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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2个月，瓣膜差点被“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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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崔聪

今年9月，因间断发热2
个月，小张住进了河南省胸科
医院。小张来自豫东一个县
城，2个月前，在当地大排档吃
过饭后突发高热，并伴有腹痛
腹泻症状。在当地医院检查
后，医生按照“急性胃肠炎”治
疗。但是治疗一段时间后，仍
间断发热，并出现活动时胸闷
心慌，晚上不能平躺睡觉等现
象。再次去医院复查心脏彩
超发现，小张的主动脉瓣机械
瓣上有高回声团。

原来，小张 6年前曾因

“感染性心内膜炎、二尖瓣关
闭不全、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进行了主动脉瓣和二尖瓣的
双机械瓣置换手术。

在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
外科八病区（大血管外科）内，
经过了解病史，专家考虑小张
主动脉瓣机械瓣上的高回声团
不像血栓，更应该是导致发热
的元凶——“细菌军团”。

随后，急诊进行的心脏彩
超检查印证了专家的判断。
原来，小张主动脉瓣位机械瓣
仅剩下三分之一与自体瓣环
相连，其他的均因为细菌侵蚀
而撕脱，呈游离状态，来回摆
动,一旦脱落，后果不堪设想。

紧急进行术前准备后，
我国著名心血管外科专家、

省胸科医院副院长王平凡及
该院八病区主任张力共同主
刀，为小张进行手术。

手术中，王平凡发现，除
了术前已知心脏与周围组织
粘连紧密、瓣环撕脱外，小张
左冠窦及右冠窦多发腔隙，
腔隙里有脓性分泌物，二尖
瓣瓣环上还有肉翳组织。

不过，小张是幸运的。
他遇到了省内乃至国内优秀
的心外科团队，专家们耐心
仔细地将脓性分泌物清理干
净，把侵蚀掉的主动脉壁修
补隔离，再次置换了主动脉
瓣。前天，通过术后一系列
的治疗，小张顺利恢复出院。

王平凡提醒，对于曾经
做过瓣膜置换手术的病人，

除了要知道抗凝相关的问
题，还应该特别警惕发热。

人工瓣膜置换手术是心
脏瓣膜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
之一。但人工瓣膜属于一种
异物，术后病人若患有细菌
性炎症，可能会累及人工瓣
膜，造成严重后果。

专家提醒，只要做过心脏
手术，心脏内有植入物（包括
心脏补片、人工血管、主动脉
支架等）的患者，一旦发热，应
及时到专科医院就诊，进行正
规的抗感染治疗。

年年都体检，心理体检你做了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人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定期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人不断增加。但是，大部分人从没想过要给心理做个检查。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服务与管理分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河南省中医院健康管理（体检）中心主任刘永生说，
和躯体不适相比，心理亚健康更容易被忽视，建议大家将心
理健康体检纳入体检常规项目。

16岁少年，抑郁了

16岁的小磊（化名）是名
高中生，大半年来，说话越来越
少，不跟人交流，回到家，除了
吃饭、上厕所，整天把自己关在
房间里，睡眠也不好，经常目光
呆滞、双肩下垂。

父母担心小磊心理出问
题，怕刺激孩子，又不敢直接领
他去医院心理科就诊。9 月
初，听说河南省中医院健康管
理（体检）中心有心理健康体检
项目，父母以检查睡眠不好的

原因为由，带着小磊做了体检。
在河南省中医院健康管理

（体检）中心，专职测评师运用
SCL-90量表（衡量心理痛苦程
度的指数）对小磊进行了测评。

在抑郁测评方面，标准值
为1.5，小磊的测评值高达2.5，
有抑郁倾向。随后，在医院心
理门诊，医生诊断小磊中度抑
郁，需要药物治疗。

2018年，哈尔滨医科大学
完成的一项教育部课题，在对
3300多名中学生的问卷调查
中，发现平均每四到五人就有

一人存在中等程度以上的精神
心理症状。

今年9月11日，国家卫健
委官网发布的《探索抑郁症防
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各
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
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
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
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
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心理健康体检，迫在眉睫

“在门诊就诊的患者中，很
多人不仅仅是身体生病了，伴
随着身体不适还有自己没有意
识到的心理问题。临床发现，
80%以上的疾病与心理有关。”
刘永生说，2019年4月发布的
《中国城镇居民心理健康白皮
书》显示，在全国26个省市的
110.3万城镇居民中，73.6%处
于心理亚健康状态，16.1%存

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因
此，心理健康体检，迫在眉睫。

哪些人需进行心理体检？
一是慢性压力人群，如公务员、
销售、高中学生，存在持续的压
力，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的情
绪；二是高压工作人群，如医
生、警察、教师等，长期精神高
度紧张；三是情绪劳动者，如服
务行业人员，负面情绪长期得
不到宣泄；四是慢性病患者，躯
体不适诱发负面情绪；五是新
生和新入职者，对学业、职业发
展及人际关系感到焦虑，期望
对自己的性格、心理特征、职业
倾向有所了解。

“千万不要以为心理不健
康会写在脸上，很多患有心理
健康问题的人表现得阳光开
朗、工作效率高，旁人是很难看
出他们‘有病’的。”

刘永生说，总之，不管什么
原因，如果觉得自己被某种不

良心情压抑超过2周时间，并
且这一状态还在持续，就需要
心理健康体检了。

有些人看到网上也有心理
学测验，自己测试并且试图解
读。刘永生提醒，这样做有两
个风险：一是由于缺乏专业知
识和实践经验，往往自己吓自
己，无法了解真实的身心健康
情况；二是网上的测验不一定
都是专业的量表，不是专业人
士很难分辨是否有参考价值。

在河南省中医院健康管理
（体检）中心，心理健康体检采用
国际通用的量表，由专业人员负
责实施，操作简单快捷，能够用
数据化的方式有效帮助体检者
了解自己的身心健康水平。

“为帮助更多人快捷、简便
地筛查各类身心健康问题，避免
长期处在不良健康状况之下而
不自知，建议将心理健康体检纳
入体检常规项目。”刘永生说。

头晕眼花、心慌闷气、上肢疼痛麻木

从伊犁来郑州求医 困扰8年的颈椎病症状消失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49岁的梁先生家住新疆伊犁，他不远6000里打“飞的”到
郑州求医，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接受了全可视
脊柱内镜下微创治疗，困扰8年的颈椎病症状消失了。

不远6000里求医
微创解决8年痛苦

8年前，梁先生无诱因地出
现头晕脑涨、耳鸣眼花、恶心、心
慌、闷气、肩膀酸痛、上肢酸困、
麻木。去了好多医院，也转了好
多科室，眼科、骨科、疼痛科、耳
鼻喉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看了
个遍，也没检查出毛病。

梁先生上网查询后，认定
自己就是颈椎问题，但去医院
检查，医生说颈椎问题不大，不
足以引起现在的症状，是他思
想压力太大了。

8年间，梁先生跑了好多
医院，北京、上海、重庆、成都这

些医疗技术发达的大医院没少
去，很多医生认为他是心理问
题大于身体疾病，有时梁先生
自己都怀疑自己真的是心理出
现了问题。

几乎绝望之时，他得知河南
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周红刚主任
带领的椎间盘中心是国内相关
领域著名的专家团队，立即从
6000多里外的伊犁飞来郑州。

周红刚主任组织科室会诊
后，认为梁先生是混合型颈椎
病（神经根型、交感性、椎动脉
型），并为其制订了全可视脊柱
内镜下微创治疗方案。

一切准备就绪，马海军教
授为梁先生进行微创治疗，不

到一个小时，治疗结束了，梁先
生之前的头晕眼花、耳鸣、恶
心、心慌、闷气、上肢疼痛、酸
困、麻木等症状都消失了。

“得病期间，除了身体上的
疼痛，最大的痛苦就是没人理
解。”梁先生说，8年间，跑了那
么多医院，医生和家人都理解
不了他的痛苦，“我的痛苦只有
我知道，这一刻我内心的激动
也只有我明白”。

紧盯国际前沿技术
多种脊柱微创造福病患

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
新疆、内蒙古、河北、江苏、东北
等各地患者慕名而来，都在椎
间盘中心团队的精心治疗下，
回归了健康幸福的生活轨道。

颈椎病是常见病、多发病，
困扰患者的工作和生活，部分
患者通过保守治疗可缓解症

状，还有部分患者需要传统的
融合固定手术治疗。

目前，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椎间盘中心紧盯国际脊柱
微创外科的前沿技术，不断创
新、熟练掌握多种脊柱微创技
术，在颈椎治疗方面开展的导
航下脊柱内镜前路、Delta（宽
通道）后路治疗方法，为广大颈
椎病患者解除了痛苦，一般治
疗后当天即可下床，很快即可
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经查证
Delta（宽通道）系统后路治疗
颈椎病填补了国内外空白，目
前已完成颈椎内镜微创手术院
内、院外1000余例，位居国内
前列，树立了业界丰碑。

2019年周红刚主任带领
团队参加第十四届COA国际
学术大会（上海），大会是由中
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主办的国
内骨科界最大、最重要的国际
学术年会。马海军教授被评为

国内40位骨科青年代表之一，
他在青春留言板写下：不求无
所不能，但求竭“镜”所能。马
海军做的颈椎脊柱内镜为国内
医疗界做出了巨大突破，在全
国脊柱内镜十周年回顾与展望
大会上获得青年才俊奖。

在河南省直三院郑东院区
H座13A椎间盘中心B病区脊
柱疑难病会诊中心，每周四下午
3点会有省直三院椎间盘中心专
家和国内多家医院脊柱专家，专
门针对颈椎、腰椎、胸椎等脊柱
复杂疑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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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钟解决
“天下第一痛”

号称“天下第一痛”的三叉神
经痛让安徽的张老太太备受折
磨。77岁的张老太太，10年前开
始出现右侧面部发作性疼痛，虽
然经历了多种治疗方法，但不久
后疼痛又开始发作。

上周，家人带老太太来到郑
州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征得家
属同意，由闵有会主任医师、宗庆
华副主任医师等专家成功实施微
球囊手术治疗。

手术时间不到20分钟，术后
老人右脸疼痛很快缓解。7小时
后老人能下床活动，正常吃饭。

据介绍，三叉神经痛发病率
较高，患病极为痛苦，药物控制不
佳或不能耐受药物的副作用时，
需尽早手术治疗。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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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苗静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