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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院33年以来，美信医院
将每年的农历五月定为“端阳
好孕月”，凭“端阳好孕月”预约
码，在6月16日至7月15日期
间到院，可享受免费名老中医
把脉指导、每天前三名到院者
免除所有检查费，更有治疗费
用五折的优惠。

赶快拨打专家热线，索要
预约码：0371-63795555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王建明

6月21日下午，新乡原阳县8
岁男孩于依伦在输液时因未做皮试
导致的“药物过敏”而死亡。

“过敏反应又称变态反应，是药
物作为抗原或半抗原接触致敏机体
后引发的病理性免疫反应。”郑州大
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药学部主任丁
效良说，反应的性质与药物的剂量

无关联性，是过敏患者对某种药物
的特殊反应，是不可预知的。药物
过敏反应可发生在用药瞬间、用药
后数小时或几天后，轻者发热、皮
疹、哮喘、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紫
癜等症状，重者发生肝损害、肾损
害、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

“生物制品中的抗毒素、免疫血
清及青霉素类、半合成青霉素类药
物注射前必须做过敏试验。”丁效良

说，头孢菌素类药物注射前是否需
要皮试，可根据实际情况，如患者是
否为过敏体质，有无β-内酰胺类
药物过敏史以及过敏史等，产品说
明书上是否要求皮试以及医院有无
统一规定来决定。如需进行皮试，
可采用所应用的头孢菌素稀释液
（浓度500ug/ml）进行皮试。不要
以青霉素皮试液或其他头孢菌素稀
释液代替。

三场健康讲座请你听

“分娩镇痛中国行”
走进郑大三附院

知名专家将聚郑州
研讨脊柱微创新技术

关爱福利院儿童
送药送知识

精益牙齿矫正指定热线：0371-56666126/56666386

“10例矫正牙 8例在精益”
醉了！内向丫头朗诵拿第一，矫正牙竟成大功臣！

奇闻 | 同事的女儿莉莉，以前腼腆得很，都不怎么张口说话，4月份竟然代表学校参加了朗诵比赛
还拿了一等奖。我一直疑惑莉莉的门牙那么大的缝，说话都漏风，怎么拿的奖？

来了：“看不见的牙
套，看得见的美牙”，
“隐适美日”等你来

6月 27日精益“隐适美日”
在郑州市纬五路与政七街交叉
口精益口腔开启，为您揭秘“看
不见的牙套，看得见的美牙”！

“50万矫正基金”为您省钱。
重要通知:精益口腔暑期正

畸,万人囧牙拯救季
限时抢利：全口固定矫治

充50元抵300元；充100元抵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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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挂号费六项全免。

精益口腔：郑州市纬五路
与政七街交叉口东南角

精益雅美口腔：郑州市丰
产路与文化路交叉口西50米

精益和美口腔：郑州市天
明路与索凌路交叉口南100米

矫牙热线：
0371-56666126，56666386

网络在线：
www.jychk.com
微信在线：hnjykq

醉了：朗诵第一名竟是做了牙齿矫正

莉莉参加朗诵比赛拿第一竟是
因为做了牙齿矫正？“我妹妹说莉莉
牙齿太稀，牙齿漏风影响发音，说孩
子内向不自信就是牙齿惹的祸。”莉
莉妈妈说，“听了妹妹的话，我更坚
定了给孩子做矫正的决心。早两年

就听朋友说，精益正畸专家多，名声
好，矫正技术在全省更是首屈一指，
非常值得信赖，就带孩子去精益做
了矫正，自从孩子牙齿排整齐后，说
话不漏风了，人也自信了，这不4月
份朗诵比赛还拿了第一名。”

惊了：精益“舒适美”无痛矫正，牙齿漂亮，妈妈放心

“开始做矫正怕孩子不适应，
但是看着孩子牙齿一点点变整
齐，也没有严重牙疼，牙龈红肿，
口腔溃疡等问题，心头悬着的一
块石头总算是放下了，这还要归
功于精益口腔‘舒适美’矫正技
术。”精益“舒适美”矫正技术是河
南省前所未有的“舒适、美观”双

赢，适合牙齿拥挤、稀疏、错颌、地
包天等各种牙齿畸形的一种矫正
技术。舒适美严格遵循人体工程
力学的原理，每一步操作都有精
确的数据支持，医生手法轻柔，保
证整个矫正过程无痛感，无口腔
并发症，是所有矫正朋友最正确
的选择。

服了：精益矫正牙方案专业更具人文情怀

精益口腔的医生做方案又专业
又人性化，不仅按流程给孩子拍CT
数码片，取牙齿模型，精确测量，还
在制作方案时多次询问孩子对自己
牙齿的看法，他们认为有孩子意志

参与的矫正会让孩子有一份成就
感。

莉莉妈妈说：“我发现，只要是
来这儿咨询的，10个有8个都选择
了在这里做矫正。

多少父母为子女不孕操碎了心？
核心提示 | 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多少人因为怀孕难，难怀孕，遭人背后指指点点，承受了很大的心
理压力，所以，找到一所好医院，抓紧治好病怀上孕，心病也会很快消失。

□记者 赵珊

因为不孕症，背后遭人“指点”
“你家闺女咋还没怀上啊？是

不是不会生，得赶紧去治治呀。”婶
子们、邻居们的闲言碎语让王阿姨
心里很不是滋味。

王阿姨的闺女今年30岁，结婚
五年还没怀上孩子。结婚前，闺女
就出现月经不调，结婚后，更是一拖

几个月不来，来一次肚子疼得打滚。
王阿姨带着闺女把当地听说过

的大小医院、诊所都跑了个遍，该吃
的药都吃了，该试的法也都试了，可
还是没怀上。

王阿姨自责不已：要是自己能
早点给闺女调理调理，也不至于此。

报纸“牵线”，了却老人心愿

今年年初，王阿姨在《大河报》
上看到“黄帝故里走出七代中医世
家”的报道后，赶紧带闺女到郑州美
信不孕不育医院，看到美信医院三
百年的家族医学传承和满墙的锦
旗，王阿姨的心放下了一半。

经过详细检查，确诊王阿姨的
女儿患的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美信
医院国内首创的“综合激活疗法”，
能迅速有效地找出病灶所在，然后

采用专利技术药物+个性化治疗，
强调辨证施治和个体差异，在恢复
月经周期、排卵的同时实现受孕,这
个方法治愈的都有二十
多万人了。治疗一个
月，王阿姨的女儿恢复
排卵，月经周期也正常
了。第二个月排卵期，
在专家的科学指导下，
成功怀孕。

“端阳好孕月”
治不孕好时节

未做皮试药物过敏致死，8岁男孩又一次用生命敲响用药安全警钟——

用这些药物必须做皮试

□记者 林辉

这个周末，本报为您
组织三场健康讲座，内容
包括动脉硬化、颈椎病、癫
痫等。参加活动，还有机
会获得由医院提供的精美
礼品。

●6月27日（周六）上
午9：00～12：00，河南中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将在
医院对面明珠酒店七楼举
办“动脉硬化、老年痴呆的
中西医防治”讲座，由老年
病科主任医师邵静教授主
讲。

●6月27日（周六）上
午9：30～11：00，河南省
中医院将在2号病房楼1
楼会议室举办“手麻会是

颈椎病吗”公益健康讲座，
由整脊骨病科主任黄俊卿
教授主讲。前30名听众
可获赠小生活用品1套。

●6月28日（周日）上
午9时开始，河南中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童脑病
诊疗康复中心将举办“癫
痫关爱日”大型公益活
动。届时，将有省内知名
专家郑宏教授、都修波教
授、姚献花教授、周正教
授、冯刚副教授、李华伟副
教授等专家进行讲座、义
诊。同时，还将为3～9岁
癫痫儿童免费进行PPVT
智能测试和癫痫儿童绘画
比赛。

线索提供 何世桢 廉
万营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6月26日、27日，由中
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脊柱
微创学组和河南省直第三
人民医院椎间盘病诊疗中
心联合主办的“2015年全
国脊柱微创新技术研讨会
暨中原第三届脊柱内镜学
术大会”在郑州举行。

“随着科技的发展，微
创技术延伸到各个外科领
域，特别是对于难度较高
的脊柱外科手术，它的运
用，拯救了一个又一个脊

柱疾病患者。”河南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椎间盘病诊疗
中心主任周红刚介绍，最
大限度地减少患者体表和
体内组织的创伤，追求手
术“微创化”是脊柱外科领
域的信念和目标。

此次研讨会邀请了周
跃、张西峰、徐少克、蒋毅
等省内外脊柱微创专家共
同就脊柱微创新技术的应
用技巧及临床经验进行探
讨，并采取手术观摩、学术
讲座相结合的模式，为我
省脊柱外科的发展搭建了
新的平台。

□记者 李晓敏

日前，广东白云山和
黄中药有限公司“白云山
复方丹参片爱心公益基
金”走进郑州市儿童福利
院，为老师与孩子们开展

“健康宝贝 安全家园——
白云山板蓝根助力预防儿
童手足口病”防治知识健
康教育活动，为郑州市儿
童福利院的老师、学生及
学生家长们普及预防和治
疗手足口病的健康知识。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华小亚

6月21日至23日，大
型国际公益医疗活动“分
娩镇痛中国行”专家走进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产房
指导工作。来自美国著名
院校附属医院的麻醉科、
产科专家与郑大三附院联
手，通过学术交流、床边临

床实践指导等形式，进一
步推动了分娩镇痛新技术
在河南的应用推广。

据悉，这是继去年“分
娩镇痛中国行”活动牵手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后，再次来到这里交流、指
导。活动旨在传授、推广
分娩镇痛新技术，建立安
全的医疗流程，推动安全
有效的分娩镇痛，降低剖
宫产率。

业速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