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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是孩子成功的管家。汪女士的女儿黄丽今年12岁，牙之间缝隙
很大，笑的时候，都是闭着嘴，汪女士知道是到给孩子矫正的时候了。但到
底选哪个医院更专业，省时省事又放心呢？

一个老同学知道后催促她去精益：“当初我儿子留学快走时，临时想给他
矫正牙，几家医院都说来不及。最后朋友介绍到精益，医生检查分析后说来得
及，出了矫正方案。我把矫正方案发给在美国出差的老公，他让一个美国牙医
朋友看了，美国牙医连说perfect（完美）。矫正完去留学，丝毫没耽误事。”

当天，汪女士就带孩子来到了郑州市纬五路与政七街交叉口的精益口
腔。

正畸科里人不少，有几个妈妈在候诊厅里等候。“你孩子矫正多久了？”一
个妈妈问旁边一位女士，“7个月，快好了！”“这么快？”汪女士忙问。“精益矫正
至少要比其他地方快好几个月，用的最前沿矫正技术，配套美国进口牙箍，医
生的经验又多，一看片就知道孩子发育速度，矫正方案反复讨论，精准制定，
不走弯路，加力恰当，所以就快。”汪女士顿时感觉真是来对地方了。

导医带她们参观了精益16年荣誉角、国际化标准消毒中心、大型全进口
CT以及矫正科一排排的牙模墙。汪女士踏实地感到精益矫正的专业。

牙齿矫正中心，静谧温馨，孩子们乖巧地躺在舒服的牙椅上。“大夫，我
选用直丝弓托槽矫正器。我外甥女以前就是在精益做的，用的也是这个。
时间快，省事得多。”一个妈妈说。“您很细心。”医生微笑着说。

“就选这里了！”汪女士决定就在精益矫正了。精益矫正，省时省事，第
八个聪明妈妈还等什么呢？

不同人
血压目标值不一样
□郑大一附院心内科主治医师 刘刚琼

“同样是血压 140mmHg/90mmHg，为什么我得
服用降压药，而我的邻居老李就不用吃药？”门诊病
人老张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解释一下“目标血压”，不
同患者的目标血压值是不一样的。普通人的血压应
当降至 140mmHg/90mmHg 以下，而年龄大于 65 岁
的老年人收缩压在150mmHg以下即可；年轻人或糖
尿病及肾病、冠心病、脑卒中后患者，血压保持在
130mmHg/80mmHg以下为好。如能耐受，所有患者
的血压还可进一步降低，但冠心病患者舒张压低于
60mmHg时应引起关注。

在强调早期降压达标的同时，需要把握降压速
度个体化原则。年轻、病程较短的高血压患者，降压
速度可以快一点，但老年人、病程较长或已有靶器官
损害或并发症的患者，降压速度则应慢一点，在2～4
周内甚至更长时间降至目标值。

对于合并慢性稳定性心绞痛和心衰者,最好将血
压降至120/80 mmHg。 冠心病患者的病情有较大
差异,应个体化制定达标所需时间，不宜快速大幅降
压,以免血压急剧波动诱发心血管事件。

□何世桢

75岁的王大爷两个月前曾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伤及头
部，因当时没有不适症状就未检查诊治。三周前王大爷开
始感到头部经常胀痛，有时头晕、行走不稳。半个月前早
上起床时，王大爷突然头部胀痛、恶心、呕吐。紧急送到医
院后，经头颅CT检查，诊断为硬膜下血肿，穿刺引流出暗
红色血液约50毫升，患者头痛等症状明显缓解，后经住院
系统治疗两周，痊愈出院。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刘向
哲说，引起头痛的原因很多，硬膜下血肿仅仅是导致头
痛的疾病之一。如果有的人出现突发性的头痛，一定要
仔细询问有无外伤史、高血压病史等；如治疗1～2天，患
者头痛症状无减轻，应及时转上级医院做头颅CT或核

磁共振检查以尽早确诊。
硬膜下血肿可分为急性、亚急性及慢性三种。硬膜

下血肿与颅脑外伤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急性和亚急性
硬膜下血肿，多在伤后数小时或数日出现临床症状。慢
性硬膜下血肿常在伤后两周或三周以上才出现症状，部
分病人无明显外伤史，还有部分病例因剧烈咳嗽、血管
本身缺陷或凝血障碍引起，常不能及时诊断。

刘向哲提醒说，由于老年人身体抵抗力相对较差，
平时头痛或感冒相对几率要高一些，所以家人考虑是颅
脑问题的不多。另外，老年人往往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脑
萎缩，颅腔容积较大，少量出血并不能引起明显的占位
效应，加上有些高龄老人的反应较为迟钝，往往等症状
表现明显时，血肿体积已经很大。因此，老人出现头痛
时，应考虑其特殊性，及早诊治。

腰痛病人如何就医?
□廉万营

腰痛是最常见的一种症状，80%以上的成年人
都有过腰痛病史。河南省中医院将举办“腰痛病人
应如何就医”公益健康讲座，由整脊骨病科黄俊卿教
授主讲。

时间：7月5日上午9：30～11：00
地点：河南省中医院（郑州市东风路与园田路交

叉口）2号病房楼1楼会议室

头痛、失眠怎么办？
□刘云

头痛万万不可轻视，有些头痛是严重的、潜在
的，甚至是致命的疾病信号。全国名老中医、脑病一
区主任医师王新志和李燕梅、刘向哲教授将举办公
益讲座，并针对头痛、失眠进行个体化分析诊治。

时间：7月5日（周六）上午9～12时。
地点：郑州市人民路河南中医一附院对面明珠

酒店8楼

外伤后头痛，应警惕硬膜下血肿

每10例矫正牙，7例在精益做
全国连锁、省市医保，咨询热线0371-56666126

聪明妈妈选“精益”

系列活动 倾城让利
（7月1日~30日）

1.固定矫治：消费3000元送500
元，消费 5000 元送 900 元，赠送依次
递增。

2.六项全免：5D 电脑精准测量
费、专家方案分析费、三维数码影像
制作费、模型制作费、检查费、挂号费
六项全免。

3.来就送：凡进店者 ，均有精美
礼品赠送。

精益口腔门诊部地址：郑州市政
七街与纬五路交叉口东南角

精益雅美口腔门诊部地址：郑州
市丰产路与文化路交叉口西50米

精益和美口腔门诊部地址：郑州
市天明路与索凌路交叉口南100米

详情垂询：
0371-56666126 0371-56666386

天下妈妈的心都是一样的，都想要自己的孩子过得好。优秀妈妈会未雨绸缪地帮孩子在一个阶段做好
一个阶段的事。在11~14岁，是孩子矫正牙的黄金时期，优秀妈妈会为孩子找一家省时省事的专业医院。

美国牙医连说perfect

“就选这里了！”

公益活动

□记者 刘云

全国连锁 省市医保

医生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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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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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窗口

●租赁灯光音响 13803710525
●监控可手机视频 53305878
●专业火锅桌 13273025963
●社保养老咨询 13673992227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钟点做饭保姆陪护67715997
●家佳美 55518187保姆月嫂

●和谐月嫂保姆保洁66281072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清洗刷漆防水 66300068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鸿基梦家政●全国连锁

86111371●63521082
●舒心月嫂保姆护理63218221
●鑫马家政60923128专业保洁

●金太阳育婴保姆 65968382
●居家易55555561钟点工保洁

66662288 我爱我家
钟点工保洁卡打蜡地毯沙发

招 商

●河南大型农副生资种子兽

药陶瓷工艺品贸易港隆重招

商13633822652、13838338399
地址郑州黄河大桥北

●您开车我掏钱共享教育资源

诚招市县招生代理 56782937
●广通速递招商 15890199721
●德国西门子电梯寻求全省各

地市、县总代理，经销商、

兼职、项目合作 18339246111
●亳州老窖，让你等酒了，

全国招商 18963722989
●贺贝尔润滑油不投资赚钱

13838269102、QQ1361296306
●全峰快递加盟 13103710109
●世运快递招商 15638817058
●品牌婚介加盟 13253338548
●山东富士电梯招市县办事处

个人代理 18903855155
●0.3%实时到账POS机680元，

移动 Pos 机招商 18603715350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广州迅达电梯低价入市招

总代项目合作 15617699399
●龙邦速递招加盟15516927699

转 让

●马寨工业园（镇政府附近）

整栋七千平招租 13393711122
●转营业饭店 13783579807
●二七路营业中快捷宾馆转让

尚先生 15838363616
●转惠济区正生产速冻厂设备

手续齐全 15936235880
●丹尼斯家居转 18638510333
● 430㎡饭店转 15038213232
●CBD会所急转 15093236333
●位优汽车展厅 13903811389
●东区汽修店转让13938507742
●开封繁华地段大型量贩

KTV 转让 15738851219
●洗涤公司转让 13663857155
●转发廊或空房 18339801668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56779699保养充氟

●50元专车移修空调65682777
●专业维修空调 13683836352
●50元维修补氟清洗56683861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移修空调充氟 13140076669
●50元充氟维修清洗55551684
● 66666782厂家充氟移修收

●厂家车移修收空调88888707
空调加氟 56688836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优质建站有活动 53395926
●精品网站 15036053609
●高端网站定制 53315698
●微信开发与运营 67889860
●300建网站全送13598809660

让饭店酒吧

●盈利饭店转让 13837100129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火锅店 2000㎡13903718809
●经六街饭店转 18037322385

转让商铺门面

●转东大街门面 13633839898

寻人启事

●毛同威男167cm22岁平头偏

瘦6月26日在郑州西三环走失

时穿黄色 T 恤蓝色牛仔短裤

运动鞋有精神问题有好心人

见到请联系 15803998649
13592689635 定重谢！

欢迎刊登
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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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A36、38、39、4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