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材料是免费的，不少
人顾虑使用的会是什么材
料？记者获悉，本次活动统一
使用卡瓦集团的进口ORM-
CO金属托槽。这种托槽无
论材质还是舒适度都要高于
国产的普通金属托槽，是使用
率非常高的正畸材料。这种
矫正方法相对来说也更加成
熟，被广泛采用，疗效稳定，很
多临床案例当月就能见到效
果。本次活动还将签约矫正，
只有200个名额，读者有需要
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牙
齿矫正专线0371-60318899
报名！现在到唯美口腔，种
牙、美牙都还可享受0首付分
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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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昨天一场大雨，让
郑州凉快了些许，但是，盛
夏不会因此止步。在接下
来怎么少怎么穿的日子里，
对于有点肉肉的“胖胖”来
说，内心是崩溃的了。然
而，当节食、运动、减肥药等
无数减肥方式已然无效
时。怎么办呢？记者从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获悉，一场针对单纯性肥
胖症患者的“绿色瘦身”活
动即将开展，现向社会征集
6个治疗名额，全免费！

此次“绿色瘦身”活动，
由内分泌科二病区与治未
病健康管理中心联合河南
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共同开

展，通过营养膳食控制与一
对一个性化的专业医学运
动指导，分两个阶段共计30
天，需要住院治疗，同意并
签署招募协议书。

具体“瘦身”流程包括：
对入选的单纯性肥胖症患
者进行各种常规体检、中医
体质分析、体适能检测、中
医特色治疗，免费提供个性
化营养膳食、一对一运动指
导、科学生活方式培育等一
系列治疗措施。

如果你是年龄在18～
50岁的单纯性肥胖患者，有
一颗“向瘦”之心，那就赶紧
到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报名，由专家面诊。

“胃食管反流在普通人群
中 典 型 症 状 的 发 病 率 达
10%～20%。”王洪涛教授
说，约三成胃食管反流患者没
有消化道症状，而一直表现为
消化道以外的症状。

王洪涛提醒，胃食管反流
参与了几十种疾病的发病过
程，如果身体的多个部位同时
出现不适，且久治不愈，要考
虑一下是不是胃食管反流。

为帮助更多胃食管反流
病患者，郑州陇海医院引进国
内胃食管反流病第一人、中科
院汪忠镐院士及其团队，共同
成立了呼吸消化胃食管反流
诊疗中心。

由大河报与郑州陇海医
院联合发起的胃食管反流免
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在进

行中。如果您有泛酸、烧心、
胃胀、嗳气、咳嗽、气管炎、哮
喘、鼻炎、咽炎、打鼾、胸痛、心
律失常等症状，可拨打河南首
部 胃 食 管 反 流 咨 询 热 线
0371-55988888免费筛查。

据悉，筛查后，专家会根
据病情制订方案。如果病情
较轻，可能专家仅是给您开
药；如果病情较重或是复杂，
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检查。“如
果病情需要手术治疗，需要先
住院进行相关的检查，第一要
明确诊断，第二要评估身体状
况能否耐受手术。”王洪涛教
授说，手术虽是微创，但不是
所有的胃食管反流病患者都
需要手术或都能耐受手术，所
以要具体病情具体分析，个性
化诊疗乃根本解决之道。

唯美免费牙齿矫正 当天吸引近百人
唯美口腔携手德国卡瓦集团200例免费矫正，签约治疗两年返现，报名电话0371-60318899

核心提示 | 日前，唯美口腔携手德国卡瓦集团推出的200例免费牙齿矫正公益活动一经推出，就
得到了热烈回应，活动当天有近百人通过电话了解详情，火爆异常！目前，已有20位牙列不齐者,
通过详细的检查后，与唯美口腔签订免费牙齿矫正（牙齿矫正材料费两年返现，仅收治疗费）相关
协议，开启这个暑假的精彩蜕变！现在，拨打免费牙齿矫正专线0371-60318899即可报名！

免费牙齿矫正为啥这么
火？在唯美接待大厅，18岁的
小郑告诉记者，因为牙长得不好
看，她从初中时就被同学嘲笑，
也是从那时起她一心想矫正牙
齿，私下里咨询过多家医院，小
诊所不敢去，大医院又太贵。她
心疼父母赚钱不容易，不敢把这
个愿望说出来，因此一直拖着。
小郑一看到唯美口腔的这个活
动，就第一时间到院报名，在经

过详细的检查后，她激动地说：
“医生说我还好没有再拖下去，
现在矫牙难度不会太大，等我大
学开学就能看到效果了！费用
问题也不用担心，牙齿矫正的梦
总算是圆了！”

唯美矫正专家告诉记者，像
小郑这种情况不在少数，牙列不
齐危害孩子的身心健康，应引起
父母的重视，如有需要应尽早带
孩子矫正牙齿。

说到父母不重视孩子牙列
不齐的问题，一位家长委屈地表
示：“不是不够重视，一直找不到
专业做牙齿矫正的机构，除了费
用，好的矫牙医生也不好找。”牙
齿矫正不仅要求医生有足够的
专业技术，还要富于责任心、耐

心，患者才能得到更适合的矫正
方案，更好的医疗服务，矫正效
果才能有保证。基于这个原因，
唯美口腔优选10名省级牙齿矫
正专家，他们有多年正畸经验，
无数成功案例，并广受好评，保
证矫正效果达到满意！

唯美牙齿矫正 圆梦准大学生

牙齿不齐不宜拖 找省级专家看牙吧

进口材料免费啦
矫正当月见效果

想健康变瘦？
来试试免费的中医减肥

不少注重保健的人把维生素
看做能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却
不知维生素服用不当会产生副作
用。英国药剂师、营养医学专家
戈金斯说：“我们的身体需要以一
种平衡健康的方式利用营养，摄

入大剂量的单一营养会使身体失
去平衡，陷入危险，这是因为大剂
量的一种营养会妨碍身体利用其
他营养。”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去年
收到的一份研究报告说，男性每
天服用400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E，未来7年至12年的患癌风险
增加17%。英国《生理学杂志》
2014年发表研究报告说，有些人
以增加能量为目的服用维生素C
和维生素E，其实这两种维生素
妨碍锻炼给肌肉带来正常反应。

维生素副作用须当心 □欧飒

心脏检查全做遍，蓦然回首问题却在“胃肠道”
拨打河南首部胃食管反流咨询热线0371-55988888免费筛查

核心提示 | 胸背部撕裂或压榨样疼痛，
有时候放射到后脑勺、颈部甚至肩膀、上
肢，有时候心跳蹦到一分钟一二百次，还
有上万次异常跳动，所有人遇到这些情
况第一反应就是以为自己得了心脏病，
赶紧去心内科。如果查不出心脏的毛
病，医生很可能认为是患者精神有问题，
实际上这很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作祟。

郑州的王先生，今年36岁，
诊断心脏病却有4个年头了。4
年前开始，他就反复出现胸背部
撕裂或压榨样疼痛，有时放射到
后脑勺、颈部甚至肩膀、上肢，心
跳经常到一分钟一二百次，还总
感觉心跳有间歇，去医院做了一
堆检查，光动态心电图就做了3
次，最多时一天有2万多次早搏，
年纪轻轻就想着交代后事了，因
为心电图显示停搏，停搏意味着
心脏停止工作。心脏彩超、平板

试验、冠状动脉CTA、冠状动脉
造影都做了，也没发现问题，心脏
病的药吃了不少，一点效果没有。

王先生去北京找电生理专家
会诊，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心
内科医生把他推给了心理医生，
认为是焦虑症。吃了很多抗焦虑
药物，病没有治好，王先生的情绪
反而不能自己控制了。

中科院汪忠镐院士经过多年
研究，在国内率先发现，胃食管反
流病不仅影响食管引起泛酸、烧

心、胸痛或胸骨后不适感，还可以
影响到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耳
鼻咽喉系统、神经系统、血液系统
甚至免疫和内分泌系统。

上个月，王先生在大河报上
看到汪忠镐院士及其团队在郑州
陇海医院定期坐诊并手术后，慕
名前去就诊。王洪涛教授给王先
生进行了详细检查，胃镜发现反
流性食管炎，食管24小时pH监
测发现有酸反流，最终确诊他患
的是胃食管反流病。

心脏检查全做了，无奈求助心理医生

很多人都知道泛酸、烧心是
胃食管反流的典型症状，王先生
有严重的心律失常，症状也像心
绞痛，祸首怎么会是胃食管反流？

“胃食管反流就是胃内容物
反流进了食管里，原因主要是食
管胃相连处的‘阀门’——贲门口
太松了。”王洪涛教授说，反流物
可以刺激食管内的神经通过反射
造成冠状动脉痉挛而引起心绞痛

发作和心律失常，也可造成全身
血管舒缩障碍而引起高血压或低
血压，甚至晕厥。王先生年轻，一
般不会有冠心病，经过检查也排
除了心脏病，这时就要想到胃食
管反流病的可能，因为此病在普
通人群中发病率极高，不分老幼。

国外研究还发现，胃食管反
流是诱发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
的重要原因，对于患有胃食管反

流的患者不控制胃食管反流发生
心梗的风险是正常人的6倍。

王洪涛教授说，年轻患者表
现为心脏症状的，首先要考虑胃
食管反流的可能。年老患者要先
做心脏检查，如果检查结果没有
严重问题，要考虑胃食管反流的
可能，如果检查结果明显异常，先
处理心脏问题，如果症状仍不缓
解，仍要考虑胃食管反流的可能。

胃食管反流患心梗风险高

“胃底折叠术，就是在胃
与食管的连接处构建一道‘围
墙’，从根本上堵住反流的通
路。”王洪涛教授告诉记者，
胃底折叠术是国际上公认的
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最佳手
术方式，不仅创伤小，手术恢
复时间仅需两三天，而且可使
胃容积略为缩小、加快胃排
空、改善消化不良的症状。

胃食管反流病的治疗主

要有药物保守治疗和手术治
疗。药物治疗目的是减轻症
状。“虽然药物治疗能改善部
分患者的症状，但仍有大部分
患者因疗效不佳或带来药物
副作用，需要进一步治疗。”
王洪涛教授说，贲门过度松弛
是一个机械性的问题，不能用
药物治疗来解决，要想彻底控
制反流就需要进行腹腔镜下
胃底折叠术和射频消融术。

微创“开孔”修复松弛“阀门”

三成患者没有消化道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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