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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卫 快 讯

□本报记者 闫良生 本报通讯员 邢永田

5月 11日，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河
南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专家使用国际领
先的“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手术（TAVI）”，
成功为一名 67岁的危重患者更换了主动
脉瓣。过去的换瓣手术，需要开胸，并打
开心脏，现在的微创技术不用开胸也能给
心脏更换主动脉瓣！这一国际领先的微
创换瓣技术，正悄悄在中原大地上“开花
结果”。

我省首次开展微创换瓣技术
TAVI是目前国际上一项先进的微创

换瓣技术，是通过一个微创的切口入路（根
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可以选择经心尖入路、
经股动脉入路等），用人工瓣膜替换患者自
己病损的瓣膜，从而恢复正常启闭功能。

该手术由心外科专家主导完成，在阜外华
中心血管病医院尚属首次，在全国也不多
见，目前，该手术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已成功实施了3例。

专家携手技术创新破常规
医学界每次技术革新的背后，都凝

结着无数专家的辛勤汗水，这次创新也
不例外。

5月 11日早上 7:00，阜外华中心血管
病医院心外科病房，示教室里座无虚席。
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高传玉教
授、程兆云教授的带领下，心外科、心内科、
麻醉科、超声科、体外循环、手术部等科室
的20余名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如何才能让
患者最大受益”的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该女性患者67岁，瘦小体型。10多年
前开始间断胸闷、气短，半年来反复晕厥，

而就在此次入院前 6小时，她再次出现晕
厥！经专家们精心检查，明确诊断为：先天
性主动脉瓣二瓣化畸形、主动脉瓣重度狭
窄、心功能3级、身体极度虚弱。专家们讨
论后一致认为：应该为患者尽快手术，否则
就会发生反复晕厥、危及生命。可是以患
者的体质，如果进行传统的开胸方式换瓣
膜，手术风险很大。

经过多种方案的比较和讨论，专家们
达成共识，TAVI手术是最适合该患者的治
疗办法。

5月 11日上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
外医院吴永健教授的指导下，阜外华中心
血管病医院副院长、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脏
中心知名专家程兆云教授携手麻醉科副主
任赵亮、手术室护士长孙静、体外循环科副
主任杨雷一等实施手术。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微创手术就此

开始了。这项高难度的技术创新打破常规，
突破多个手术禁区，把装载好的人工瓣膜准
确地放置到预定位置，释放瓣膜。造影检查
显示，新的瓣膜放置恰到好处，达到术前预
订方案，血流通畅，血压改善，显著解决了主
动脉瓣重度狭窄问题！手术成功！

手术2个小时完成，生命指征平稳，术
后1小时患者完全清醒、四肢活动正常。

专家介绍，像这样身体极度虚弱的患
者，如果采取传统的开胸换瓣手术，术中要
进行体外循环、心脏停跳，一般需要4-5小
时。术后若需要特殊辅助治疗，可能需要
在重症监护室住 5-7 天才能转到普通病
房。而经导管途径的主动脉瓣置换手术
（TAVI）简化了手术步骤、减轻了手术创
伤、缩短了手术时间和住院天数，对患者恢
复和心理都有极大的帮助，减少了患者的
痛苦，就医感受得到极大提升。

●● ●● ●●

新 闻 速 递新 闻 速 递

5月 20日上午，中国援赞比亚第 20批医疗队欢送会在郑州举
行，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阚全程向医疗队授旗。 （闫良生）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准扶贫大型公益项目：中华健康快
车光明行——第二列车牡丹江站在黑龙江启动，承担这个项目医疗任
务的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 （黄凯）5月19日上午，河南省省立医院首届

儿童危重症学习班暨郑州航空港危重症
儿童救治中心揭牌仪式在郑州航空港成
功举办。河南省医疗服务指导中心主任
董薇，航空港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王
佩尧，河南省省立医院常务副院长李常
生，副院长娄勇、刘建志，院长助理兼护理
部主任方慧玲出席会议及全省18个地市
专家、儿科医生2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旨在进一步促进我省儿科重症
医学事业的发展，为儿科专业的同仁们
搭建一座学术交流、技术探讨、互动沟通
的桥梁，提供一个供各地同道互相学习
我国儿童及新生儿危重症多学科专业学
术和技术水平的平台。

李常生介绍，中心成立后，将充分发
挥河南省省立医院在区域内的核心作
用，扩大辐射范围，以优秀的临床、管理
团队及先进的医疗设备，提高区域及周

边儿童危重症救治能力，为患儿及家长
提供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满足患儿及
家长的健康需求。

“救治中心将进一步提高我区儿童
急危重症抢救诊治水平，降低新生儿和
婴儿死亡率，为航空港区及周边区域危
重症儿童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使航空
港实验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再迈上一个
新的台阶。”王佩尧说。

董薇介绍，河南省省立医院作为航
空港区规模最大、建院最早的省级综合
医院，牵头成立航空港区危重症儿童救
治中心，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重症
救护无缝有效衔接，全面提高航空港区
乃至全省儿童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本次

“儿童危重症学习班”是进一步加强儿科
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步骤，也是提
高全省儿童危重疾病诊治水平的具体措
施之一。 （闫良玉）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荣文翰

4 月 28日，河南日报客户端以《27
岁患者在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成功实施
心脏移植手术》为题，报道了 27岁的小
李在 4月 15日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全
过程及后期恢复情况，经过了 37天，小
李的恢复情况如何呢？记者再次前往郑
州市心血管病医院，对小李目前的状况
进行了采访。

“还是出来走走，心里舒服。”
5月 22日上午 11:20，记者在郑州

市心血管病医院花园式运动场，看到了
正在做体育锻炼的小李，经过“换心”手
术，每天到医院运动场散步或运动 1个
小时，成为了他的一项固定增强自身免
疫力的运动方式。

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心外科专家杨
斌告诉记者，在心脏移植手术后的第三
天，小李就可以下床行走，在转入普通特
护病房，心脏移植手术之后的第 29天，
即可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外出到医院
的花园散步，第 37天，一些小幅度的运

动器械他也可以使用。
“今天是手术后的第 37天，连续三

天的降温，小李可是在病房难受的不行，
这不，今天的气温稍高一些，就要求多穿
点，要下楼走走。”杨斌笑着说，腼腆的小
李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据了解，在 17年前，郑州市心血管
病医院就开展过心脏移植手术，后来，却
因为种种原因而整整停滞了 17年。今
年 3月，喜讯再次传来，经过不懈努力，
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终于获得了心脏移
植执业资格。

“我们期待更多患者通过器官移植获
得重生！”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院长袁义
强说，“开展心脏移植是心血管专科医院
的责任。今年年初，医院经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审议通过，获得了心脏
移植执业资格，这是对医院心脏移植技术
的认可。”

目前，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医院正
奋力打造建设成为河南乃至中部六省的
心血管病诊疗中心，努力为中原广大心
脏病患者更好地解决“心病”。

当下是流感、肺炎等传染病的多发季
节。天人相应，人体在此时必须保养阳气，
对老年人来说，胃肠功能减退，消化能力减
弱，粥的滋养恰巧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主任、副主任药
师刘永生给老年朋友推荐两款养生粥，供大
家根据个人体质，有针对性地选择。

枸杞子粥：取枸杞子 50 克，粳米 100
克，同煮成粥。枸杞子具有滋补肝肾、润肺
止咳、明目的作用，用它来煮粥，适用于肝肾
阴亏、头昏眼花，及遗精、久咳者食用。枸杞

子粥还能改善老年人因机能退化所引起的
各种眼病。此粥还具有较明显的护肝作用，
对于肝脏功能不良的患者，在服药的同时，
可辅以枸杞子粥，能收到一定的疗效。

红枣粥：取红枣50克，粳米100克，同煮
成粥。红枣临床上多用于补脾胃、调营血。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红枣含有蛋白质、糖及铁、
钙、磷等多种营养成分及微量元素。对于病
后及脾胃虚弱引起倦怠无力、食欲不佳、大便
不成形等症状有治疗效果，并有保护正气、缓
解疼痛、缓和药物副作用等。 (丁翠翠)

近日，在杭州洲际酒店举办的2018中国医院发展大会
暨最佳雇主颁奖典礼上，丁香园联合麦肯锡发布了

“2017年度中国医疗机构最佳雇主”榜单，郑州颐和医院共
揽获“2017年度中国医疗机构最佳雇主全国民营医院十
强”以及民营医院最佳雇主六个分项奖共七项大奖。

本次会议以“人才支撑发展，品牌引领未来”为主题，分
为“主论坛、人才论坛、品牌论坛”三大模块，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1200余位医疗界人士参会。

据悉，这已经不是郑州颐和医院第一次荣获“中国医疗
机构最佳雇主”奖。去年的7月 15日，在G20主会场杭州
国际博览中心，同样是由丁香园主办的2017中国医院发展
大会，郑州颐和医院分别荣获“2016年度中国医疗机构最
佳雇主民营医院十强”和“2016年度中国医疗机构最佳雇
主分项奖——民营医院基础设施十强”。 （郭晓阳）

妇幼健康指导员
助力基层服务再提升

为加强省内外妇幼健康服务工作的联系和交流，做大做
强河南省妇幼保健事业，不断提升河南省妇幼健康综合服务
能力。5月18日—19日，由河南省医院协会、河南省妇幼保
健协会主办，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承
办的2018年第二届中原妇幼发展高峰论坛暨妇幼保健院院
长年会在郑州召开。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理事、河南省医院
协会妇幼保健分会委员、河南省妇幼联盟成员单位代表及相
关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共计500余人参加了论坛。

开幕式上还启动了“河南省妇幼健康指导员——健康
扶贫走基层活动”。

据了解，“河南省妇幼健康指导员——健康扶贫走基
层”活动是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 2018年度的一项重点工
作。通过发挥医院管理和专业技术两个专家志愿者团队的
优势和作用，定期赴基层开展巡查巡诊、授课讲学、答疑解
惑活动，助力基层提高管理和业务能力，进而推动我省妇幼
健康服务事业的良好发展和均衡发展。 (尚睿)

鲁山县人民医院
以问题为导向整顿纪律作风

近日，鲁山县人民医院召开了医院纪律作风整顿工作
会议。

会上，针对医院干部职工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四点要求：
一要抓好纪律整顿与“两学一做”紧密结合，医院督察组将不
定期检查干部职工工作纪律，将检查情况纳入绩效考核和医
德医风建设中。二要强化作风建设，院领导和中层干部要以
身作则，确保医院核心制度和各项规章制度落地有声。三要
增强服务意识，牢固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理念，坚决杜绝话难
听、脸难看、事难办的服务态度。四要加强督导检查，院领导
和各科室按分管分头查纪律、查作风，要拿出“踏石留印、抓
铁有痕”的力度和决心，着力打造“学习型、实干型、担当型、
创新型、廉洁型”的五型干部队伍。 （刘海军）

“健康中国·关爱行”卫生帮扶
走进宝丰

5月 17日，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联合中国农工
民主党河南省委员会主办、“东方关爱公益基金”与宝丰县
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健康中国·关爱行”——宝丰县医疗
卫生帮扶工程启动仪式在宝丰县举行。

“健康中国·关爱行”是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于
2016年面向全国开展的大型公益项目，旨在提高居民慢病
综合管理能力和解决“一老一小”的营养改善、生存环境等
问题。

“健康中国·关爱行”——宝丰县医疗卫生帮扶工程，将
在两年内，在宝丰县通过疾病筛查、患者资助、医务人员培
训、医疗设备捐赠及健康驿站建设等公益活动，多模块、多
形式相结合展开对宝丰县医疗卫生领域的帮扶，最大程度
改善和提高当地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良生）

郑州颐和医院
荣获“中国医疗机构最佳雇主”奖

“换心”37天后，他满怀希望走出病房

郑州航空港危重症儿童救治中心
落户河南省省立医院

初夏来碗养生粥，简单又有益

最近发布的《2017河南省肿瘤登

记年报》（以下简称《年报》）综合统计

显示，在恶性肿瘤中，肺癌的发病率、

死亡率都高居榜首，其中，肺癌的发病

率达到了48.28(1/105)（单位：十万分

之一，癌症等疾病发病率常用单位），

比排名第二的胃癌就高出了近十人

【胃癌的发病率为 39.32(1/105)】，因

此,大众应更加提高对肺癌的关注度。

肺癌到底能不能防？得了肺癌怎

么办？

河南省肿瘤医院内科副主任、河

南省肺癌诊疗中心主任马智勇为我们

进行了相关解读。

我省肺癌诊疗
居全国一线水平

提到肺癌的高发病率，马智勇介
绍，河南省肿瘤医院去年全年收住的病
例中，近三分之一是肺癌患者，肺癌患
者绝对数目增加，与人均寿命的提高以
及我省人口基数大都有关系。

马智勇特别提出，我省对肺癌的诊
疗非常重视，2012年就成立了河南省
肺癌诊疗中心，落户在河南省肿瘤医
院。近年来，我省的肺癌诊疗水平也取
得了较大的进展，在临床方面，河南省
肿瘤医院肺癌患者生存年限等指标与
全国持平，早期肺癌的诊疗与北上广等
一线城市持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学术方面，河南省肿瘤医院专
家不但在学术比赛中时常斩获奖项，
还经常参与国内高规格学术会议并获
得演讲、主持的机会。

马智勇说：“这说明我们取得的成
绩得到了国内肺癌诊疗界的认可。”

预防肺癌
关键还是防“烟”

从《年报》来看，我省男性肺癌发
病率是64.88(1/105)，女性肺癌发病率
是36.39(1/105)，男性还是远远高于女
性。“男性吸烟对肺癌的影响已经比较
明确，一个特别明显的证据就是美国
癌症协会数据显示，由于全面实行了
禁烟措施，1990年到 2014年，美国男

性肺癌死亡率下降43%。”马智勇说。
因此，他建议 54~75岁长期抽烟的男
性高危人群，应该每年做一次低剂量
螺旋CT筛查肺癌，如果烟龄比较长，
建议提前到50岁开始。

不得不提的是，近年来女性、非吸
烟人群的肺癌发病率也在不断升高。
马智勇提供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上海筛
查出的1.13万例的高危人群中，男女患
病率分别为 168(1/105)和 35(1/105)；
吸烟、不吸烟人群患病率分别为159(1/
105)和337(1/105)。

对此，马智勇建议，女性也应防
“烟”，这个烟主要是指在生活中尽量减
少接触二手烟以及做饭的油烟，但目前
循证医学的证据显示，女性尚没必要把

低剂量螺旋CT检查作为常规肺癌筛
查手段，因为毕竟CT有射线影响，利
弊谁更大不确定。

积极参与临床试验
有望获得新生机

马智勇提出，高居不下的发病率
也促进了肺癌治疗的快速发展，近年
来，肺癌的靶向药物治疗发展很快，这
种治疗方式只把肿瘤细胞设为“靶子”
予以消灭，并不伤害正常细胞，而且用
药方法简单只需口服，可能是今后肺
癌治疗的主要方式。国外大型医药公
司也希望将亚洲人的数据纳入他们的
新药研究，因此，中国肺癌患者就能通
过参加药物临床试验等方式，增加新

的生机和希望。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点就是药物

临床试验的安全性，患者能接触到的都是
三期临床，经过了少数人群以及较多数人
群两期对安全性验证后的临床实验；其
次，三期临床主要目的是测试药物的疗
效，而且与它做对比的通常是现有的最
佳治疗方案，一旦数据显示高于对照组，
就说明它在疗效上确实技高一筹。河南
省肿瘤医院是我省参与肿瘤方面临床研
究最多的医院，先后参与过200多个临床
实验，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很多患者在参
与临床研究后获得了更长的生存期。”马
智勇最后建议，“患者可以到医院相关病
区主动询问、积极参与临床实验，有望获
得新的生机。” （常辉）

马智勇：肺癌防治，防“烟”是重点，靶向药物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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