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脏，是直接维系生命

的重要器官，它好比人体的

“发动机”，身体的所有功

能，都需要心脏泵血来维

持。一旦患上冠心病、先天

性心脏病、心脏瓣膜病等严

重疾病，将严重威胁人体健

康，甚至有生命危险。

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

挑战和考验，多年来，大同

新建康医院心胸外科医护

团队勇敢地担起这个责任，

不断学习创新“心”技术，开

展了瓣膜性心脏病瓣膜置

换或成形手术、先天性心脏

病矫治术、冠心病冠脉搭桥

术等，将无数生命从死亡边

缘拉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救治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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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喝点黄酒

活血又抗衰老
很 多 人 喜 欢 睡 前 小 酌 一 杯 葡 萄

酒，助睡眠，抗衰老。其实，中国传统
的黄酒在保养方面不输于葡萄酒。

黄酒也称为米酒，属于酿造酒，是
医药上很重要的辅料或“药引子”。黄
酒含有丰富的营养，尤其是对于女人
来说，黄酒对身体有很多保健作用。

一、活血祛寒 我国中医指出，黄
酒具有活血祛寒以及通经活络的功
效，因此在平时经常感觉到手脚冰凉
的 患 者 可 以 适 量 多 喝 ，一 般 以 每 餐
l00—200克为宜。

二、抗衰护心 经过研究发现，女
性在平时适量的饮用黄酒，可起到美
容的作用，而且如果能够长期坚持饮
用的话，还能起到抗衰老的功效。

三、易于消化 黄酒含有许多易被
人体消化的营养物质，如糊精麦芽糖、
葡萄糖、脂类甘油、维生素及有机酸
等，这些成分经贮存，最终使黄酒成为
营养价值极高的低酒精度饮品。

四、促进食欲 锌是能量代谢及蛋
白质合成的重要成分，缺锌时，食欲、
味觉都会减退，性功能也下降。而黄
酒中锌含量不少，如每 100 毫升绍兴
元红黄酒含锌 0.85 毫克。所以饮用黄
酒有促进食欲的作用。

五、促进子宫收缩 对于一些刚刚
生产完的产妇而言，在黄酒中放入桂
圆或荔枝、红枣、核桃、人参同煮，可祛
风活血、避邪逐秽，同时还有利于恶露
的排出、促进子宫收缩，特别是对产后
受风等有舒经活络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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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大同新建康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郭堂宇

蔬菜是人体所需维生素的主要来源
之一，有色蔬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然
而，生活中很多人在吃蔬菜比较少时，会
通过吃维生素制剂来补充营养，也有人认
为蔬菜中含有丰富维生素，只要多吃蔬菜
就根本没必要吃维生素制剂。

众所周知，蔬菜尤其是有色蔬菜含有
丰富的维生素，蔬菜是人体所需维生素的
主要来源之一。生活中，很多人在吃蔬菜
比较少时，会通过吃维生素制剂来补充营
养。还有很多人认为蔬菜中含有丰富维
生素，只要摄入足够的蔬菜就没必要吃维
生素制剂。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
因为蔬菜和维生素是不能互相代替的。

蔬菜中的维生素是按照一定比例存
在的天然成分，而维生素制剂大多是人工
合成的，两者在性质上有所差别。蔬菜是
多种维生素的集合体，而维生素制剂多是
单一的。蔬菜中虽然还有一些不是维生
素，但对人体的作用与维生素类似，如生
物类黄酮、叶绿素等，所以蔬菜对健康的
作用更全面。当然蔬菜中还含有矿物质、
微量元素、碳水化合物、纤维素等非维生
素类营养成分，营养更全面。因此，想用
维生素制剂代替蔬菜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吃蔬菜比较少时，服用维生素 C 或还同
时服用其他维生素的做法，只是权宜之
计，就获得全面均衡营养而言，吃蔬菜水

果远比吃维生素重要。
当然，蔬菜也不能代替维生素制剂。

例如维生素 C，不是所有的蔬菜都富含维
生素 C，而且维生素 C 是水溶性的，很容
易丢失；维生素 C 怕高温，烹调时炖菜、
砂锅等，蔬菜中维生素 C 会大量破坏；维
生素 C 还容易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蔬
菜水果存放的时间越长，维生素 C 受到
损失就越多。所以除非用正确的烹调方
法，否则即使选择上述有色蔬菜，也很难
满足每天人体对其需要，所以除依赖食
物之外，适量摄入维生素的制剂有一定的
保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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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烫伤后这样处理

手被烫伤的时候是非常痛的，而烫伤
后最常见就是发红和起泡，那么手被烫伤
起泡怎么办呢？在此，大同和平烧伤骨科

医院烧伤专家王公升为广大市民支出专
业处理方法：

1.以流动的自来水冲洗或浸泡在冷水
中，以达到皮肤快速降温的目的，不可将
冰块直接放在伤口上，以避免使皮肤组织
受伤。

2.如果穿有衣服或鞋袜部位被烫伤，
千万不要急忙脱去被烫部位的鞋袜或衣
服，否则会使皮肤表皮脱落，容易感染。
应在充分湿润伤口后，小心除去衣物，可
以用剪刀剪去衣物，有水疱时注意不要弄
破，水疱对创面有保护作用。

3.继续浸泡于冷水中至少 30 分钟，这

样可以减轻疼痛。但如果伤口面积大或
患者年龄较小，就不要浸泡太久。

4.用干净的床单或纱布覆盖。盖前可
在创面上厚涂一层湿润烧伤膏，没有药膏
时可涂抹食用油，以避免创面干燥。但注
意不要在伤部涂抹醋、酱油、牙膏、肥皂、
草灰等，以避免刺激创面，为以后的治疗
带来困难。

对于烫伤不严重者，一般可在家中用
上述方法先做处理。如果创面起水泡，甚
至起黑色干疤，说明烫伤已经相当严重，
此时千万不要弄破水泡或干疤，应尽快去
医院找专科医生处理和治疗。 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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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一：
54 岁的魏女士因“活动后心慌气短半

月”为主诉入住大同新建康医院心胸外科，
该患者术前仅能进行轻微活动，已严重影
响到日常生活和工作。入院时，魏女士精
神状态差，体质弱。经查，心脏主动脉瓣膜
重度狭窄，心脏扩大，手术风险极大。

术前，医院组织心胸外科及麻醉科等
相关科室与北京心外科专家召开协调讨论
会，全面分析患者病情，作了充分周密的部
署。考虑到患者体质较弱，在详细评估患
者病变特点的情况下，心胸外科制订了正
中切口开胸、体外循环下切开心脏，切除病
变心脏瓣膜、植入人工瓣膜的手术方案。

经过充分准备，心胸外科副主任郭堂
宇带领医护团队在北京心胸外科专家的共
同协作下，为该患者实施了体外循环心脏
主动脉瓣置换术手术，整个换瓣过程平稳
顺利。术后一周，患者恢复良好顺利出院。

病例二：
“老伴快八十岁了，要不是实在难受，

我们真不想做手术，她身体一直不好，也经
不起折腾。而且一听说要心脏搭桥，我们全
家人都非常担心，没想到郭主任给研究确定
了这么先进的手术方案，手术刀口很小，仅
有三指宽，既实现了搭桥手术，又保证了手
术后的生活质量。”9 月 3 日上午，患者王大
娘的老伴说起在大同新建康医院心胸外科
的这次手术，全是感激赞誉之辞。

该科副主任郭堂宇介绍，心脏“搭桥”
手术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外科治疗冠心病
有效、可靠的方法，其又称为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指当一条或多条冠状动脉由于动
脉粥样硬化发生狭窄、阻塞导致供血不足
时，在冠状动脉狭窄的近端和远端之间建
立一条通道，使血液绕过狭窄部位而到达
远端的手术。心脏“搭桥”手术可以有效缓
解病人心绞痛，提高病人的活动能力，改善
生活质量，并且减少心肌梗死、恶性心律失
常和猝死的发生，延长病人的寿命。

病例三：
59 岁的边先生，半个月前因突发心肌

梗死、急性左心衰在一家医院 EICU 救治，
病情稳定后转入大同新建康医院心内科继
续治疗，但心肌梗死、冠脉缺血情况较重，
普通的药物治疗及内科治疗方法已不能明
显改善患者病情。

由于患者病情严重，如不及时手术治
疗随时面临着心梗甚至猝死的风险，经该
院心胸外科副主任郭堂宇联合心内科、麻
醉科、重症医学科等科室专家对患者病情进
行详尽讨论，决定对其实施非体外循环冠脉
旁路移植术。通过充分的术前准备，心胸外
科及麻醉科医护团队全力配合、协同作战，
历经 4 个多小时完成手术，术后患者无低心
排出量综合征、严重心律失常、动脉栓塞、
脑损害等并发症的发生。经过 3 天精心治
疗和护理，患者平稳地度过了最初的围手
术期，由监护室转回普通病房进行观察治
疗，目前该患者病情稳定，恢复良好。

大同新建康医院心胸外科是医院较早
成立的科室之一，也是医院重点发展的科
室。学科提档升级，引进高精尖团队人才，
全面提升心胸外科诊疗水平和治疗能力，

独立开展各类型微创和大型综合胸外科手
术。多年来，该科致力于发展腔镜微创技
术，几乎与国内知名医院开展胸腔镜手术
同步发展。历经几代人的努力，该院心胸
外科发展非常迅速，专业分科越来越细，手
术种类越来越多，新理念广泛应用于外科
手术中。目前，能独立完成各类先天性心
脏病如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法洛氏四
联症手术治疗，各类后天性心脏病如二尖
瓣病变、主动脉瓣病变、联合瓣膜病变的瓣
膜替换手术以及冠状动脉搭桥等心脏外科
手术。此外，还常规开展胸腔肺大泡切除
术、肋骨骨折切开复位固定术、肺癌根治术
及多发肋骨骨折创伤性湿肺所致的呼吸功
能衰竭等胸外科常规手术，手术效果确切，
在市民中有口皆碑。

术有专功，做精做强、做出特色是目前国
内三级医院发展的大趋势，大同新建康医院
在注重学科均衡发展的同时，不断创造条件
加强学科细分，提升医疗技术层级。据了解，为了
给广大市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多年来，大同新
建康医院心胸外科积极与北京阜外医院、北京安贞
医院、北医三院等国内心胸外科专家建立了协作
关系。同时，随着医院MDT多学科联合诊疗模
式的深入推进，目前该科已逐步形成了规范的多
学科联合会诊流程及诊疗协作，心血管急症患者
可通过绿色通道以最快速度就诊，快速获得
专业治疗方案，从而进一步为挽救存活心肌
提供时间保障。需要转诊的患者也可通过该
院的协作关系，第一时间得到北京专家团队
的综合评估和个性化治疗方案，避免就诊
过程“走弯路”，保障患者利益最大化。

让患者充满“心”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