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河南商报
!"#" ! $ " % # $%&

!" '() ! #$ *+ ! #%&$ ,- ! '( ./0

!"#

中国

$%&'()*+,-.

/0123456789 :

;<=>?@.A;B<9C

/DEFGHIJK !LM

NOPQR/STUV

!"#$%&'()

WX"#$%&'()*()++( YZ[&$,)$-*&,--

)*+,- ./,012 3456

!"7#$% 89:;<=>?@A?BC

D4EFG HIJKLM&NOPQR

STUVW XYZ[\]^_W

`a$bcdefghTRiCTj$k

lm

&+-&&),),((

nop^qrMs

!"#$ %&'(

!"#$%&'!""#$%%#&'""

()*+,((()*++,-)+./

!!!!!!"#$% "#$ &'()*#+

,(-.#/0(123456#7

,892:;#<==>?@A

)*

!

+,-./0 !"# 1234

\][.../0123456/789:::WX[&+&$%&,&%))::)$%&''()*,,-$(

^][_`abcdefgdhijkl ,)) m

"BC*DEF %& G

nopqrstuv

"HIJKLMNOPQ

*+,-./0123401

OwxNyz{8|

-./0123456789:;<=>?123@ABC7D-EF?

1G7H-12?<I7@ABCJKL

%M N123OPQ12RSTUVWX? %""" YU<IZ[\]^_

`abcd@ABe\fghijk

'Mlm[nm[bopqrYjk

&M& stu 012 v@Aw2 stu 0 v@Abcd@ABe\fghijk

!M^x`y & z7?{||}~������k ^x`� 2 z?�� &'

�����q�k

2�ST�? '" �����k

tuvw '!! 8NxyGz{vw ($! 8NxyG|}vw )$! 8NxyG

~�� ')!%% 8NvW �Zd�����2�Zd��2�Zd��2

�\gh-����}����P�� $ �� ' @8 ' �

}~WX[)$%&''()$&+(++. )$%&''()$-+*;-

56789:;<=>

!"#$% &'()%*

+,-./0% 123

!"#$"" 456789 :;<

=>?@AB9 7CDE%

FGHIJ

56789:

WX[&+*$%&-)&$*

!

�������2�6��2

PQ� 2¡¢£2¤¥K2¦r

~2§¨©2'%%*ª«2¬®¯

°±�²M2³´µ¶·¸��¹

+%,ºP2»¼½¾2¿cª« -

;)<= ;)<=

)$%&'(--*+&*-<&$&)$-,)**&

!"#$ %&'()

.... ÀÁÂ^rÃÄ / HIªÅÆ

'00$ ÇG ÈÉÊËÁÌÍ+,�-./,

0ÎÏ123456 0%/(!%82*ÐTBC

D4^q2HIÑÒJKLM2PQRST

ÈÓÔÕG `a$bcdefghTÖ×T

j$km #+!%#%$1!0$n�ØÙ�T^qr

MÚÛJKjÜs

!"#$% !!!"#$%&&"$'())

x�$�����[;))'(),'((+(

���[&$)&++;,$)*:

���[&$%-$+-,((*:

KLMNOPQRS56

!"" 4TUVWMNXY%*

,Z-./0% 2378[

\%]^_`abcde9

>?@8A9:

* +

xN���[,/-=;79::����[�����

!"#$%&'!�����

����_`a��pq/STU�4��

����[ ($,--&-):($,--++$

>>>

���� ��3LM|¡\[?@@5"AA.../4?6BCD./789

什么样的人需要更换心脏! 更换心脏后"人又
能够活多久! 蒋英硕告诉记者"严重的先天性心脏
病不能根治的#冠心病无法进行放置支架#搭桥手
术的"一些晚期的心脏瓣膜病病人是可以进行心脏
移植手术的$从统计数据来看"心脏移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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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存
活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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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心脏移植的病人"终生都
需服用抗排异药物$

媒体曾经报道过一些% 换心人&的个例"在做完
换心手术之后"有的患者变得不像自己了' 有人口
味发生了变化#脾气发生了变化"甚至还有人换了
一颗心脏之后"人也变得浪漫了' 心脏是否有记忆

功能! 换完心脏后"患者是否有慢慢变成另外一个
人的可能! 记者了解到"这还是医学上的一个未解
之谜"医生们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有医生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心脏向全身输送血
液" 将一些干细胞输送到大脑中影响记忆所致"也
有人提出了心理暗示的解释'

蒋英硕说"出现% 变了个人 &的情况应该是个
例"之前在南京市第一医院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患
者"从随访来看变化也不明显'% 如果是家人觉得患
者个性发生了变化"也可能是因为服用抗排异激素
类药物过多后"对情绪产生了影响的缘故'&蒋英硕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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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南京市政府证实共收治
".

名与食用小
龙虾相关横纹溶解综合征患者" 具体致病因素尚不
清楚'日前"南京市民食用小龙虾致% 横纹肌溶解症&

事件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

-

月
+

日"南京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透
露"截止到

-

月
+

日上午
$/

(

**

"南京全市收治与食用
小龙虾相关横纹溶解综合征的患者共有

".

人 "经

过初步流行病调查"

".

人的就餐地点高度分散"其
中

$&

名患者分布在
%

个家庭"为
%

个就餐点就餐"另
外有

%

人分别在
0

个餐馆食用了小龙虾'

/.

名患者
均有全身肌肉酸痛症状"并伴有肌酸激酶#肌红蛋
白明显增高' 临床诊断为横纹溶解综合征" 经治
疗"已有

//

人治愈出院"还有
$

人仍然住院治疗"目
前情况稳定'

此前" 中国疾控中心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与
会专家认为"经综合分析 "认为与国际少有报道的
1!22

病基本一致" 但具体的原因仍然需要进一步
分析'

据介绍"迄今报道的
1!22

病多为食用水产品在
/0

小时之内出现的症状" 应该是不明原因的横纹溶
解综合征"临床表现为肌肉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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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吃小龙虾后肌肉溶解
南京官方昨日证实上述消息"但具体致病因素仍不清楚

+)岁的身体"/&岁的心脏

换心后"他还是他吗
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胸外科有个

特殊的病房"病房门口挂着% 心脏移
植病房&的牌子'病房里现在住着的
是来自溧水的雷开云老人" 老爷子
刚刚创了个纪录)))今年

+)

周岁
的他一个月前换心成功" 成了江苏
省年纪最大的% 换心人&"并且位列
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的

+0

岁与上
海的

+.

岁'

记者
4

日在病房里见到他时 "

老爷子脸色不错"在病房里散着步'

% 他四年前得了心脏病"装了起
搏器"但效果不明显' &雷老散完步"

想在床上躺一躺" 老伴赶紧递上了
一个靠枕"并告诉记者"雷老是溧水
钢铁厂的退休职工" 自从患上心脏
病"一家人成了医院的常客'% 今年
情况更严重了"经常喘气"睡觉也睡
不着"吃饭也吃不下"大部分时间都
躺在病床上' &在她的印象中"接了
多少张病危通知书已经记不清了"

家里人连寿衣都备好了'

% 最后是几个儿女轮番给他做
思想工作' 儿子说"不管多大年纪"

他都是一家之主'要是他走了"一家
人心理上都没了依靠'

$&

万虽然多"

但几家凑凑还能凑出来'

$&

万换一
家人能多在一起一点时间"也值' &

老伴说" 是儿女的支持让老爷子最
终下定了决心'

+

月份"雷老住进了南京市第一
医院"等待换心的过程走得非常顺"

一个星期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再有
一个星期的等待" 心脏的供体就找
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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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入院时心脏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 因为
扩张性心肌病" 患者的心脏已经有常人的两个大
小' &该院心胸外科主治医生蒋英硕告诉记者"不过
万幸的是"患者肾脏等其他器官情况还不错"否则
患者根本无法承受换心手术'

%

月
0

日"雷老躺上手术台' 从已经脑死亡的供
体身上摘下的心脏"在低温外加心肌保存液的环境
下"经过半个小时送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 医生将
雷老原本的心脏连同起搏器一起摘除后"安上了新
的心脏' 吻合血管#% 重启&血液循环"雷老的心脏重

新跳动起来"开始还比较微弱"之后越来越有力'

% 进行换心手术"最重要的是争分夺秒' 心脏从
供体摘下后"必须在五六个小时之内移植完毕' &蒋
英硕告诉记者"给雷老% 安上&新心脏的手术花费了
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而整台手术花费了不到四个
半小时' 据了解"雷老这台换心手术心脏供体还不
到
/&

岁" 如果手术后没有严重排异反应等情况"这
颗
/&

岁的心脏可像以前那样跳动'

雷老的手术非常成功"在
567

"撤下呼吸机后
.

天"雷老就可以下床走动"最近即可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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