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廉万营

面部色素斑点总是一个
说不尽却令人心痛不已的话
题，不少MM都是各种美白
精华补水面膜修护霜用起，但
果真有用吗？色斑怎么去除
最有效？

为避免大家在治疗中少

走弯路，10月 24 日上午 9：
30～11：00，河南省中医院
将在2号病房楼1楼会议室
举行“如何去除面部斑点”健
康公益讲座。届时，该院皮
肤科主任刘爱民教授和吴盘
红博士将详细讲述中医中药
及激光治疗此类疾病的有效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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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曹咏

什么样的人捐献的器官可以
用？捐出的器官怎么保存更有利
于移植成功？……10月17日上
午，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中华医
学会2015年器官移植学年会拉
开序幕，会上，来自我国各地的数
百名器官移植学大腕纵论“器官
移植”那些事。

据了解，这次大会由中华医
学会、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

会主办，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承办。作为器
官移植界的学术盛会，会议期间，
来自肝、肾、心、肺、小肠等移植专
业，肝胆胰脾外科学、病理学、影
像学、麻醉学，重症医学、护理学
等相关领域的数百名国内外著名
专家学者齐聚中原，共襄盛会，分
享成果，其中包括赵玉沛、郑树
森、胡盛寿、王学浩、沈中阳等多
位知名院士。

大会执行主席、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张水军在致
辞中指出：目前，由于供器官来源
的转变，使我国器官移植事业正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巨大的机
遇。随着近年来器官捐献与移植
体系的不断完善，器官捐献与移
植工作逐渐走向规范，并积累了
一定经验，取得了一定成绩。相
信在各位专家、同道的参与和支
持下，大会定会为器官移植界呈
现一场学术盛宴，并进一步推动
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尹沅沅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妇科
的常见病多发病，病变广泛、
形态多样、极具侵袭性和复
发性，因其发病机制不清，治
疗和处理上较为棘手。为了
让省内妇产科同仁们及时了
解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的热点
问题，了解其研究动态及方
向，分享和交流诊治经验，河
南省人民医院将于10月 31
日～11 月 1 日在郑州举办

“河南省首届子宫内膜异位
症高峰论坛”。

本次论坛将云集郑文新、
孙大为、葛春晓、张菊新等国
内外著名专家，就子宫内膜异
位症病因学研究进展、其发生
发展与卵巢透明细胞癌的关
系、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超声及
病理表现、子宫内膜异位症的
药物治疗、重度及特殊部位子
宫内膜异位症的手术技巧等
热点问题采用专题讲座、手术
演示等方式进行探讨。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王建明

继被郑州市残联确定为
首批“脑性瘫痪”、“智力低
下”、“孤独症”定点康复机构
后，近日，郑州市康复医院（郑
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康
复医学部）又被河南省残联确
定为“脑性瘫痪”及“智力低下”
儿童定点抢救性康复机构。

据悉，郑州市康复医院
儿童康复科，将依托省市残
联对贫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的工作重点，对符合救助条
件的我省贫困患儿进行每人
13200 元的康复救助（包含
康复训练费用和矫形器装配
补贴），并依据每一位患儿的
病情特点及康复评定结果，
采取个体化综合康复治疗。

□记者 林辉

他，师承于诸多国医大师及
针刀名家，集众家之长，形成了对
骨伤疼痛独具特色的张氏综合特
色疗法；他，40余年来，秉承着

“大医精诚、厚德济生”的崇高精
神，始终履行着医生的职责；他，
作为出色的中医教育家，培养了
一批又一批中医骨伤病专业人才
……他就是国内著名中医骨伤病
专家、河南中医学院教授张建福。

骨于人是枝干，是根本。一
旦骨头受损受伤，有的人会肢体
行动不便，有的人还会落下残疾

等终身疾病。40余年来，张建福
融众家之长，潜心中医骨伤疼痛
疾病的研究，对较棘手的腰椎间
盘突出症（手术效果不佳者、年老
体弱不宜手术者）、股骨头坏死、
颈椎病、骨质增生，采用中医中药
特色造福患者，赢得了良好口碑。

张建福教授在多年临床实践
的基础上，采用“温阳通淤化淤”
疗法治疗股骨头坏死，药物、针
刀、手法“三步疗法”治疗颈椎病、
腰椎间盘突出症。尤其是他所研
制的“富阳活骨散”、“腰腿痛饮”
系列方剂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
突出症效果显著，对腰椎间盘突

出症术后引起的病人疼痛、麻木、
萎缩以及二便障碍等效果尤佳。

张建福教授今年65岁，作为
当今卓有建树的中医骨伤病疑难
病专家，谈经论学、整理资料、笔
耕不辍之外，坚持每周二、四、六边
坐门诊边授课。

上周四，记者在郑州国医堂
医院中医骨伤科主任门诊看到张
教授，正在详细询问患者病情。
他始终把患者摆在第一位，让患
者花最少的钱，达到最佳的疗效，
也是张建福教授多年来坚守的工
作准则，以伟大的人格、高尚的情
操诠释了“大医精诚”精神。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潘黎黎

骨质疏松症是中老年人
群最常见病之一，被称为“沉
默的杀手”。目前已成为影响
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流行病，
骨质疏松症早期没有明显的
症状，待发生骨骼疼痛，关节
炎病、活动受限、驼背、骨折等
症状时，骨质疏松症则已经进

入了中晚期。
为提高公众对于骨质疏

松疾病的认识与了解，10月
21日下午3点，郑州人民医院
风湿免疫科将在3号楼（病房
楼B座）7楼会议室举行义诊
活动。届时现场有专家咨询
和骨质疏松防治知识讲座等，
参与者还可免费进行超声骨
密度检查。

□记者 魏浩 见习记者 韩谨伊
通讯员 王秋红

10月 16日，郑州市第三人
民医院在北区新院举行建院110
年纪念暨表彰大会。来自河南省
卫计委、郑州市等相关机构的负
责人，分别向优秀医护工作者颁
发了学术功勋成就、特殊贡献、优
秀学科团队等大奖。在纪念大会
上，该院宣布捐款300万元设立
医疗救助慈善基金，计划为贫困
患者提供医疗救助，此举还吸引

到郑州慈善总会的50万元资金
注入。

与此同时，河南大学附属郑
州市肿瘤医院也在该院揭牌成
立。10月13日，河南大学与郑
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合作签约仪式
在河南大学举行。双方将就成立
河南大学附属郑州市肿瘤医院达
成一致。河南大学宋纯鹏副校长
和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李安州院
长分别代表河南大学与郑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签署了合作协议。

另悉，位于惠济区的郑州市

第三人民医院北区新院占地305
亩，编制床位1700张，一期设置
床位1000张，预计明年底投入使
用。其中，“欧安乐龄-郑州三院
医养联合体”项目占地85亩，总
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预计
2017年完工，设置康复医疗床位
500张，失能老人专业护理床位
300张，自理老人长期照料床位
200张，可为郑州市需要康复治
疗和专业护理的老年人提供良好
的医疗康复养老场所，减轻家庭
养老负担和压力。

中华医学会2015年器官移植学年会郑州召开

移植大腕郑州纵论“器官移植”

分享交流子宫内膜异位症诊治经验

我省将举行首届高峰论坛

贫困“脑性瘫痪”儿童
可获康复救助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系列“新动作”喜迎建院110年

张建福：特色疗法造福骨伤病患者

骨质疏松怎么防治？

如何去除脸上色斑？
种植牙免费送 幸运读者抽中“头奖”
核心提示 近日，大河报启动第二期“拯救缺牙人士，德国种植牙免费送”大型公益活动。活动一
推出就受到了热烈反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普遍认为，这次活动有助于推动口腔
健康的普及，同时也给缺失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实惠。在当日的公益讲座之后，进入现场抽奖环
节，两名读者各获得一颗德国种植牙的援助名额。

56岁的莫先生是名自由撰
稿人，当天活动现场中了头奖，得
到免费种牙的名额。谈到种植
牙，莫先生也算半个“行家”，8年
前他就开始掉牙，这给他的生活
带来严重影响，所以补牙几乎成

了他除写作以外的又一件大事。
退休后牙齿陆续下岗，他简

直是度日如年。吃饭变得困难，
老胃病也更严重了，食之无味，生
活黯淡无光。“我选择戴较为实惠
的活动假牙，反反复复换了4副

假牙，嘴里异物感强，吃东西用不
上力，硌得牙龈疼，牙槽骨大量流
失，后来我想换种植牙，但当时口
腔条件不符合，暂时耽搁了。”缺
牙导致面部塌陷，让莫先生看上
去比同龄人老了10岁。

大河报健康公益 读者获免费种植名额

抽奖现场，当莫先生说自己
56岁时，主持人调侃他是不是中
奖太激动，把65岁说成了56岁。
莫先生有感而发，“很感谢大河健
康公益给我免费种牙的机会，趁着
这次公益活动还能使用200抵
2000的抵金券，我一定要尽快把
其他的牙都种好。想想以后再也
不用像个糟老头似的喝粥度日，苦

日子总算熬到头了，感觉自己还能
回到年轻的时候，这样看活到120
岁都没问题呢！”莫先生表示，“种”
牙成功后他要借这次活动主题出
一本书，名字就定为《缺牙重生》，
出版的稿费所得将全部捐献给那
些需要种牙却经济困难的老年
人。莫先生一席话感染了现场很
多人，大家为他感到由衷高兴。

大河报与协办机构沟通后
决定援助升级，给河南缺牙人士
更多的实惠，现在种牙预存200
元抵 2000元，价值 350元德国
CT检查免费领。

关于“拯救缺牙人士，德国
种植牙免费送”大型公益活动详
情，请关注本报后续报道！

缺牙又能新生 受援者准备出书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