，产前诊断，在孕期通过抽取羊
水或取绒毛等方法，检测胚胎是否携带有
致病基因，但最大的遗憾是，一旦确诊胚
胎携带致病基因，则要终止妊娠。有些家
庭，多次自然怀孕，均携带致病基因，多次
流产，最后失去了生育的希望，给家庭带

来很大的打击。

中心成立
给遗传病患者带来福音

郑大一附院遗传性心血管病防治及生
殖指导中心是目前国内唯一集规范化诊
断、治疗及生殖指导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
诊治中心。该中心融合了前沿的心血管病
防治技术与辅助生殖技术、产前诊断技术
等，采用临床检测与基因测序相结合，精确
定位病因和治疗的靶点，给予相应的治疗
和生活指导，以控制心律失常和心衰、预防
晕厥和猝死，并指导患者生育不携带致病
基因的子女。

该中心成立，可以从根源上解除此类
遗传性疾病家庭的痛苦，为我省乃至全国
该领域疾病预防、基因治疗及学科建设做
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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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下午，郑大一附院遗传性心血管病防治及生殖指导中心成立大会在该院郑东院区举行。据悉，这是国内首家成立的遗传性
心血管病防治及生殖指导中心。郑大一附院党委书记张水军教授、副院长孙莹璞教授、心血管病医院院长董建增教授等共同为该中心揭
牌。该中心可为遗传性心血管病患者提供精准的检查、诊断和治疗，以精准的技术指导这些患者避免生育携带致病基因的下一代，做到精准
医疗和精准防控，必将造福更多的遗传性心血管病患者及家庭。

□本报记者 闫良生

近日，赞比亚电影明星Nasho mapu-
langa得到了中国援赞医疗队的手术救助，
来自郑大一附院耳鼻咽喉科的中国医疗队
队员高长辉医生，在缺医少械的困难条件
下，为患者实施了赞比亚利维·姆瓦纳瓦萨
医院的第一例支撑喉镜下的手术，高超的技
艺获国际友人称赞。

Nasho mapulanga声音嘶哑已经好
几个月了，在赞比亚最著名的医院UTH药
物治疗不见好转，专家建议进行手术治疗，
并把他介绍给在赞比亚利维·姆瓦纳瓦萨医
院工作的高长辉医生。赞比亚全国从事耳
鼻咽喉喉专业医生屈指可数，人少设备差，
技术非常落后。

经过精心诊断，高长辉为该患者实施了
利维·姆瓦纳瓦萨医院的第一例支撑喉镜下
手术。为充分做好术前准备，先是找来在库
房沉寂多时未用的中国援助的支撑喉镜设

备进行调试，又找手术室的护士进行相关器
械的准备和组套，再与同为队友的中国麻醉
医师蔡琴讨论支撑喉镜麻醉的有关配合。
2016年12月3日上午，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高长辉稳、准、狠，不到半个小时，解决了造
成声音嘶哑的疾病元凶。当助手的乌兹别
克斯坦医生，频频点赞。

12月15日，高长辉医生又采用妇产科的
光源和显示系统，开展了利维·姆瓦纳瓦萨医
院第一例内窥镜直视下双侧鼻息肉切除+鼻
窦开放术，术后患者完全康复，再次开创先河。

中国医疗队队长、郑大一附院副院长苟
建军介绍，赞比亚缺医少药，医疗条件非常落
后。中国医疗队的到来给赞比亚人民不仅仅
带来了设备、技术、人才，也给当地人民带来
了健康的希望。多年来，中国医疗队队员秉
承大医精神，舍小家为大家，吃苦耐劳，用精
湛的技术解决赞比亚人民的疾病痛苦，获国
际人士夸赞，不辱使命，为中国政府的国际声
誉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近日，郑州市法医学鉴定中心筹备会
在河南省省立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召
开。郑州市犯罪侦查局刑事科学研究所所
长耿书峰、政委相志德，郑州市公安局港区
分局局长张帆，河南省省立医院(河南省儿
童医院)总会计师秦冠华及相关领导出席
本次会议。

此次会议主要围绕司法改革后的法医
学鉴定制度要求展开，旨在推动郑州各辖区
法医学鉴定中心的筹备工作，并确定了郑州
公安局航空港区法医学鉴定中心在河南省省
立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落户，2017年1月1
日正式投入运行，这标志着郑州市航空港区

及周边的市民，以后再遭遇伤害案件等问题
可到河南省省立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法医
学鉴定中心”进行鉴定。

据了解，河南省省立医院(河南省儿童
医院)“法医学鉴定中心”将对在刑事案件、
治安案件、民事纠纷中公民人身受到不法
侵害或意外损伤时为其提供合理、科学、公
正的鉴别和判断，该中心由经验丰富的专
职法医组成，为刑事案件的审判，民事和行
政诉讼案件的调解、裁决以及保险业务中
的赔偿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科学依据，同
时接受各种法医复核鉴定及有关法医学临
场咨询。 （闫良玉）

中国医疗队技惊赞比亚

郑州航空港区法医学鉴定中心
落户河南省省立医院

冬季天气寒冷，草木凋零，万物生机皆
闭藏潜伏，但是，疾病却是冬季的“活跃分
子”，常常“登门造访”，常人尚且如此，而对
于肿瘤患者来说，自身的免疫力远远低于常
人，所以肿瘤患者在冬季发生病情复发或转
移的情况居多。

蒋士卿指出，提高自身免疫力是预防肿
瘤在冬季复发或转移的根本所在，同时在日
常生活中也要注重保养。

一、起居：冬季天气寒冷，肿瘤患者应早
睡晚起，还应定时开窗换气，保持室内空气
新鲜，以免引发呼吸系统疾病，因肿瘤患者
免疫力低下，一旦引发疾病，易经久不愈。

二、饮食：肿瘤患者饮食宜清淡，多吃蔬
菜水果，多饮水，忌辛辣、刺激、油腻、生冷食
物，同时，可适量服用增强体质的中药提高
免疫力，如灵芝孢子粉、冬虫夏草等。

三、运动：应进行适当的运动，如太极

拳、慢跑、广播操等轻柔缓和项目，因为适量
运动可使中枢神经的兴奋和抑制得到相应
的调节，以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

四、心情：根据临床的多数案例对比发
现，心情开朗、积极乐观、勇敢面对肿瘤的患
者，其生存期长，生活质量高，后期复发或转
移的概率相对较低，而那些整日郁郁寡欢、
闷闷不乐的肿瘤患者往往预后不理想，复发
或转移的概率相对较高。

蒋士卿 主任中医师、中医学博士、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名医堂专家、张
仲景国医馆特聘专家。每周六下午在张仲
景国医馆仲景堂中医门诊部（河医馆地址：
河医立交桥东100米路北，郑大一附院住院
部对面）坐诊。主要从事中医药治疗恶性肿
瘤、艾滋病及内科疑难杂症的研究。擅长运
用中医药治疗各种恶性肿瘤、放化疗副作用
和艾滋病。 （孟灿）

冬季小心肿瘤“卷土重来”

为进一步提升卫生计生工作质量和水平，修武县
在开展优质服务活动中，创新服务方式、优化服务手
段、升级服务模式，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高效、优质
的卫生计生服务，受到社会普遍欢迎。

温馨服务亲情化，开展送一把凳子、递一杯茶、心
贴心服务；流动服务感动化，开展免费健康检查，免费
向流动人口育龄妇女，提供上环、取环，引、流产“四
术”服务等；全程服务透明化，全面治理乱收费、乱罚
款、搭车收费现象，积极开展免费业务学习培训、免费
送科技下乡等活动，真正做到了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
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政策兑现公开化，认真落实各种
奖励制、“新农保”补贴制度等，先后以“直通车”形式
发放2016年度各项奖扶资金共计300万余元，受惠群
众达1万余人，切实保证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实行
计划生育的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李峰）

近日，“青年之声·河南”健康医疗志愿服务联盟年度会议暨省医分会成立
大会在郑州举行。联盟名誉主席、河南省人民医院院长顾建钦表示，省医分会
要秉承“关注青年健康、医疗服务民生、共创和谐社会”的服务宗旨，为青少年健
康成长和基层健康医疗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张召亮）

修武县卫生优质服务升级

秋冬季是咳嗽的高发季节，最近总是能
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已经快把自己的肺咳
出来了”。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专家团队孟
泳主任说：咳嗽频繁，以干咳为主；或有少量
清稀白色痰液，咽喉痒，咳嗽时声音很重，鼻
塞流鼻涕，怕冷，无汗，或有发热，头痛等，舌
色淡红，舌苔薄白，这种症状多为风寒咳嗽。

孟泳推荐食疗方：1.百部生姜汁：百部10

克，生姜6克（拍烂），加适量水煎煮20-30
分钟，去渣取汁，调入蜂蜜少许，让孩子分次
温服。

2.姜杏汤：杏仁10克，生姜6克（去皮，
与盐一起捣碎），甘草5克，一同拌匀，用开
水冲成汤，即可饮用。

孟泳强调，平时应注意气候变化，防寒保
暖，预防感冒；咳嗽不宜辛辣刺激性食物；同
时加强锻炼增强抗病能力。 (丁翠翠)

秋冬咳嗽，对症治疗有秘方

“即刻种·即刻用”
当天种牙当天啃苹果
七旬退休老干部冲刺100岁

案例故事：

77岁的宋老先生，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戴了3
副假牙，这是他第4次拯救自己的牙齿。走访了省会
多家口腔医院，均被告知：年龄大，牙槽骨萎缩严重，
现不适合做种植牙，老先生一度陷入苦恼。

听说种植牙名医堂栏目有植牙专家亲诊，宋老先
生的女儿拨通了热线电话，为父亲预约了英国专家
ZannarOssi博士的免费专家号。

方案设计：

一、口腔诊断：
ZannarOssi教授给宋老先生进行了全面的口腔

检查，发现他的牙槽骨萎缩非常严重，颌弓缩小，这给
种植修复带来一定难度。

二、技术难点：
①牙槽骨吸收严重，需上颌窦提升术。
②年龄比较大，需要缩短手术时间。
三、方案设计：
牙槽骨萎缩严重现象，临床上有两种解决方案。

1.传统种植方式；2.“即刻用”技术。传统修复必须先
植骨，用时久，创伤大。“即刻用”种植可以实现当天种
牙当天用。鉴于老人要求快速戴牙，ZannarOssi教
授联合我省口腔种植专家吴豪阳教授共同为其设计
了“即刻种·即刻用”种植牙方案。

四、种植牙效果反馈：
“即刻种·即刻用”种植牙方案使宋老先生有了全

口牙，不但牙齿咬合关系良好，咀嚼能力和美观度也
大大提高。面对镜头，他兴高采烈地说：“种上牙，我
要活到100岁。”

专家提醒：

“即刻种·即刻用”种植技术，采用特殊力学设计，
半口缺牙只需植入4-6颗种植体，便可实现真牙般的
咀嚼功能，下了手术台就能啃苹果！如今许多技术都
能实现半口、全口缺牙，但只需植入如此少量的种植
体并且能当天恢复全口半口咀嚼的，可能只有“即刻
种·即刻用”，因其对种植医生技术要求高，所以提醒
缺牙市民在进行选择时，一定要选对专业植牙医生，
种植才更有保障。

缺牙难，缺牙找专家难、缺牙找知名专家难上加
难，为了帮助您先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我们联系了一
些知名种植专家，您可以通过电话0371—56730333预
约。 （李淑丽）

本期专家：

ZannarOssi博士:
英国爱丁堡皇家外

科学院植牙博士、认证监
考官

国际植牙专家资质
认证的全球60位特级专
家之一

国家海外人才引进
计划医疗领域专项人才

“即刻用”种植牙技
术临床导师

吴豪阳 教授：
河南省口腔医学会

种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

郑州大学口腔医学
院、河南省口腔医院种植
中心专家、主任医师

医 卫 快 讯

阻断遗传病基因“传宗接代”
——国内首家遗传性心血管病防治及生殖指导中心成立

种植牙名医堂种植牙名医堂

温 馨 提 示温 馨 提 示

呼吸内科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肺气肿等常见病的病因都与吸烟
密不可分，且肺癌的发病率也呈逐年上升
趋势。

郑大五附院呼吸内科专家李宏云主任
解读吸烟的八大误区：

误区一：不吸烟一样得肺癌，吸烟没那
么大危害

得肺癌不一定是因为吸烟，但是的确会
增加得肺癌及相关疾病的可能。吸烟患肺癌
的相对危险度是不吸烟者的10~15倍。

误区二：年纪大了，没必要戒烟
一项研究发现，吸烟者与不吸烟者相

比，平均早死亡约10年，60岁、50岁、40岁、
30岁时戒烟可分别赢得3年、6年、9年或10
年的预期寿命。

误区三：年轻人吸烟不必担心患肺癌，
得癌症是老了以后的事

年轻时吸烟没有患癌症，并不代表年老
以后也不会患，应防患于未然，尽早戒烟才
是明智的选择。

误区四：偶尔抽一支，不会对身体有太
大的危害

只要你吸烟，不论多少，一样会对身体
造成危害，吸得越多，危害就越大。

误区五：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饭后吸一支烟，比平常吸十支烟的毒害

还大。
误区六：如厕吸烟，一带两便
连同厕所里的有毒气体以及致病菌等

大量被吸入肺中，对人体危害极大。
误区七：朋友聊天，喝酒吸烟
酒精会溶解于烟焦油中，促使致癌物质

转移到细胞膜内，加大了烟草对身体的危害
程度。

误区八：二手烟有害完全是谬论，我自
己吸进去了没事，别人闻到一点还能要命
了？

二手烟草烟雾包含很多能够迅速刺激
和伤害呼吸道内膜的化合物，即便是短暂的
接触，也会导致健康人上呼吸道的损伤。

（李新民）

医学教授谈吸烟八大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