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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辉

近日，郑州大学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肛肠外科门诊迎
来一位特殊的病人，她是身
怀六甲的准妈妈。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
医院肛肠外科主任医师田新
介绍说，怀孕过程中，孕激素
水平持续升高，可导致胃肠
动力降低（主要表现为胃排
空延迟及便秘）、降低括约肌
的紧张性收缩以及影响肛门
括约肌状态，孕激素也可导
致韧带松弛，促使耻骨联合
的伸展。同时，妊娠期腹压
增高及子宫重量增加，进一
步诱导骨盆底构象发生改
变，最终导致排便模式改变，
这也是大部分准妈妈都有不
同程度便秘的根本原因，而

便秘是痔疮发病及进展过程
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怎么样才能确保准妈妈
在孕期免受痔疮困扰呢？田
新说，女性计划孕育时，首先
应当到肛肠外科门诊就医，
评估病情，必要时手术治疗。

“在进入孕育生命的阶
段后，准妈妈一定要增加膳
食纤维，多饮水，适量增加活
动量，预防便秘。”田新说，一
旦有便血、肛门肿物脱出等
症状，及时到专科门诊就医，
酌情使用直肠黏膜保护剂等
药物减缓病程，并注意复查
血常规等检查，避免痔源型
贫血。若患者混合痔血栓形
成疼痛难忍，应在妇科协诊
下进行局麻手术治疗，以尽
量减少病痛对母婴的影响。
线索提供 王建明 王东方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刘璐

儿童龋齿是危害儿童口
腔健康的元凶之一，儿童在
小时候养成良好的口腔保健
习惯是口腔疾病最好的防御
盾。郑州人民医院口腔科主
任随丽娜建议，宝宝1岁左右
就可开展口腔卫生防护措施。

从小培养孩子的刷牙习
惯非常重要。随丽娜说，孩
子长出第一颗牙时，就该给他
刷牙，甚至出牙前，父母就可以
用纱布为其清洁口腔。长牙
后，应选择软毛儿童牙刷，每
天早晚刷两次、饭后漱口。

“不要让孩子含着奶瓶
睡觉。”随丽娜说，这是因为
奶嘴上的糖分会粘在孩子牙
齿上，造成口腔细菌，并产生
酸性物质，导致龋齿发生。
若不及时治疗，牙病会对儿

童正常发育及语言学习等造
成不良影响。如果孩子有含
奶瓶睡觉的习惯，奶嘴最好
冲洗干净，奶瓶中只倒凉白
开，以防产生“奶瓶龋”。

很多孩子喜欢用吸管喝
水和果汁，随丽娜提醒说，果
汁及其他含糖饮料不利儿童
牙齿健康。特别是婴幼儿长
期使用吸管，会导致门牙后
部龋齿，因此喝果汁时尽量
用广口杯。此外，很多小儿
药物中含有糖分，这些成分
粘在牙齿上，也会增加龋齿
危险，因此服完药建议漱口。

随丽娜提醒，乳牙牙髓
炎症可引起牙疼；乳前牙缺
损会影响美观和发音，乳磨
牙缺损可引起恒牙萌出不
齐；乳牙反合可引起上下颌
骨发育异常，有这些情况家
长要提高警惕。

中韩国际唯美口腔是一家高
端数字化口腔机构，由国际种植牙
大师、河南唯一卫生系统注册韩籍
口腔专家郑淳奎博士任韩方院长，
医疗流程按照国际标准打造。入
驻河南以来，为万千患者带来种
牙、美牙福利。唯美口腔现创办优
牙俱乐部，会员火热招募中，入会
看牙最高可享7折优惠，每年还有
大礼相送！等什么，赶紧加入吧！

拨打0371-60318899预约或
百度搜索“唯美口腔”，即可享受口
腔内窥镜、口腔全景片免费检查！

优惠名额所剩不多
六七月，是一年中备孕的较好时机，想要怀上宝宝的家庭惊喜来啦：现在到美信，可享受名老中

医一对一免费把脉、开方。已报名“猴宝计划”的患者，赶在6月10日之前来院，还可享受到治疗半
价优惠。还未参与的患者，请迅速报名，美信热线：0371-63795555。

□见习记者 韩谨伊

6月1日，郑州市为民办
十大实事之一——郑州市新
生儿35种遗传代谢病免费
筛查项目在郑州市妇幼保健
院正式启动。该项目的实
施，能够降低新生儿出生缺
陷率，对新生儿的疾病做到
早发现、早确诊、早治疗。

先天性代谢缺陷病是严
重影响儿童身体健康的遗传

病之一，由于其高发病率及
不可逆及终生发病的因素，
对儿童身体健康构成很大的
威胁。而开展新生儿疾病筛
查是控制与降低先天性代谢
缺陷病危害的有效手段。

“郑州市新生儿35种遗
传代谢病免费筛查”项目的
检测任务由郑州市妇幼保健
院承担，将对构建政府主导、
公益支持、社会参与的防治
体系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宁

从“小核桃”一直长成直径
20厘米的大“皮球”，30年来，彭
老太太后脑上这个不断生长的巨
大肿物给她带来了无尽烦恼。近
日，河南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主
任赵明成功为89岁的老人切除
了巨大头皮表皮样囊肿，恢复良
好的老人已顺利出院。

30年前，彭老太太无意中发
现后枕部头皮下有一核桃大小的
肿块，质地软，边界清，并没有压
痛。当时她并未在意，后来，肿块

逐渐增大，尤其从2014年开始，
瘤子迅速增长，一直发展到直径
20厘米的“皮球”。前不久，彭老
太太在家人的陪伴下找到赵明主
任，想取下“皮球”。术前行头颅
CT检查，结果提示头皮包块与颅
内未沟通，局部颅骨完整未破坏；
行局部彩超检查提示未见明显血
流信号，考虑皮脂腺囊肿。

“表皮样囊肿又称珍珠瘤、胆
脂瘤，可分为先天性和获得性两
种。”赵明介绍说，先天性表皮样
囊肿一般认为来源于异位胚胎残
留组织的外胚层组织，好发于青

少年、儿童，常见于头皮、颈部、臀
部、背部，大小数毫米到数厘米不
等。获得性表皮样囊肿常发生于
易受外伤、压迫、摩擦的浅表部
位，可能是外伤时带进皮肤微小
碎屑植入而发生。

赵明说，彭老太太无明显头
部外伤史且肿瘤巨大，临床极为
罕见。检索国内相关文献，有关
颅内表皮样囊肿的报道较多，而
颅外的特别是头皮表皮样囊肿较
少。“因本病少数可恶变或破溃引
起感染，所以治疗首选手术治疗，
全切后不易复发，手术效果好。”

韩国种植大师郑淳奎博士11日莅临唯美会诊，韩国登腾种植体100抵3000送牙冠。
爱牙热线：0371-60318899

种牙选唯美 国际专家+亲民价格
核心提示 | 据中华口腔医学会统计，我国45岁以上中老年人79%存在缺牙；70岁以上老年人，92%处
于缺牙甚至无牙状况！唯美口腔国际种植大师郑淳奎院长指出：牙齿缺失不能忽视，若治疗不及时，会带
来整个口腔的健康隐患。拯救牙齿缺失，首选唯美种植牙，国际权威专家+最新种植牙技术打造更具效果
的种植牙，现在拨打0371-60318899预约国际名医吧。

老李牙齿缺失5年了，前
几年装了活动牙，由于活动假
牙没有牙根支持经常脱落，咬
硬一点的东西就牙肉疼，吃啥
都不香，食不知味。儿子小李
见父亲愁眉不展，十分着急，便
上网搜索治疗方法。得知唯美
种植牙技术，种得好比真牙还
耐用，且手术过程不疼不肿，特
别适合老年人，小李觉得不
错。再一看唯美还有韩籍专家

坐诊，加上韩国登腾种植体
100抵3000优惠，价格实惠，
立即为父亲预约了专家号。

趁着韩国种植大师郑淳奎
博士会诊期间，郑博士为老李
做了详细检查和具体方案，花
费也不多。一个多小时，父亲
的缺失牙就全部“长”出来了，
小李特别激动：“看到父亲健
康，做儿子的就知足了，这下父
亲可以好好安享晚年了！”

高考结束，正是矫正牙齿
的好时节。想要快速矫治且避
免“钢牙”带来的尴尬？推荐韩
式全隐形矫正，专为年轻人定
制，采用全透明材料，近在1米

之内都很难发现你在矫正牙，
美观舒适，可自行摘戴，减少复
诊次数，缩短矫治过程。所有
方法均按国际标准，以美学效
果为主导，是矫正牙齿的首选。

缺牙五年没修复 老父难享安逸晚年

高考结束 让不齐的牙齿也“毕业”吧

成为唯美会员
牙齿矫正最高7折优惠

你真需要做试管婴儿吗？
核心提示 | 国际辅助生育技术监控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说，从首名试管婴儿诞生至今，全球约有500万
名试管婴儿来到人世。郑州美信不孕不育医院知名孕育专家王广宇称：“选择试管婴儿技术的患者逐年增
加，但很多不孕症的治疗，试管婴儿并非首选。”

□记者 赵珊

在美信医院的二楼候诊区，
经常有四五十位不孕不育患者在
候诊。问起他们，至少有五六个
人做过试管婴儿，却没成功。一
对来自豫北农村年过半百的李氏
夫妻尤为典型。李氏夫妻婚后十
年无子，中药、西药、手术、偏方都

尝试过，最后被主治医生告知，只
能做试管。夫妻俩花费将近十万
做过两次试管都没成功。这次在
亲戚的介绍下，找到美信医院。

“很多试管婴儿失败的患
者，来到医院找我。他们大多是
亲友介绍过来的，知道美信专治

不孕不育疑难杂症。”王广宇说，
“其实，很多患者没有到做试管的
地步，有些人生不出娃，一是没
治疗，二是被治坏了。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他们大多可以通过传
统中医、顺势调理，达到自然怀
孕。”

经检查，老李的妻子双侧输
卵管严重堵塞，因做过宫腹腔镜，
复发后产生积水，情况较为严
重。王广宇当即决定用“王氏复
合疏通术”为其进行疏通，同时，
配合美信医院的院内制剂对症调
理。李氏夫妻这次来美信，就是

来感谢王广宇院长，经几个月的
治疗，妻子就怀上了！

据了解，美信医院是国内首
家不孕不育专科门诊，有三百年
的家族医学传承，多项治疗技术
获得国家专利证书。而“王氏复
合疏通术”是美信专利的代表，针

对输卵管堵塞患者效果非常明
显，几乎一通一个准，不用开刀，
在疏通的同时放置院内制剂，促
使精卵结合和输卵管功能性蠕
动，达到快速好孕的目的。目前，
经此项专利技术治愈的患者高达
30万。

现场 试管婴儿失败患者众多

科学 专利技术助力自然受孕

脑后长出“皮球”专家妙手摘除

保护牙齿 从宝宝做起

有痔准妈妈如何平稳过孕期

郑州市“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项目”启动

35种遗传代谢病可免费筛查

□记者 林辉

手术传真

特别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