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27日，在省胸科医院心内科病房内，66岁的张先生临出院前，向医

生深深地鞠了三躬，“如果不是你们，我或许已经没命了。”

像这样的感谢，时常发生，有时是一封感谢信，有时是一幅书法作品，有时是

一面锦旗，有时是一个深深的鞠躬或者拥抱。他们都曾经是被重病困住的病人。

“病人以性命相托，我们必当全力以赴。”我国著名心血管内科专家、省胸

科医院院长袁义强说，牢记着这个职责和使命，近几年，省胸科医院在积极

引进新技术的同时，也在孜孜不倦地进行技术创新和改良。

医疗技术创新不仅是医院实现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更是与时

俱进维护人民健康的社会责任。仅仅最近两年，省胸科医院的心

血管内科和外科就实现了 11项“0-1”的技术突破，成为

河南医疗界科技创新的一颗耀眼明珠，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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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袁义强
带领团队率先实施了河南
首例（临床实验阶段）经导
管二尖瓣钳夹术。

▲

▲疫情期间，河南省胸
科医院党委书记潘晔、院长
袁义强参加医院疫情防控
联席会。

□李晓敏 李红 徐紫渝

●● ●● ●●

跑赢病跑赢病魔的魔的““创新加速度创新加速度””
——河南省胸科医院全方位创新纪实

这是医院普通的一天。
郑州市纬五路1号河南省胸科医院内，急

救车闪烁着警灯进出，大厅内外，医生、病人、
家属脚步匆匆。

这是一家以治疗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
病为主的三级甲等医院，拥有五大重点专科：
心血管外科、心血管内科、胸外科、呼吸科和
结核科。

58岁的陕西汉中人杨先生是“空降”到河南
省胸科医院的，之前从没来过河南的他，这次因
为一场紧急抢救，让他对这里的一切充满感恩。

杨先生常年在扬州打工，3月中旬，突发
脑梗的他在病情平稳后，想回老家汉中修养，
结果在高铁抵达河南省境内时，心脏突然骤
停，从洛阳下站后紧急送到当地医院救治，医
院一查：主动脉夹层，这是一个死亡率极高的
急病，手术需要极高的技术。

没有任何耽搁，当地医院立即向主动脉
夹层手术经验丰富的省胸科医院求助。很
快，省胸科医院派出免费转运车队，将杨先生
拉回，并迅速实施手术。

“没想到我还能活下来，是河南医生给了
我第二次生命，这辈子不会忘了河南。”临出
院时，杨先生拉着主管医生的手久久不放。

同怀感恩的还有张先生。4月 26日，在
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九病区，张先生正和
家人收拾东西，“我心跳现在每分钟 70下左
右，胸也不闷了，呼吸也顺畅了。”张先生开心
地说着自己的“新感受”。

2 年前，张先生在一次体检中发现有房
颤，治疗后，症状仍反复发作。1周前，心跳加
速、呼吸急促、胸闷等不适症状加重，在别人
推荐下入住到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治疗。

经多次会诊，专家最终为他实行了一站
式“房颤射频消融术+左心耳封堵术”。

在省胸科医院各个病区内，这样的故事还
有很多。有不少是不远千里，跨省来求援的患者。

于患者来讲，求医是一场救命之旅。于
医院来讲，万千病人的康复则是医者责任与
生命托付交织的使命担当。

数据显示，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有9个
病区和一个 CCU，去年完成 PCI 手术 4036
台，导管消融 1145台，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
101台，手术量河南第一，国内前列。心血管
外科有 10个病区外加两个术后重症监护室，
去年完成手术 3145台，其中，主动脉夹层手
术就有1080例，手术量在全国第一梯队。

“没想到我还能活下来，是河

南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陕西患者杨先生

这是一份份来自患者沉甸甸的信任，医
院当全力以赴。

“只要能救活病人，我们都要不遗余力去
学习、去尝试。”每次开晨会，袁义强都会提醒
医生们。

他是这么叮嘱医生的，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作为河南省胸科医院院长，每次采访袁

义强，常常是在三个地方见到他，要么是手术
室，要么是门诊，要么是病房。

“医生是我的终身职业，院长只是我的一
个临时身份。”他说。

从本质上讲，袁义强始终是一名医者、专
家，一位典型的专家型院长。他不畏风险，不
断挑战技术之巅，创新开展经导管二尖瓣钳
夹缘对缘修复术、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左心
耳封堵等三大技术，成为目前国内少数同时
具有独立开展左心耳封堵术、TAVR技术和
二尖瓣钳夹术能力的专家之一。

20多年来，他开展介入手术 1万余例，率
先在省内独立开展房颤射频消融术，治疗患
者2000余例。2018年 12月，他被授予“左心
耳封堵术”全球带教专家。

于他而言，人生亦是如此，一个人最顺利
的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他不屑于追求
平淡无奇的生命体验。某种意义上讲，他是
一个冒险主义者。

他崇敬开国大将粟裕，视其为榜样。粟
裕将军戎马一生，在长期四方无援的艰苦条
件下，敢于打险仗、难仗甚至“神仙仗”。

医学和军事有相通之处，袁义强在粟裕
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作为医生，他敢于
接手病情严重、风险很大的患者。如果患者
在其他医院遭过拒绝，他更会产生浓厚兴趣，
竭尽所能把患者治好。

他时常提醒青年医生：做不做一台手术，
首先不是看风险的大小，而是看有无手术指

征。风险再大，只要有手术指征，患者同意，
就坚决做，因为风险越大的患者做了手术获
益也越大。一个医生如果一味回避硬仗，技
术就难以提高。一家医院不用疑难病例锤炼
自己，患者的认可也将难以建立。

常常有人“提醒”他，作为院长，做高风险
的事会不会影响“仕途”。袁义强总会很正式
地回答对方，第一，做高风险的事都会做好充
分准备，尽量把风险降低；第二，医生看到高危
患者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有没有机会挽救生命，
而不是万一出了问题，对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

“或许粟裕将军也会这样考虑，只管做好
打仗的准备，而不去考虑战争背后个人的利
害得失。这让我钦佩。”袁义强表示，敢于冒
险，一定是心中有数。

医院病种 CMI值代表着病例组合指数，
能够反映治疗病例的技术难度水平。河南省
胸科医院的CMI值连续三年全省领先。袁义
强说，这是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CMI值越高说明疾病越复杂，像未来的
医保支付，这个指数越高的话医保支付比例
越高，它代表着疾病的复杂程度。胸科医院
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是心肺专科医
院，治的主要是疑难重症。”

2021年，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专
业获批成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心外科、胸外
科、结核科、呼吸科及医学检验科也顺利通过
省卫健委组织的重点学科验收。

“只要能救活病人，我们都要

不遗余力去学习、去尝试。”

——我国著名心内科专家、河南

省胸科医院院长袁义强

“医学创新要让患者真正获益，

就要解决临床上的实际问题。”

——河南省胸科医院党委书记潘晔

2020年 7月，我省首例成人（高龄）无导线
起搏器植入术在省胸科医院成功实施。

2020年 10月，我省首例兼容3T核磁共振
双腔起搏器植入术在省胸科医院成功实施。

2021年 2月，国内首例一站式经导管主动
脉瓣狭窄置换+左心耳封堵术完成。

2021年 6月，河南首例（临床实验阶段）经
导管二尖瓣钳夹术实施。

2021年 6月，华中地区首例经导管二尖瓣
“瓣中瓣”置换术在省胸科医院完成。

2021年11月，河南首例3.0T MRI兼容植入
式心脏再同步化心律转复除颤器（CRTD）植入，不仅
解决了患者的心衰问题，也打破了以往心衰患者植

入CRTD后，无法安全接受核磁共振检查的历史。
2022年 4月，河南首例独立完成经导管二

尖瓣钳夹缘对缘修复术（上市阶段）。
……

“医学创新要让患者真正获益，就要解决
临床上的实际问题。”河南省胸科医院党委书
记潘晔说，秉承着“千方百计对患者好”的理
念，最近几年，省胸科医院的专家们紧盯学科
最前沿技术，大踏步迈进。数字显示，仅仅最
近两年，该院心内和心外两个学科就创下省内
（或华中地区）11个首例，这些技术都是基于患
者的临床需求。

以经导管二尖瓣“瓣中瓣”置换术为例。
目前临床使用的人工瓣膜有生物瓣膜和

机械瓣膜。生物瓣有多种优势，但使用寿命在
10-15年之间，多数患者需要二次手术。2000
年以后，生物瓣膜置换手术开始增多，按此推
算，目前“二次换瓣”逐渐进入高峰期，这类患

者通常在75岁以上，给医生带来了新的挑战。
71岁的刘阿姨就遭遇了这个问题，在二尖

瓣置换术10年后，胸闷、胸痛、气喘等不适又卷
土重来。心脏彩超显示，生物瓣膜撕裂导致二
尖瓣重度返流，必须尽快手术，否则会导致严
重的心力衰竭。但因刘阿姨高龄、体弱，如做
开胸手术重换瓣膜，不仅操作复杂，还要克服
瘢痕粘连等问题，出血多，耗时长，手术风险极
高，但仅依靠药物保守治疗，又无法挽救患者
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袁义强带领专家讨论后一
致认为，运用目前国际上心内科最前沿技术，
即二尖瓣生物瓣衰败置换术最为合适。一切
准备就绪后，2021年 6月，袁义强带领团队成
功实施了华中地区首例经导管二尖瓣“瓣中
瓣”置换术。而这个手术的引进和开展，为年
老体弱、高危的生物瓣衰败患者提供了安全系
数大大增加的新的治疗选择。

“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为了

患者不断创新的实干精神，在医院

薪火相传。”

——我国著名心血管外科专家、省

胸科医院心血管外科学术带头人王平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省胸科医院内，
每一个科室，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坚决站在学
科前沿的强烈责任心。

“80后”黄琼是省胸科医院心内七病区副
主任，虽然是一名年轻医生，但多次参与疑难
重症手术并积极改良手术方式。

“我们面对的是鲜活的生命，推己及人，不
能辜负患者对我们的信任。”“你，实际上是病
人命运的主宰者，这是医生必须永远学习，学
无止境的根本原因。”……

在省胸科医院内，每一位医生都用这种理

念鞭策自己，而这也让该院心血管内科和心血
管外科迈入我国心血管领域的第一方阵。

我国著名心血管外科专家、河南省胸科医
院心血管外科的学术带头人王平凡说：“孜孜不
倦的学习态度和为了患者不断创新的实干精
神，在医院薪火相传，才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心血管二病区主任医师徐宏耀曾说：“国
家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我们也有技术自
信、人文自信。”

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创新精神的引领。无
论是先进的诊疗技术，还是在医院管理、学科
建设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创新都有力推动了
医疗水平的提升和患者就医体验。

2020年 1月 2日，在袁义强的建议下，河南
省胸科医院发展史上的行政职能科室晨会制
度正式建立。

在行政晨会上，各职能科室前一天发现的
临床一线、行管后勤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会被一
一提出，涉及部门给予应答，当时可以解决的，

立即解决，不能解决的限时解决。
以晨会为切入点，河南省胸科医院还推出

了一系列新政，真抓实干、务实高效的风潮逐
渐形成，医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为保证急危重症患者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省胸科医院决定，来院就诊患者一律免挂号费，
至今已经实施两年多，得到众多患者好评；成立
长途专业转运队伍，免费接诊来自社区及省内
各地的重症患者，两年多以来，已免费转运5146
人；全免费救助困难家庭先心病患儿，2004年至
今医院共救助先心病患者9600多人，由省内延
伸至新疆、贵州、西藏等边远地区。

2022年 1月 1日，河南省胸科医院全面接
管河南省直属机关第一门诊部和第二门诊
部。自此，省胸科医院的发展形成了一院三区
的发展格局。

“未来我们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改造以及
设备购置，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及引进力度，来
促进胸科医院发展。”袁义强说。

“不拒收一名患者，不放弃一个

生命。”

——疫情期间河南省胸科医院

坚守的信条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打乱了包括医院在
内的社会各个方面。

作为一家以治疗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
病为主的三级甲等医院，它必然会成为疫情防
控的重要战场，如何“答好”疫情防控和医疗救
治这道难题？

省胸科医院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疫情来临时，省胸科医院主动作为，建立

起规范的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同时，预检分

诊、隔离观察、无死角消杀、应急预案等机制和
流程迅速建立起来，把好院内每一个关口。

为做实患者筛查甄别工作，医院成立了由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结核内科、危重症监护
病房、影像科、疾控科、感控科等多学科组成的
新冠肺炎鉴别专家组，实行 24小时不间断会
诊。凡是需要急诊住院的患者，都会事先通过
微信传送详细病史资料、流行病学调查以及肺
部影像片，专家们据此提前作出判断。

“我们就是通过创造各种条件尽量收治每
一位患者，同时又保证不发生院内感染事件。”
袁义强说。

疫情严峻时期，患者就医不太方便，可是很多
急危重症却不能有任何耽误，以主动脉夹层为例，
48小时死亡率达到50%，72小时死亡率高达70%。

“不拒收一名患者，不放弃一个生命”成为疫

情期间河南省胸科医院的行动指南。最终，在
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1~2月，河南省胸科医院完
成了130例主动脉夹层救治，这在全国绝无仅有。

“很多看似风险极大的事，只要给予足够
重视，做足准备，反而不会出问题。经常出问
题的往往是那些不受重视、看似容易的事。”袁
义强说。

疫情是一场危机，也是一次淬炼。连续两
年多的抗疫，河南省胸科医院以全新的面貌展
现在行业和患者面前，不但彰显了公立医院的
责任和担当，还吹响了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号角。

4月 27日凌晨，一辆急救车呼啸着开进省
胸科医院，这是一位从外地紧急转运来的重症
病人，又一场融合了多项创新技术的手术即将
实施，为了患者的生命重托，省胸科医院的白
衣天使们，再次信心满满地走向手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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