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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三根手指轻轻放在来诊患者的脉

搏上，微闭双眼，全神贯注，几分钟过后，

便可告知患者病因，并给予相应的诊疗方

案。这是郑州市中医院脾胃肝病一科主

任王昊为患者把脉诊断时的场景。像这

样的工作日常，王昊已经坚持了几十年，

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不远万里

慕名而来。

自1988年到郑州市中医院就职，王

昊至今已有33年医龄。他现为郑州市中

医院脾胃肝病一科主任、主任中医师、中

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常务委员、河南

省高级继承型中医人才、郑州市卫健委

21世纪人才、郑州市高端人才。王昊曾

获河南省中医基础竞赛一等奖，是郑州市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南省中医脾胃

病、肝病委员会常务委员。他结合中西医

疗法，擅长胃食管反流性疾病、慢性胃炎、

消化性溃疡等病症。

工作期间，王昊刻苦钻研，兢兢业

业。他充分利用医院所提供的科研平

台，积极探索创新。他所创作的《愈胃灵

合剂对慢性萎缩性胃炎大鼠SS、Bax、

Be1-2含量的影响》已结题，并荣获中管

局科技成果三等奖，《溃结方联合柳氮磺

吡啶对溃结方结肠炎的临床研究》荣获

中管局科技成果一等奖，《中西医结合治

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研究》荣获河

南省中医药科学技术成果奖二等奖，《健

脾补督汤联合循督火龙灸治疗缓解期溃

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研究》在研，《健脾舒

肝养血方治疗肝郁脾虚型慢性疲劳综合

征的临床研究》在研。这些课题不仅是

临床创新技术的见证，更是对科技品牌

的打造和完善。

王昊始终将人民健康放在第一位，用

最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能还患者一个

健康的身体，这比什么荣誉都更加闪耀。”

王昊说。回顾自己在中医院工作的33年

光阴，最让王昊印象深刻的还数刚参加工

作时遇见的一位患有胆管蛔虫病的病

人。若治疗措施跟不上，晚期病人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脱水和酸中毒现象，严重者甚

至会有生命危险。发作时，这位病人疼痛

难忍，大喊大叫，多种缓解疼痛的除虫药

均无济于事。凭借多年经验，王昊决定挑

战传统，以针灸的方式来治疗胆管蛔虫

病。出乎意料的是，这种治疗方式立竿见

影，疼痛现象迅速有所好转，在后续的B

超检查中，病人的相关症状也已消失。这

次经历让王昊感受到我国传统中医的力

量，为他的中医创新科研埋下了种子。

深厚的理论底蕴加上多年的行医经

验，让王昊成为脾胃肝病领域的标杆人

物。20世纪90年代末，他以中西医结合

的方式，治愈了本院一名命悬一线的职

工。该患者原本患有乙肝，外加长期劳

累，从而出现急性肝坏死的状况，十分危

急。急性肝坏死是临床上比较严重的一

种病变，它在短时间内可以造成大量的肝

细胞损害，肝功能也出现明显减退，还可

能出现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急性肝

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危及患者的生

命。“这种病在当年致死率高达40%。”王

昊介绍。通过病情观察分析，他决定以中

药治疗加人工肝支持的方式进行治疗。

整个治疗过程，王昊都亲自陪同。一个月

后，患者康复出院，现在这位患者已经60

多岁，身体素质依然良好。

无论是急性病、慢性病还是日常养

生，中医都能发挥奇效。它讲求“治未

病”“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注

意调理正气，提高人体抵抗力，避免不必

要的精神刺激。中医建议人们从日常做

起，坚持开展有效的保健锻炼，适应自然

环境的变化，适当控制饮食，合理安排日

常生活、工作和休息。若已经发生了疾

病，要注意控制病情，防止疾病恶化，可

以采用中药、针灸、按摩等综合治疗方

法。“病愈防止复发”是中医学“根治已

病、防止产生新病”的重要方法。治疗重

要，调养更重要。在预后调养方面，患者

应主要重视调理脾胃，切忌暴饮暴食，过

食生冷、油腻之品，这样可有效防止疾病

复发。

（本报记者 郭培远实习生 孙好创
通讯员路瑞娜文/图）

近期，河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创新

开展经肠系膜上静脉肝外门体分流术（简

称TEPS），成功救治多例门静脉主干完全

堵塞患者，为治疗这种“非癌症性的绝症”

提供了新思路。经过科技查新，该术式在

国内外未见报道，为全球首创。今年9

月，TEPS术式论文通过优先发表通道在

中华医学会期刊正式发表。

61岁患者乔某，患乙肝多年，两年前

他因肝硬化数次呕血，多次住院治疗。一

年半前，又被查出肝恶性肿瘤。几年间，

为了保命，其9次住院，做了各种针对性

治疗：食管-胃底静脉血管套扎术、脾动

脉栓塞术、灌注化疗等。

前不久，乔某又出现消化道大出血的

问题。接诊的河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

副主任医师李卫校看到患者病情越来越

严重，已经出现门脉海绵样变性，门静脉

主干完全堵塞。这意味着常规治疗门静

脉高压的介入手术无法通过阻塞的门静

脉，搭起血流的快速通道。

能否避过阻塞的门静脉主干，直接在

肠系膜上静脉和下腔静脉之间建立起快

速通道呢？一个新思路在李卫校头脑中

闪现。

一次次的团队探讨就此展开：从解剖

层面的可行性到手术的适应人群，再到手

术入路的具体操作和可能出现的术中风

险……讨论越来越深入、具体，手术方案

也越来越完善、清晰。

经过充分的术前沟通，该院血管外

科团队为患者实施了手术：腹正中小切

口暴露肠系膜上静脉，从一支细小的肠

系膜上静脉分支血管开始送入导管、血

管造影……一路向上，“架桥修路”，穿刺、

球囊扩张、植入支架……新的通道建成，

肠道的静脉血引流顺利，压力下来了，手

术成功。

手术团队将这一术式命名为经肠系

膜上静脉肝外门体分流术。在此后数月，

该院血管外科团队陆续为12例患者进行

了TEPS手术，手术均获成功。

李卫校介绍，除了适合门静脉海绵样

变患者，该手术还适用于急性广泛性门静

脉血栓的病人。相比传统常规术式，

TEPS手术具有创伤更小、安全性更高、精

准性更强，适应证相对更宽等优势。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胡晓军）

省人民医院 新术式破解“绝症”难题

33载行医路，承接百姓对健康的追求
——记郑州市中医院脾胃肝病一科主任王昊

中医苑
本栏目由郑州市中医院协办

近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春霖

教授团队在脊柱外科顶尖权威杂志

《Spine》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在颈椎间盘突

出治疗领域取得颠覆性突破，开世界“突出

颈椎间盘人工诱导高效自然吸收”的成功

先河，使过去认为突出后不能再回缩的颈

椎间盘能够完全自发吸收复原，为颈椎间

盘突出治疗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突出颈椎间盘自发吸收以往在临床上

是比较罕见的现象，难以成为一种常规应

用的治疗方法。颈椎间盘突出目前的治疗

方法是对较轻的患者采用保守治疗，对较

重的患者多采取各种手术切除突出的颈椎

间盘，痛苦大，风险高，患者常常十分恐惧。

“突出颈椎间盘人工诱导高效自然吸

收”疗法是对突出的颈椎间盘不进行任何

直接的干预，通过专用设备微创手术扩大

椎管减压，改变突出颈椎间盘和椎管的局

部微环境，使突出颈椎间盘发生体积缩小、

萎缩或消失即自发吸收，从而显著减轻甚

至解除神经的压迫、缓解神经功能障碍，在

完整保留椎间盘的状态下治愈突出的颈椎

间盘。

“突出间盘自发吸收复原”一直是人们

期盼的理想疗法。据张春霖教授介绍，“突

出颈椎间盘人工诱导高效自然吸收”技术

能使80%以上的突出椎间盘发生体积缩

小。由于这种“诱导疗法”微创治疗过程

中，不牵拉神经也不侵入、消融或切除突出

的椎间盘，故而能大为提高颈椎手术的安

全性，减少手术的创伤及并发症，提高疗

效。目前经过长达十年、超过千例的颈椎

间突出椎间盘临床观察，未见有自发吸收

的颈椎间盘发生再突出而复发者。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周厚亮）

前列腺是个非常“神气”的器官，男

性两个重要的通道——尿道和输精管

都从前列腺穿过。前列腺就像关卡，它

要是不“同意”，尿液和精液一个都出不

去。简单来说，前列腺是膀胱的阀门，

负责控尿排尿，同时也跟广大男同胞的

“性”福息息相关。

前列腺布满了神经网络末梢，是个

极其敏感的性部位。它在受到适度刺

激后，会激发性冲动和性兴奋，俗称“前

列腺高潮”。所以，前列腺出了问题真

不是件好玩的事。但大部分人却不会

好好对待它！“下面”不舒服，可能是前

列腺炎。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

任杨仲兴介绍，大部分男性的一生中，

或多或少都会有前列腺方面的问题。

前列腺疾病是男性常见多发病，占泌尿

外科疾病的60%左右。上了50岁的男

性，70%不同程度患有此病。到了70

岁，几乎所有男性都会患上此病。前列

腺一旦出现小毛病，虽然不威胁生命，

但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如果有以下情况就要小心前列腺

炎了。排尿不适：可能会有尿急、尿

频，夜里睡着了也要跑好几趟厕所。

会阴区、耻骨区不舒服：这种不舒服的

感觉，有人觉得是胀痛，有人觉得是酸

痛。放射痛：前列腺炎的疼痛有时会

沿着神经向其他部位放射，引起睾丸、

阴茎甚至大腿根部或腹股沟部位疼

痛。

在门诊中，因为害羞，害怕，拖延就

诊的病人很多。长期治不好的前列腺

炎有可能对性功能产生影响，再加上精

神压力等因素，让你出现一些“难言之

隐”。比如发生排尿困难，出现尿急、尿

频、尿潴留等症状。

如果总是尿急、尿频，小腹部或“裆

下”总是不舒服，怀疑自己得了前列腺

炎，最好去做这几个检查：尿常规、前列

腺液常规或细菌培养、泌尿系彩超、直

肠指诊。还可以做更详细的检查，比如

前列腺MRI等影像学检查。50岁以上

的男性还应该做尿流率和血PSA（前列

腺特异性抗原）的检查，用来排除前列

腺增生或前列腺癌。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陈燕）

刚下定决心减肥不久，办完健身

卡，饭局又来了，克制饮食一段时间

后，再大吃大喝起来，真是边吃边后

悔。那么问题来了，减肥期间偶尔吃

顿大餐会变胖吗？

郑州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

张晴表示，减肥时，如果我们长期热

量摄入不足，会导致激素分泌失衡，

身体代谢随之下降，能量消耗变慢，

减肥速度也会放慢，同时还会感觉非

常饿，这也是很多人不能坚持减肥的

原因。

如果采用节食的方式来减肥，短

期内你的体重会很明显地下降，但

是，在后期会反弹得特别快，如果我

们一直处在热量摄入不足的状态中，

对机体状态的调整是非常不利的，而

在减肥时偶尔吃顿大餐，正好满足了

我们身体激素正常分泌的需求。

所以减肥期间偶尔吃顿大餐不

仅不会胖，甚至对减肥还有利，但最

怕的就是你暴饮暴食，大吃一顿后刹

不住车，从此跟减肥拜拜。

张晴提醒大家，一定要杜绝节

食，食欲就是一种口舌之欲，只有满

足它才可以抑制它，满足食欲需要技

巧，高热量食物偶尔摄入，做到高蛋

白、高膳食纤维、低碳水。

养成规律生活习惯，做好计划。

早睡早起、按时吃饭、按时喝水、按时

运动，减肥不止三分练、七分吃，还需

要从睡眠、心态上进行调整，心态、睡

眠、饮食、运动，四者缺一不可。

餐后，不要立马休息。吃完饭

后，不要立即躺下睡觉或者立刻工

作，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反流，致使

胃液刺激食道。而且，进入睡眠状态

之后，人体的新陈代谢会降低，造成

脂肪囤积。

吃完大餐次日，请勿节食。吃完

大餐后，为了减轻罪恶感，一些减肥

的朋友次日会选择节食。这样做不

仅于事无补，还会让我们身体代谢变

迟缓，如果控制不住，可能会吃更多

的食物。次日，我们可以吃得清淡一

些，烹饪手法采用煮或者蒸，少油少

盐。

餐后多喝水和茶。餐后可以喝

适量的茶水，茶含有丰富的茶多酚，

可有效减慢糖类的吸收速度，从而防

止脂肪堆积；而多喝水，不仅可以排

毒，提高代谢，还可以增加饱腹感。

适量运动。减肥还是少不了一

定量的运动辅助，适量运动可防止饭

后脂肪的堆积，促进肠胃蠕动。在上

班或者休息时，间隔一小时左右起身

活动一下，站一站或者做一些拉伸运

动，不仅可以改善体态，还能避免脂

肪堆积。下班后，可以去健身房、室

外或者在家中进行30分钟左右的有

氧运动，如：慢跑、慢走、跳绳、跳操等。

暴饮暴食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

你未能意识到自己错误减肥带来的

后果，一不小心大开“吃戒”也不能乱

了阵脚。希望大家都能开心吃，开心

瘦！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员 陈
慧）

日前，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联合印发《河南省推进全民健身

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实施意见

（2021—2025年）》（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积极推动健身与健康服务一体化

协同发展，形成“区域联动、部门联合、

组织联手”的融合发展新格局。

《意见》明确，支持建设健身与健

康融合的非医疗干预项目，鼓励在城

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健康驿站，

试点开展社区“运动健身服务站”示

范项目建设。鼓励街道、社区聘用运

动健身志愿者、职业健身教练员、退

役专业运动员、健身达人等从事群众

健身健康指导工作，不断壮大健康服

务志愿者队伍。将体质健康管理纳

入居民健康管理内容，在社区居民原

有电子健康档案基础上，增加体质测

定结果、个体化分析意见、运动指导

方案等内容，形成更加全面的社区居

民健康管理服务系统；探索将国民体

质检测体系纳入健康体检项目，实现

对体检人员教育、预防、诊疗、指导、

改善和健康促进的一体化服务。各

级体育、卫生等部门要共享资源，利

用健身健康主题活动、全民健身志愿

服务、健康义诊等载体，积极开展健

身健康促进活动。发挥运动健身在

健康促进、康复保健等方面的独特作

用，将体育产业与健康产业有机整合，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郭培远）

郑大一附院
开世界“突出颈椎间
盘人工诱导高效自
然吸收”成功先河

医学前沿

健康科普健康科普

减肥期间偶尔吃顿大餐会胖吗

我省推动健身与健康服务深度融合

健康提醒 前列腺保养很重要

王昊带领学生接诊病人

10月8日是中国高血压日，今年高血压日主题为“血压达标才有健康生活”。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当日在门诊一楼开

展高血压日义诊。心血管内科专家免费为群众测量血压，传授高血压诊治常识，为患者答疑解惑。 李聪摄

权威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