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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看到消息就赶紧抢了
一个名额，大河报团购种植牙价
格公道、医院正规，更有媒体监督
作为重要保障，我是一百个放
心。”大河报团购种植牙一经公
布，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捧。

据悉，大河报团购种植牙可
尊享以下优惠：韩国种植牙特价
5000元（包含牙冠）；德美欧植体

“种三免一”（多人可拼单）。
此外，本月14日特设大河报

直播间，邀请河南种植名家亲自
操刀进行手术现场直播，零距离
亲眼见证缺牙重生，打消你的种
牙恐惧。当日还将现场抽取价值
16000元种牙大奖，免费种牙机
会等你来拿。

种牙怕疼？大河报团购种植牙受热捧
8月14日看种植牙名家手术直播，免费赢价值16000元种牙大奖
报名电话：0371-65795671
□ 记者 林辉

核心提示 |“没想到大
河报种牙援助力度这
么大，种牙省了好几万
呢！”“一直希望种牙能
像躺下休息几分钟一
样轻松，大河报团购种
植牙都帮我实现了！”
据悉，已有100多位中
老年朋友，在大河报团
购种牙活动中告别缺
牙苦，圆了种牙梦。

大河报直播轻松种好牙，不痛不出血种牙“真绝了”

“只有4分09秒！种好一颗
牙只用了4分09秒！”“就看到水
激光喷头在嘴巴里旋转了几次，没
见血没喊痛，主持人都来不及多讲
几句话，种牙就完成了！真绝了！”

上午10点11分，丁大姐出
现在镜头里。10点17分，丁大
姐躺在口腔治疗床上做好准
备。手术正式开始，现场上百只
眼睛盯着屏幕。主刀医生大河

报名医团专家崔树祯在水激光
治疗仪的辅助下，打孔备洞用时
1分37秒。在导航系统帮助下，
植入植体用时47秒。紧接着咬
合测试，用时15秒；安装基台用
时59秒，最后缝合，全部动作完
成。现场计时员宣布：“手术结
束，现在是10点21分56秒。种
牙全程用时4分09秒！”现场缺
牙观众彻底沸腾了！

“5分钟极速种牙”攀新高，手术舒适、安全、恢复快

当观众问及，为何要实现
5分钟内极速种牙挑战时，崔
医生解释道：“想走在无痛种
植技术领域的巅峰，那就必须
对手术的速度有所追求。种
牙时间短是提高手术舒适度
的关键点，手术速度越快痛感

越低；还能提高安全系数，降
低手术过程中的可变化因素；
另外，速度快出血少、创口小，
术后恢复会更快。实现极速
种牙标志着在种植牙手术领
域已经达到先进、成熟种植水
平！”

活动链接>>>

1.8 月 14 日大河报直
播间邀你观看种植牙名家
手术直播；

2. 韩 国 种 植 牙 特 价
5000元（包含牙冠）；

3.德美欧植体“种三免
一”（多人可拼单）；

4.免费抽取价值16000
元种牙大奖。
报名电话：0371-65795671

大河报团购种植牙，
多方见证种牙更放心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丁翠翠

很多人在体检前都会被医
生告知：体检那天早上空腹过来
抽血！那么，空腹就是不吃早饭
吗？能喝水吗？

“一般来说，需要空腹抽血
的化验项目，大部分都是做生化
检验的项目。”河南省中医院健
康体检中心主任刘永生说，通
俗点讲就是例如血脂，血糖，肝

功能，肾功能，电解质等的项
目。这些项目的正常值都是以
正常人的空腹血检测所测得的
数值，用科学的方法统计后得
出的。这些项目很容易受饮食
的影响，因此就需要排除饮食
的因素，得出最能反映身体状
态的数据。

刘永生说，空腹抽血一般
是要求不吃早餐，距上一餐（即
抽血前一天的晚餐）大概间隔

10～14小时，抽血前一天的晚
上，要保持平常的生活习惯，正
常饮食，要清淡，不可喝酒，饭
后也不能喝浓茶、咖啡之类的
饮品；睡眠充足；早起后不吃早
餐，尽量少喝水，平静地到医院
等候抽血。至于其他特殊情况
例如，早晨需要服药、做特殊项
目的检查等，是否会影响抽血
结果，最好是提前咨询一下医
生。

当我们由蹲位突然站起来
的时候，就会感到眼前发黑、金
星乱冒，有些人就认为自己得了
贫血。其实，这可能是一种正常
的生理反应——起立性低血压。

据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大
心血管内科主任范萍介绍，正常
人站起来的时候，会有末梢血管
的反射性收缩，以防止血液停留
于下肢。任何引起自动调节作
用的障碍，如末梢血管反射性收
缩丧失，都会导致心搏输出量的
减少，从而引起起立性低血压。

“除了以上原因外，缺乏维
他命、荷尔蒙分泌异常、更年期
或自律神经失调也都是造成头
晕的因素。”范萍说，如果眼前发
黑伴随一侧肢体瘫痪或无力，剧
烈的头痛、呕吐等，那就应该高

度警惕，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常有人把贫血与低血压相

提并论，误认为低血压就是由贫
血所造成的，因而想用“补血”的
方法来改善低血压。事实上，贫
血与低血压，除特殊情况外，在
医学上属于两种不同的概念。

“贫血是指循环血液中的血
红蛋白含量，红细胞数目以及红
细胞的总体积减少的一种综合
性病理状态。”范萍说，贫血患者
主要表现为脸色苍白、无力、心
慌、头晕、耳鸣、失眠等。但一般
血压并不降低，由于贫血只是一
种病症，或许是某些病的早期讯
号。因此一旦发现贫血后，必须
认真寻找原因，以免耽误治疗。

范萍说，低血压虽然不算是
一种疾病，但可能是其他疾病所

致。而且它会使人头晕眼花、精
神疲惫、注意力不集中或昏倒、
休克，而导致其他伤害产生。因
此，确实了解低血压的原因，并
做好保健和治疗，才能避免影响
日常生活或产生并发症。

如何防治起立性低血压呢？
范萍说，这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
尽量防止血液停留在下半身。

具体的方法有：从躺或坐的
状态起身时，花点时间慢慢起
身；站起来时做抬脚或是踏步动
作；为了使能够提升血压的肾素
——醛固酮系统的荷尔蒙流出，
睡觉时将头部垫高；改善血液循
环，使自律神经的平衡变好，进
行强化肌肉等轻微、适度的运
动；增加水分及盐分的摄入量，
均衡饮食。

近年来，随着现代人生
活节奏的加快，脊柱疾病发
病率不断上升，并以颈椎病、
腰椎病发病率最高，发病年
龄也呈年轻化趋势。而老年
人由于腰椎退变，成为脊柱
疾病的高发人群。由于老年
人体质下降，并伴有不同程
度的内脏疾病，身体上往往
难以承受传统的外科手术治
疗，不少人因此失去康复的
机会。对于脊柱疾病患者尤
其是老年患者，如何减少患
者痛苦、最大限度地达到理
想的治疗效果，已成为脊柱
专家研究的重要方向。

8月13日～14日，新乡
地区的脊柱外科医师将来到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共同
探讨（或规范）椎间孔镜技术
治疗颈椎病、腰椎病。近几
年，椎间孔镜技术因创伤小、
康复快、安全性高、并发症
少、术后瘢痕小等优点，成为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等脊柱疾
病的首选。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诊疗中心周红刚主任
及其团队从德国引进的椎间

孔镜技术，在局部麻醉下只
需在患者的皮肤上开一个极
小的切口，在内窥镜直视下
摘除突出的椎间盘组织，从
而达到治疗目的。

但是，该技术对术者要
求极高。为此，河南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椎间盘诊疗中心
在今年推出了椎间孔镜实用
技术地市培训计划。

该培训计划每月举行一
期。在培训中，周红刚主任
及其团队会把在临床工作中
总结出的椎间孔镜技术技
巧、手术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问题以及解决之道倾囊相
授。同时，还将进行椎间孔
镜技术实际操作直播演示，
结合理论知识对手术操作的
每一个步骤进行深入讲解。

此外，为了推动脊柱微
创事业的发展，河南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椎间盘诊疗中心
还长期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
进修医师，每月招收一次进
修医师，每次招收15人左右，
目前进修人员已达 1000余
人。

突然起立头晕眼黑，是贫血吗？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河南省第五期椎间孔镜技术培训班本周开班

颈胸腰腿疼，
步入微创治疗时代
□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空腹抽血，你做对了吗？

8月 6日～7日，来自周
口扶沟县特殊教育学校的5
名听障儿童，在郑州市第三
人民医院陆续接受人工耳蜗
植入术。该院耳鼻喉头颈外
科主任张智风说，作为我省
新农合大病救助项目中的

“农村贫困聋儿人工电子耳
蜗定点植入医院”，14岁以内
的新农合患儿，只需自付1.77
万元即可植入人工耳蜗。

据悉，此次集中手术，将
为 8名患者植入人工耳蜗，

“除了5名周口扶沟听障儿童
外，另有其他3名患者。”张智
风说，人工耳蜗将帮助孩子
们开启“听力之窗”，彻底告
别无声世界。对听障患者来
说，人工耳蜗植入是恢复听
力的最佳手段，但是动辄数
十万元的费用，将许多听障
患者“阻隔”在有声世界之
外。张智风说，目前人工耳
蜗的市场价格，国产的在10
万元左右，进口的10多万20

多万不等。由于费用高昂，
很多听障患者无法负担。
2013年 9月开始，我省新农
合针对耳蜗植入政策出现重
大突破，双侧重度感音性耳
聋列入大病救助项目，人工
耳蜗手术最高补偿限额为6.8
万元。从2015年开始，新农
合又增加了二次报销政策，
因此新农合患儿只需自付
1.77万元。

张智风表示，对于先天
性耳聋患儿来说，人工耳蜗
越早植入越好，两岁之内植
入耳蜗，不需要语言训练，可
以和正常孩子一样形成语言
能力；而在3-5岁植入耳蜗，
就需要做语言功能康复训
练。而耳蜗植入越晚，孩子
的语言能力恢复就越差，张
智风提醒家长，新生儿在出
生7天之内，一定要做听力筛
查，一旦发现孩子有听力障
碍，要及时到医院找专科医
生咨询诊断。

农村贫困聋儿开启“听力之窗”

植入人工耳蜗可获救助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