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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首例，经导管主动脉瓣狭窄置换+左心耳封堵术

一站式微创解决心脏俩难题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卢甲 胡振振

3月 2日，河南省胸科
医院院长袁义强收到了一
个感谢电话，电话是陈先生
打来的，感谢的原因是省胸
科医院救了他的母亲。

陈先生的母亲78岁，最
近2年，她常常感到心慌、胸
闷，而且逐渐在加重，即便
是轻微活动也会受到限
制。2020年这一年内，老人
反复发生了三次脑梗塞。
最近一次脑梗是在 1月中
旬，虽然抢救回了性命，但
是却遗留有肢体运动障碍，
同时夜间平卧时呼吸困难。

为了寻找更好的办法
给母亲治疗，陈先生慕名找

到了河南省胸科医院。
入院后进一步检查后，

该院心内一科主任范卫东发
现，患者主动脉瓣膜重度狭
窄并重度关闭不全，双心房
巨大，持续房颤，反复脑梗。
老人需要两个手术——主动
脉瓣狭窄置换(TAVR)+左
心耳封堵术(LAAC)。

但是，此时的难题是，老
人年事已高，且伴有脑梗肢
体功能障碍；瓣口面积过小，
功能性主动脉瓣二叶化畸
形；主动脉钙化严重，腹主动
脉和主动脉弓部严重迂曲等
等。但是，老人心脏衰竭，没
有时间等待择期手术。

随后，经过多方会诊，2
月8日上午7点，老人被推进
了河南省胸科医院导管室，
袁义强带领心血管内一科范
卫东主任团队、心血管外一
科张瑞成团队、麻醉科孟宪
慧主任团队、影像科李玉珍、
杨瑞主任团队为老人进行经
导管主动脉瓣狭窄置换
(TAVR) +左心耳封堵术
(LAAC)。2个小时后，手术
顺利结束。术后5小时拔管，
安全返回病房。第二天，袁义
强专程来到病房看望老人，老
人高兴地告诉在场所有人，

“我心里已经好受多了。”
据悉，这例手术是我省

首例一站式经导管主动脉
瓣狭窄置换(TAVR)+左心
耳封堵术(LAAC)。

左心耳封堵术是目前
国际上预防非瓣膜性房颤
患者发生脑梗塞的有效方
案。能够从源头上降低房

颤患者的中风风险，在全球
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而
且是一个微创操作。据了
解，在袁义强带领下，河南
省 胸 科 医 院 常 规 开 展
TAVR 手术，自 2020 年 4
月 至 今 ，该 院 独 立 开 展
TAVR60例。

袁义强说，TAVR是治
疗高龄主动脉瓣狭窄的最佳
选择，心内科前沿技术之
一。这例一站式手术在省内
首例，国内也属少见。60例
患者中包括各种复杂病例及
首创病例，例如颈动脉入路、
合并心肌梗塞病例、合并主
动脉夹层病例、多瓣膜联合
病变及合并脑梗病例等。

腰腿疼痛、麻木、走不了路，老人慕名千里来郑寻医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腰腿痛麻路难行
跨省求医解难题

5年前，家住贵州山区的
王阿姨总是感觉做完家务后就
出现腰部疼痛、酸困，伴双下肢
麻木，想着是累的，就没当回事
儿。

然而，近1年来，王阿姨双
下肢疼痛伴麻木持续性加重，
双膝疼痛，原来能走100米的
路现在只能走两三步就得蹲下
来休息一会儿，两个小腿一走
路就肿胀。

在当地医院检查后，说是
腰椎管狭窄症、膝骨性关节
炎。理疗、针灸、熏蒸、膏药等
各种方法都试了，症状却越来
越严重了。

在当地以及省外如北京、

上海、广州、浙江等好多家医院
也都去看过，医生说王阿姨腰
椎椎管狭窄厉害，椎间隙变窄，
都建议进行全麻开放内固定手
术，王阿姨一听要手术，还要在
腰上打钉棒就吓得回家继续忍
受疼痛了。

由于疫情原因，王阿姨的
干儿子已经好久没去探望她
了，趁着今年春节来到王阿姨
家里，看到王阿姨现在的情况
就说，“我要是早知道就不会让
你走这么多弯路，也不用长期
忍受痛苦了，现在赶紧去河南，
之前我腰疼就是在那儿做的微
创手术，后来还让岳母也去那
里做了微创手术，现在都好几
年了依然好好的，并且微创也
很安全，我有周主任的微信，我
看现在好多内蒙古、新疆、湖南

甚至还有北京、上海、广州的病
人都去那看好的。”

于是，刚过完年王阿姨的
儿子就带她坐大巴、转飞机，几
经周折来到河南郑州。

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中心病房里，果真如王
阿姨干儿子所说，好多省外病
人慕名来做微创，刚过完年就
有河北、安徽、黑龙江、四川、陕
西、江西的颈椎、腰椎、胸椎患
者来这住院治疗。

周红刚主任和团队对王阿
姨进行了详细检查，并组织科
内会诊为王阿姨进行了腰椎微
创通道治疗。两天后，王阿姨
就和家人高高兴兴地回贵州
了。

脊柱内镜微创技术
中老年病患福音

“腰椎管狭窄症常见于中
老年人，是腰腿疼痛、麻木和下
肢行走无力走不远的常见原

因。”周红刚主任说，随着时间
推移，大多数腰椎管狭窄症患
者的症状会逐渐加重，而像王
阿姨这样的患者，椎间盘中心
已经接诊过很多，“他们通常椎
管狭窄比较厉害，年龄偏大，身
体条件较差，往往伴有高血压、
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等，经常
因为腰腿疼痛辗转于多家医
院。”

然而，很多医院主要开展
传统的全麻手术，近年来脊柱
内镜微创技术迅猛发展，全国
大大小小的医院都在开展脊柱
内镜微创技术，但大部分医院
只开展了脊柱内镜单纯椎间盘
摘除这样简单的微创治疗，单
凭简单的脊柱内镜微创技术解
决不了复杂的疑难脊柱疾病，
更不能减轻患者的痛苦。河南
省直三院脊柱内镜微创技术已
由原来的内镜下椎间盘突出髓
核摘除术发展到对老年退变型
腰椎管狭窄、颈椎病、胸椎管狭
窄、颈胸腰椎术后翻修等复杂

疾病的内镜下微创治疗。周红
刚主任说，“目前，大部分患者
在同样甚至优于开放手术治疗
的效果下能够得到更加微创的
治疗，并减少了痛苦、缩短了住
院时间，大大降低了治疗费
用。”

脊柱疑难病公益联合会诊
中心（有该中心和国内多家医
院脊柱专家每周四下午2:30，
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郑东
院区H座13A楼椎间盘中心
B病区），专门针对颈椎、腰椎、
胸椎等脊柱复杂疑难病例、保
守治疗效果不好、术后效果不
好、术后复发等相关病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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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主任，太感谢你们了，是你们让我又过上了正常
的生活。”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病房里，
65岁的王阿姨拉着周主任的手感激地说。

3月，这家医院
为女性免费体检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慢性妇科疾病、乳腺结节……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的
女性被妇科疾病缠绕。为了给更
多女性关爱，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
际，河南省胸科医院体检中心推出

“女性免费体检”及健康讲座活动，
全方位呵护女性健康，为女同胞献
上一份节日的祝福和春日的温暖。

省胸科医院体检中心负责人
蔡海羽介绍，免费体检项目共计
300元，包括：妇科检查；电子阴道
镜检查（赠送镜下图片）；乳腺科专
家触诊视诊乳腺检查；乳腺及引流
区淋巴结彩超；子宫及附件彩超。
免费时间为3月1日至31日。

此外，该院妇科与乳腺科专家
于3月8日当天下午为现场的女性
朋友进行健康讲座，讲座内容涉及
宫颈癌、子宫肌瘤的预防及检查，
乳腺增生和乳腺癌的预防和自查。

需要提醒的是，体检需至少提
前一天电话预约，体检当日需携带
身份证到体检中心前台登记。做
膀胱、子宫附件彩超检查前，需憋
尿。同时，妇科检查需避开月经
期，月经结束至少3天后方可进行
检查。体检前48-72小时避免阴
道冲洗、上药，检前24小时避免性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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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化名）今年 31
岁，自产后体重暴增，身高
165cm左右，体重高达140
公斤有余，尝试各种减肥
药、瘦身餐无果，后经人介
绍来到二七区张仲景国医
馆河医立交桥中医门诊部
找刘现军主任，寻求中医配
合针灸调理减肥。

刘主任对李女士的身
体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刻
诊见：平素口干，多汗，便
秘，月经量少，打鼾，舌质

暗，舌体胖大，脉右弦。经
辨证论治后，告知李女士，
她属于痰湿内盛型肥胖，
可内服汤药加针灸埋线治
疗。

刘主任遂开处方黑附
子、茯苓、炮姜等多味药
材，10 剂，颗粒剂，日一
剂，分早晚两次温水冲服，
配合腹部穴位埋线 1 次，
15-20天1次，并嘱晚饭适
量节食配合运动，注意跑
步时膝关节不能绷直，以免

损伤半月板。
之后，李女士坚持服用

汤药，并配合穴位埋线及适
量节食、运动，坚持半年有
余后，体重恢复至120斤。

刘主任指出：中医认为
肥胖多有寒湿，人体阳气
虚，脂肪增生则为人体的自
我保护反应，像天冷时人们
需要盖较厚的被子取暖一
个道理，故男人的啤酒肚，
女子腹部赘肉多为下焦虚
寒所致，单纯地选择节食、

运动、药物减肥等方法快速
减重后，容易发生体重反
弹，其原因就是把人体脂肪
增生的原因消除，其在临床
上治疗肥胖症时，秉承的是
安全、平稳的健康减肥理
念，通过温下焦寒，健脾燥
湿排湿气，脾阳得振则水湿
自运化得当，阳气升脂肪自
消。再配合中医特色穴位
埋线减肥，在调理人体经脉
的同时，让人体的体重自我
调节。

越减越肥，或因体内寒湿所致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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