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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唯美口腔4周年，
特邀韩国专家亲自为您种
牙，超过20年的种牙经验，凭
借极其丰富的经验，确保每
一颗种植牙的成功率。会诊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与东风
路交叉口北 200 米。拨打
0371-65795698可享受以下
优惠：

牙齿检查：口腔全景片、
口腔内窥镜预约免费；

牙齿种植：韩国种植牙
3980元再享折上折；

牙齿美白：两人同行一
人免单；

牙齿矫正：全项目8折优
惠；

牙齿美容：美容冠、牙齿
贴面全部8折优惠；

女性盆腔脏器脱垂是
由盆底支持结构损伤、退
化、松弛或薄弱造成的盆腔
器官解剖位置改变和功能
异常，包括子宫脱垂，阴道
前、后壁膨出等，该疾病与
压力性尿失禁常常伴发。
表现为引导组织物脱出、行
走不便、排尿异常、腰酸、下
坠感等。此疾病虽然不威
胁生命，但其症状严重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
康。

在郑州市三院妇科，盆
底功能重建是李燕白的“拿
手好戏”。

一位 72 岁的女性患
者，因大笑、咳嗽、用力等引
起漏尿症状来找李燕白就
诊，日常频繁换裤子是小
事，旁人异样的眼光令患者
痛苦不已。

经检查，导致这一系列
症状的“元凶”是盆底功能
障碍，患者子宫脱垂三度，
阴道前、后壁膨出。为了解
除患者的痛苦，李燕白建议

她通过手术重建盆底功
能。根据患者自身情况，她
为患者设计了阴式曼氏手
术+腹腔镜下子宫韧带悬吊
手术，既能彻底解决问题，
又将手术的损伤降到最
低。她将患者松弛的盆底
组织进行悬吊、修补，重建
盆底组织架构，恢复子宫、
阴道、膀胱、尿道、直肠正常
解剖位置，缓解临床症状，
恢复功能。

术后，患者十分满意，
握住李燕白的手连连道谢，
感激不已。

据悉，腹腔镜下的“全
盆底重建术”属于高难度手
术，它要求医生具有娴熟的
盆底重建手术技巧，难度
大、风险高。

但是，在“艺高人胆大”
的李燕白看来，“没有做不
了的手术，只有值不值得做
的手术”，这份底气，来自多
年的潜心钻研、不断探索的
精神，来自长期积累、身经
百战的经历。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分校研究人员用一种基因突变导
致易患白血病和淋巴癌的老鼠做
实验，让一组只接受抗炎症的

“好”细菌，另一组既接受“好”细
菌也接受导致炎症的“坏”细菌。
结果发现，第一组老鼠出现淋巴
癌的速度比第二组慢一半，寿命

比第二组长4倍，DNA受到的损
坏以及炎症比第二组少。他们认
为，未来或许可以利用含益生菌
的营养补充剂帮助人类防癌。

做护佑女性健康与尊严的医者
——访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妇科肿瘤病区主任李燕白

核心提示 | 她是拥有34年妇科临床治疗经验的资深专家，有逾万例手术经验，解决过大量妇科疑难杂症。 她是郑州市三院微创妇科的领航
人，以灵巧的双手为患者解除病痛，保留生理机能，修复改善功能，极大地提高了女性患者的生存质量。

在郑州市三院，妇科肿瘤病区主任李燕白以手术的精致、精细和专注著称，她把每一台手术都当作艺术品来完成，既耐心投入，又干练利落。
对于她来说，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在手术台上辛勤劳作，因为她是一位护佑女性健康和尊严的医者，因为治病救人是一个充满成就感的过程。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和生
活方式的改变，各类妇科肿瘤呈
现逐年高发的态势，已经成为严
重威胁女性健康的“红颜杀手”。

常见的妇科肿瘤主要有宫颈
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得益于
现代医学科学迅猛发展，微创手术
已全面普及妇科肿瘤治疗领域。
李燕白说，各类妇科肿瘤基本上都
可以通过腹腔镜手术、宫腔镜手
术及宫腹腔镜联合手术解决。

在她看来，一次成功的治疗，
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术，而是一
个环环相扣的过程。这其中，术
前的准备工作占 30%，术中占
30%，术后占40%。

“让患者以微小的损伤达到
比传统开腹手术更佳的效果，是
每一位妇科医生的责任”，因为患
者不仅仅是一位患者，而且是一
位“女性患者”，所以在充分考虑
机体经受疾病与手术双重打击的
情况下，减少女性功能的伤害极
为重要。

所以，对治疗的全程管理就
显得极其重要。术前，要对患者
进行病情评估，制订周密的诊疗
方案，做好术前的各种准备，并召
开缜密的术前讨论，以确保患者
的安全。

术中，要考虑患者的器官功
能、神经组织的保留以及手术后
遗症等问题。以良性的卵巢肿瘤
为例，在肿瘤剥离术中，要关注卵
泡的丢失问题，尽量减少卵泡的
显性及隐性丢失，尽可能减少切
除正常卵巢组织，减少手术对卵
巢组织的损伤，为患者保留生育
功能。

术后，各种治疗要考虑药物
对卵巢功能的影响，否则保留生
育功能的手术方式就前功尽弃。

“部分恶性肿瘤仍有可以保存生
育功能的可能性，所以在治疗的
同时，要时刻记得患者是个女性，
把对患者的生活影响降到最低。”

系统有效的术后治疗，可以
尽可能地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延长寿命，所以除了手术之外，李
燕白和她的团队还开展了放疗、
化疗、中医免疫治疗、肿瘤灌注治
疗、生物治疗等多种多样的治疗
手段。

对于不适合手术的晚期肿瘤
患者，她们以化疗辅助，进行1~3
个周期的治疗，为患者创造手术
机会。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
患者除了能够达到治疗疾病的目
的，还在女性的生理机能保留及
修复改善功能方面达到良好的远
期效果。

治疗全程管理，全方位呵护女性患者健康
解除“难言之隐”，致力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缺牙老人种牙 如何能使用终身？
名医种植室持续开诊，韩国种植牙享折上折，最后3天
大河报名热线：0371-65795698！
□ 记者 李彬
核心提示 | 上周，省内首个名医种植室开诊，唯美口腔迎来种牙高峰，韩国种植牙3980元再享
折上折活动，也受到追捧。唯美口腔4周年活动将在本周三正式结束，如果您是牙齿缺失人员，赶
快拨打电话0371-65795698报名参与吧。据唯美口腔临床反馈，很多人对种植牙的使用寿命
有很大疑虑。今天，大河报特别邀请韩国种植专家郑淳奎博士为您解答。

种植牙到底能使用多久？郑
淳奎博士表示，种植牙能否使用
终身，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必须完
善前期检查、治疗到后期维护的
整个服务模式，种植牙才可以“一
颗恒久远”。种牙前，应利用口腔
CT和动态导航对患者口腔进行

全方位检查，在判断出患者的牙
槽骨位置、深度、厚度后，评估出
患者口腔情况是否适合种植牙，
排除手术风险，并制订科学、精
准、个性化的种植牙方案，让患者
术前就在电脑上看到种植效果，
确保种植牙手术的成功。

在术中，唯美口腔专家利用
光纤内视镜，有效控制手术区域
的炎症，术后几乎无感染和肿胀，
大大增加了种植牙的安全系数，

且不需要传统手术器具，就可以
在几乎无麻醉状态下进行软硬组
织的切割，不仅创伤极小、几乎无痛
感，还延长了种植牙的使用寿命。

更重要的是，唯美口腔机构
制订了严格的客户维护体系，并
承诺为种植牙患者提供终身维护
服务。医护人员定期进行电话回
访，患者及时进行术后情况反馈，

从根本上保证种植牙的长久使
用。郑淳奎博士介绍，作为一项
精密的口腔修复学科，只有选择
专业口腔机构，种植牙才可以实
现一次种植、使用终身。

术前：全方位检查，制订个性化方案

术中：可视技术，保证种牙成功率

术后：人性化终身维护，全程无忧

唯美口腔4周年
折上折活动最后3天

益生菌或防淋巴癌 □欧飒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刘璐

近日，湖北5岁男孩小
鹏一觉醒来，发现家里的门
窗桌椅统统变成了双份，不
由被吓哭。应声赶来的奶
奶更是被眼前一幕吓坏，孙
子的黑眼珠完全偏到了一
边，眼睛里几乎只剩眼白。
经检查，小鹏被确诊为斜
视。医生认为，或与小鹏从
2岁开始就频繁接触电子产
品，看动画、玩游戏有关。

郑州人民医院眼科主
任医师王艳青介绍，斜视高
发于儿童，病因复杂。尤其
是婴幼儿双眼单视功能发
育不完善，不能很好地协调
眼外肌，任何不良的生活习
惯都可能导致斜视的发生。

王艳青提醒，家长一旦
发现孩子患斜视，应早诊
治，及时治疗能帮助孩子纠
正眼位、提高视力，为他提
供良好的发育条件。错过
了最佳治疗期，会造成弱
视，孩子正常的视觉功能就
不能完全恢复了。

斜视是指双眼不能同
时注视目标，属眼外肌疾
病。王艳青建议家长要注
意以下几点：

1.注意观察孩子的眼睛
变化情况，及时纠正不良用
眼习惯，看电视不能总坐一
个位置或一种姿势。

2.留意孩子学习、手工
操作、活动时的用眼情况，
发现异常要及时到医院眼
科检查，对于有屈光不正的
患儿可配镜，以防发生斜视
及弱视。

3.从特殊时期加强护理
做好预防：婴幼儿发热、断
奶时应加强护理，并经常注
意双眼的协调功能，观察眼
位有无异常情况。

4.注意有无遗传问题：
对有斜视家族史的儿童，尽
管外观上没有斜视，也要在
2周岁时请眼科医生检查，
注意有无远视或散光。

5.注意孩子的用眼习
惯。如灯光照明要适度，不
要躺着看书，限制孩子看电
视或玩电子产品的时间。

玩手机三年，5岁男童——

一觉醒来黑眼球不见了
专家提醒，孩子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或致斜视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