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心梗，全称为急性心
肌梗死，在众多心血管病中，急性
心梗最让人猝不及防且杀伤力极
强。过去主要以60岁以上的中老
年人居多，近年来，心梗发病率越
来越高并出现年轻化的趋势。6月
7日晚上21时许，年仅22岁的小王
因突发胸痛来到武进人民医院急
诊医学科就诊，急诊心电图检查提
示小王为急性下壁心肌梗死，武进
人民医院胸痛中心立即启动急诊
介入手术流程开通了小王闭塞的
右冠状动脉。

因患者刚满22周岁，心血管内
科急诊介入手术团队非常谨慎，对
患者进行了血管内超声检查，超声
显示患者右冠状动脉严重斑块负
荷导致管腔狭窄伴有明显血栓形
成。手术医生在小王的冠脉内注
入抗血小板药物并进行反复血栓
抽吸，考虑患者年龄较小，医生采
用了药物球囊扩张而非传统的支
架植入治疗方式以减少小王今后
对药物的依赖。术后患者冠脉狭
窄基本消失、胸痛症状缓解、各项
生命体征平稳，后期经过心血管内
科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护理，一
周后康复出院。

“这是医院胸痛中心成立以
来通过急诊介入手术救治的最年
轻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近年来急
性心梗的发病呈现明显的年轻化
趋势，20～40岁的急性心梗患者
已非常常见，该患者突发急性心
肌梗死主要与他的不良生活习惯
有关。”李峰主治医师表示，最近
两三年，患者基本上每天两包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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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没有引起重视，依旧保持
我行我素的态度，持续着不良的
生活方式，多种因素作用下导致
了此次的急性心肌梗死。

事实上，年轻人心梗可能比老

人更危险。由于年轻人血管斑块
更不稳定，容易脱落形成血栓，加
之经常熬夜、高脂饮食、频繁吸烟、
过度肥胖等不良因素的影响，年轻
人的心脏变得更加“不堪一击”。

本报讯 浮肿、凹凸不
平……30 厘米长的“大生
姜”竟然出现在七旬大爷手
臂上。所幸，在市一院医护
人员的精心治疗下，“不仅
修复好了我手臂上的动静
脉瘘，还医好了这5年来治
疗时的‘心病’”。

宗大爷今年 70岁，患
有尿毒症好多年了，10年前
开始进行血液透析，在手臂
上做了透析用的动静脉
瘘。“每周3次去医院打针
做血透，一开始动静脉瘘挺
好用的，四五年后，内瘘血
管就肿了起来，不仅难看还
影响治疗，每次护士打针时
我都特别恐惧，担心血管破
裂引发大出血……”宗大爷
十分苦恼。

宗大爷跑遍了常州及
周边各大医院，考虑血管破
裂风险和修复难度，大多数
医生建议直接切除动静脉
瘘。然而，内瘘一旦去除，
如何继续开展血透治疗？
棘手的问题摆在大爷面
前。在好友的建议下，大爷
赶到市一院血管外科就诊，

“医生，快看看我手臂上的
动静脉瘘，护士都不敢打
针，能不能修复？”

市一院血管外科主治
医师李丹丹了解情况后，给
出建议，“动静脉瘘已经形
成瘤体，而且体积非常大，
手术难度很高，我们会充分

评估并细致手术……”
“能手术？真的太好

了！”宗大爷激动万分，立即
办理住院手续。详细评估
患者情况，做好充分的手术
准备和应急预案，在麻醉科
和手术室团队的密切配合
下，血管外科李丹丹、黄伟
彬站上手术台。

“手术非常精细，需要
先游离出原吻合口（动脉
静脉接口）近段和远段的
动脉，以控制出血，然后细
致地游离吻合口及一长串
瘤体，期间要非常小心，以
免瘤体弄破引发大出血。
最后进行环扎缩窄，切除
部分瘤体，剖开余下的瘤
体侧面，减去部分血管壁，
再 缝 合 起 来 给 血 管‘ 瘦
身’，最后把‘瘦身’完的血
管再接起来形成一条通
路。”李丹丹说。

经过众人近 5个小时
的努力，手术顺利完成。考
虑到“瘦身”后的血管需要
恢复半个月后才能开展治
疗，医生还特意留了一段肘
部血管供过渡时使用。

半个月后，切口愈合并
顺利开展血透治疗。复查
超声，血管管径、通畅性和
血流量都很好。

李丹丹表示，动静脉内
瘘是血液透析患者的生命
线，一旦出现问题，直接会
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建议
患者及时就诊，医护团队为
血透患者的通路，提供“一
站式”服务。

本报讯 本月，市二院网上医
院经过迭代升级，“医路通”版本开
始上线试运行。

据了解，本次新增智能导诊功
能，通过对医学文献、病历、问答等
医疗大数据的深度学习，进行病状
推理。患者可以通过文字/语音描
述症状，或点击人像的相应部位，
AI便会推荐就诊科室。智能导诊

预测范围涵盖全部科室、全部常见
疾病，可以更快、更精准地指导患
者挂号就诊，节约导医成本，提升
导诊准度。

新增的日程功能中，全面覆盖
就诊流程，明确列出当前状态下所
需完成的事项，包括项目名称、执
行科室、地点等，提供“一对一”引
导式服务，解决了患者“现在要干
什么”“到哪里去”等疑惑。同时上
线预约中心，与医院的预约中心直
接对接，患者可以直接在线上自主

选择预约项目和时间，大大节省了
检查等待时间。

“医路通”全面优化界面和系
统互动，辅以行为分析、人工智能、
元数据等策略，提供主动式服务，
帮助患者决策，减少操作步骤，从
而节约患者的脑力和体力，让人机
交互行为更加自然。

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常州二
院网上医院”，或者微信公众号“常
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中点击“网上
医院”即可登录。

广告

近日，“专利偏方，40分钟叫停颈
肩腰腿痛”一文刷爆朋友圈。腰突专
利研发人王立财说:“我17岁专注于
中医，妙手偶得颈腰椎外敷方。不论
症状轻重，外敷一次超乎想象，目前已
获国家专利2008103020868。本人
以行医40余年信誉担保，绝不欺骗百
姓。敬请康复者代我宣传，谢谢！”

据悉，王立财1955年生于吉林通
化，专注中医创新40余年。擅长腰椎
间盘突出，胃肠病(另有鸡内金食疗
方)、风湿骨病、心脑顽疾，已获近10项
国家专利，成为用“煎药锅”叫板手术
刀的民间名医。他开方下药与众不
同，独家使用水蛭、土虫等血肉之品，
行破血之法研发出外敷中药包。患者

只需睡觉时外敷12小时（重症者加长
2小时），达到满意效果。很多反复发
作尝试各种方法无效者，使用专利中
药包一到三个月后，开车、跑步、爬山
均不耽误。王立财因此入选《世界名
人辞海》，被誉为中医奇人。王立财创
办的聚安堂腰突康复中心常州店寻重
症者参与康复体验，咨询电话：
89961155

王立财提示:凡身体寒凉怕冷、瘀
痹不通者，可在使用我外敷方显效后，
配合祛风除湿泡酒方，拔除寒凉控制
复发。

地址：兰陵桥北 50米（兰园对
面）世纪明珠园3号商铺聚安堂腰突
康复中心

老腰突有救了，国家专利专治老腰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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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小伙突发心梗
专家提醒：警惕身体发出的信号

在临床上，50%—80%的患者
在发病前都会发现一些病症，如胸
闷、胸痛、头晕等，多数病症出现在
发病前一两天或是更早，一旦出现
以下表现建议尽早就医：

1、近期突发心绞痛，或疼痛
时间超15分钟。出现心慌憋闷、
胸痛、乏力等先兆症状，一般多
在心梗发病前 3 到 7 天内出现，
少数甚至数周前就出现。

2、出现胸痛、牙痛、背痛、上腹
疼痛等，同时有出汗、乏力、胸闷。
每次会有3到10分钟的疼痛情况。

3、胃疼。肥胖、高血压、高血
脂、高血糖且平时没有上腹部不
适的患者，若有胃疼要高度警惕。

4、冠心病、心绞痛或急性心
梗有时表现为胃部有烧灼感。

5、焦虑失眠。半夜突然毫

无征兆失眠、惊醒或毫无缘由的
焦虑，可能是心梗的信号，这是
由于心脏供氧不足的原因。

6、心跳加剧。无诱因前提
下，无缘无故地心跳加速，持续
在1分钟到10分钟之间。常在体
力活动、情绪激动或过度饱餐后
出现，应警惕可能是身体发出的
心梗指示。

7、以往身体健康，但突然出
现憋闷、乏力、运动时心慌气短
等，并且进行性加重，这有可能
也是心肌梗死的前兆。

医生建议，当不良症状持续
半小时没有缓解，就要加以重
视，最好立即呼叫 120 送至医院
胸痛中心就诊。除此之外，应该
摒弃不良的生活方式，降低心梗
发生的风险。

■汤怡晨 武医宣

心梗前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

市二院“医路通”本月上线试运行
新增智能导诊、预约中心、就诊日程等功能，为患者就诊“加速”
■李青 孙镇江

七旬大爷手臂惊现
30厘米“大生姜”
市一院医生巧妙“血管瘦身”

■陈荣春 刘华联

灵芝在传统中医领域的应用已有千年，具
有极佳的扶正固本、免疫强化作用。而作为灵芝
的种子——灵芝孢子，凝聚了灵芝全部精华，在
扶正固本等方面，效用高于灵芝子实体，成为中
药“扶正”之王。

安徽大别山腹地金寨农神公司作为灵芝
孢子粉源头种植基地，精选20年树龄椴木，仿
野生种植直立栽培。每块种植地耕种一年后，
要修养两年，才能重新种植灵芝，以确保土壤完
全满足灵芝的生长要求。基地联合常州益生
良行为常州市民提供优质破壁灵芝孢子粉，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质量有保
障！本品破壁率高、多糖及三萜含量高效果
好！作为灵芝孢子粉核心成分三萜含量高达
每100克内含2500毫克！活动期间购买原价

5280元，现在仅需1380元（每天3克，一年服
用量）。适用人群：1、体弱多病者，大病初愈者；
2、思虑过度，心神失养,夜睡不佳，体力及记忆
力减退的人群；3、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肝
炎、老年病等慢性疾病患者的辅助调理。

云南文山种植基地直接发货常州！精品
文山春三七（20、30、40头）买一斤送一斤，最低
仅售99元/斤起，现场免费加工超细粉。另有
西洋参198元/斤起、铁皮石斛450元/斤起。

各种滋补品全部产地直供价，10年老
店值得信赖，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活动时间：2022年7月6日至10日
订购电话：88997355（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地址：兰陵桥北50米世纪明珠园7号商

铺益生良行

孢子粉文山三七西洋参直销会开始啦!
大别山破壁灵芝孢子粉一年仅需13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