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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先生8年里换了5副假牙，修
修补补反反复复，原先只有3颗缺
失，现在半口牙都掉了，吃不好睡不
香，下决心种牙。

儿子陪着他在郑州找种植牙
机构，一家一家地考察，从价格、品
质、服务、环境、技术各方面进行比
较，还四处打听种过牙的老顾客，很
多人都跟他们说植得口腔种牙最专
业。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老战友
的一个电话，让他决定到植得种牙：

“还比较什么？种牙当然要选最专
业的医疗机构！”

原来，程先生的老战友，曾经在
2012年来植得口腔种了5颗牙，快
3年了，用着跟真牙一样。了解了老
战友的种牙经历，程先生最终选择
了倾力于种植牙的专业医疗机构
——植得口腔。

除了恢复时间，整形效果也是
爱美者比较担心的问题。不少初次
接受整形的爱美者对于变美充满期
待，却又担心自己“改头换面”，让家
人认不出来怎么办？

“我看电视上，整形后样貌完全
不同了，我手术后变化会不会很
大？”每次听到爱美者提到这个问
题，聂主任都会耐心地解释：“样貌

变化大是因为做了多项整形手术，
而一般我们只会改善一两个部位，
微调五官，所以不会出现这种情
况。”

整形虽然不会“改头换面”，但
却能提升一个人的面貌和气质。有
些人只是割了双眼皮，或是隆了鼻，
就能弥补面部的所有缺陷，变得非
常漂亮。

相关链接：
河南整形五官专场，过年美美

哒！
据了解，河南整形美容医院1月

17日即将举办五官专场活动，医院
安排实力派专家亲自坐诊，量身定
制美丽方案，快快把握机会变美吧。

预约电话：0371-55116666

7岁女童患“心”病
原是左心耳房速
□荣文翰 杨慧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莎莎

冬季天气寒冷，人们容易受到
风寒邪气侵袭，而出现鼻塞声重、流
清涕、咳嗽、咯稀薄白痰，浑身酸痛
等情况，医生说，这都是风寒感冒的
症状。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专
家、肺病科主任孟泳说，在风寒感冒

的早期可以试试中医药茶“五神
汤”，可发汗解表治感冒。

“主要原料为荆芥、苏叶各10
克，茶叶 6克，生姜 10克，红糖 30
克。”孟泳说，先把红糖加适量水烧
沸，荆芥、苏叶、茶叶、生姜另外加水
煮沸，倒入红糖水，趁热喝，主要适
用风寒感冒恶寒、身痛者。

孟泳解释说，荆芥性轻扬，善于

治疗外感风寒所致的头疼、发热等
症；苏叶辛温发散，可解表散寒、开
宣肺气，与生姜搭配可使发散解表
效果增强；茶叶可清利头目，红糖温
中散寒。这道茶饮可作为冬季感冒
流行期间的预防药膳，也可用于风
寒感冒初期症状较轻时。

但需注意，有阴虚内热或外感
风热者不适合。

缓解瘙痒
不能靠洗澡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楚哲

一个患有少见的左
心耳房性心动过速的7岁
女童，近日在郑州市心血
管病医院（郑州市第七人
民医院）成功完成三维立
体定位下房速射频消融
术后，每分钟200多次的
心跳即刻恢复正常，患儿
现已康复出院。

玲玲今年7岁，一年
前因心慌胸闷到多地求
医，花费了10余万元，病
情并没有得到缓解。曾
一度被诊断为病毒性心
肌炎，住院药物治疗后，
没有效果。3个月前，玲
玲出现呼吸困难，病情加
重，不得不休学在家，父
母内心非常着急。

经多方了解，玲玲父
母带着她，来到郑州市心
血管病医院治疗。

到院后彩超检查显
示，玲玲心功能不全。心
内科二病区主任赵育洁、
副主任孙俊华会诊后确
定玲玲患的是心律失常、
房性心动过速，心跳每分

钟210次，需要做房速射
频消融术。

由于玲玲年纪小，血
管细，手术导管穿刺风险
高，该院院长袁义强博士
亲自为玲玲手术，术中发
现玲玲房速起源于左心
耳深部。

这个部位的消融手
术在国内难度大、风险
大、成功率低。通过三维
标测指导，袁义强精细标
测成功为玲玲进行了消
融。患儿术后恢复良好，
未再发作心动过速，心脏
彩超提示心脏收缩功能
也正常了，现已痊愈出
院。

赵育洁提醒，一些反
复发作心动过速的患儿，
会发展为心动过速心肌
病，生活质量下降，影响
孩子正常发育，单靠药物
治疗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应到专科医院请心内科
医生检查确诊，必要时尽
早进行射频消融术以根
治。

进入“三九”天后，很
多人皮肤瘙痒的情况更
严重了。很多人对付冬
季皮肤瘙痒的传统办法，
就是勤洗澡。殊不知，洗
澡缓解瘙痒只治标不治
本。

“冬季气候干燥，容
易引起单纯性皮肤干
燥。洗澡后皮肤短暂的
湿润状态，确实可以让瘙
痒得到缓解，但这只是治
标不治本。一旦表皮的
水分流失，瘙痒就会愈演
愈烈。”郑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皮肤科主任魏芳说，
不少人还喜欢用很烫的
水洗澡，这样也会加速水
分流失。正确的做法应
该是，减少洗澡的次数，
用温水冲澡或擦体，并且
时间不要超过 10分钟。
洗完澡后，立即涂上滋润
的乳液，锁住皮肤水分，

这样就不至于引起皮肤
干痒了。

要防止或减缓冬季
皮肤瘙痒除了适当地使
用一些护肤品外，在生活
细节上要注意。魏芳说，
在洗手、洗脸、洗澡时，尽
量少使用含碱性的肥皂
和药皂，洗澡的温度不宜
过高，洗后在皮肤尚未干
时，擦拭护肤用品，保持
皮肤湿润。使用空调时，
尽量辅助使用加湿器，保
持室内空气湿润。

饮食上，还要注意饮
食营养均衡，从内调理。
魏芳说，要多喝水，多吃
水果蔬菜，补充水分，同
时也要食用适量的牛奶、
肉类，保持营养均衡。

一旦出现皮肤干裂
症状，可适当地使用鱼肝
油，锁住皮肤水分，滋润
皮肤。

风寒感冒，试试“五神汤”代茶饮

计算机导航种植费、德国CT费全免
种牙热线400-0371-133

一个电话，解除8年缺牙苦

喜迎羊年
植得种牙三重惊喜

2015年初始，植得口腔特
邀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宋应亮
博士本月莅临亲诊，缺牙顾客
可提前电话预约挂号。

羊年将至，植得口腔推出
重磅特惠，本月凡提前电话预
约种植牙的顾客，均可享受以
下惊喜：

1. 种牙送价值680元白金
洗牙套餐健康卡一张。

2.种牙免计算机导航技术
种植费 2500 元，免德国全景
CT费360元。

3.河南省老龄种植牙专项
援助基金年底巨献，针对军烈
属、现役军人、人民教师、人民
警察、医务人员、离休职工及工
矿企事业单位有突出贡献者，
种牙每人援助1000元（不包含
特价种植体）。

刘明舟院长每周三会
诊。

植得郑重承诺：一经种植，
终身维护！

全国免费热线：
400-0371-133

种牙犹豫不决，就选专业医疗机构

在植得口腔，刘院长通过CT检
查，利用计算机导航技术，给程先生
种上8颗瑞士 ITI 牙根，恢复半口
牙，结束了程先生8年缺牙苦。戴上
牙冠后，程先生参加了植得口腔举
办的新年答谢宴会，与300位种过
牙的老顾客一起，品尝了丰盛的新
年大餐。

记者获悉，郑州管城区58岁的
王女士，为种牙跑遍省内外各大医
院，最后还是在植得口腔种上4颗
牙；开封金明区64岁的张阿姨，为
种牙考察了半年，在植得口腔种3颗
牙，只用一个多小时；还有新乡49
岁的秦先生，为种2颗牙，比来比去

跑断两条腿，还是选择了植得口
腔。

植得口腔1万名种牙老顾客，
给你明确答复：种牙拿不定主意，就
选专业种牙机构！

“植得口腔作为省内种植牙的
专业医疗机构，一心一意专注种
牙。从机构名字就能看出：植得，植
入牙齿，得到健康，这个品牌就是为
种植牙而生的！”刘明舟院长说，在
植得，所有的医生、所有的设备、所
有的科室，都是为种植牙服务，为缺
牙顾客服务。这就是很多顾客去别
家机构转了一圈，最后又选植得种
牙的原因。

缺牙8年，为种牙选了4家医疗机构，比来比去，还是选择了专业种牙的植
得口腔。65岁的程先生，在1月11日植得口腔举办的第三届感恩答谢宴会上，
品尝了种牙后的第一顿美食盛宴：“多亏老战友给我推荐了植得口腔。”

为种牙，六旬老人跑遍大郑州

颜值爆表！河南整形美容医院——

五官专场，让你过年美美哒！

“年前整形热”，回家相亲信心满满！

临近春节，一些单身男女开始
准备回家相亲。为了让父母不失
望，自己也能找到意中人，不少人希
望通过整形提升个人形象。

相亲，是当下剩男剩女绕不过
去的“坎”。而现实中的相亲不再是
单纯的沟通平台，它被赋予了更多
感情之外的内容，外貌美美当然加
分不少。

近日，郑州某专科医院的护士

刘曼来到整形医院，为自己量身打
造美丽方案，以期在春节相亲成功。

在郑州，和刘曼一样的单身男
女不在少数，他们希望有一个靓丽
的外貌给相亲增加成功率，由此掀
起了一阵年前整形的小热潮。

“距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能恢
复好吗？”成为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万一到春节还肿着怎么办？河南整
形美容医院的聂主任做了回答：“完

全不必担心。此前，韩国媒体曾曝
出朴槿惠总统整形，原本单眼皮的
她似乎一夕之间变成了双眼皮，这
是很正常的现象。”

她补充说，五官手术的恢复期
一般都在半个月以内，比你想象的
短得多。当然，前提是技术可靠，能
够保证手术出血量少，真正做到微
创，比如小清新五官手术就可以做
到快速恢复。

“整形并非改头换面”，微调五官悄然加分

□记者 刘云

□记者 林辉

病例传真

贴心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