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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业
所以更值得信赖

在中国众多口腔机构中，德贝
只做种植牙，执行德系精工标准。

德贝整合国际化资源平台，在
设备引进、团队组建、技术研发方面
最大化发挥国际实力：从服务理念
到仪器设备再到诊疗标准，都严格
按照国际前沿医疗标准执行，全套
引进德国前沿诊疗设备、率先执行
欧洲一级灭菌标准、组建国内外权
威种植牙专家团队，大手笔打造一
个值得信赖的专业植牙平台，实现
口腔种植服务全球无缝对接，给顾
客带来更舒适的体验和更安全的植
牙保障，这是一些“大全科”医院所

不能比的。

“质量安全”
就是德贝的“法律”

在德贝植牙，“追求德国品质，
实现产品零缺陷”就是“法律”。

德国企业认为，产品质量的好
坏，主要体现在是否“经久耐用”上。

同样，德贝也高度注重产品质
量和品牌价值，致力于打造百年植
牙品牌。坚持“专业、品质、厚德、依
法、诚信、规范”，为所有中国客户奉
献高品质德式植牙终身服务。

在德贝植牙，“质量安全”就是法律
德贝植牙，只做种植牙所以更专业！选对种牙好方案，当天种牙当天用！
致电大河德贝种牙热线：0371-65795619，多重植牙援助等您来！

核心提示 |“成功的秘诀很简单，我们只专注于做一件事，那就是如何为顾客种出世界上更好的
牙。”德贝植牙负责人告诉我们，在德贝，质量安全是不可触碰的“红线”，因为没有质量，谈什么品
牌、发展、竞争都是空话……

在德贝，质量安全绝不是一
个空洞、华丽的名词。立足中国，
德贝始终严格执行种植牙德系精
工标准，全力打造四大金牌品质
管理体系：

①品质承诺
德贝在专业人才、诊疗设备、

先进技术、服务模式、品质工艺上
均秉承德系“精于工，专于术”的
严谨精密特质。联合世界九大种
植牙技术研发厂商发布诚信宣
言，不让一颗不完美的种植牙流
出德贝。

②品质监控
与国内外知名种植牙科研机

构长期保持密切合作交流关系，
引进国际前沿种植牙技术，不断
提高植牙团队专业素质，并强化
院内医疗监管制度，严格执行欧
洲一级灭菌标准。

③品质服务
德贝对医疗服务的观点与众

不同，秉承“种植一颗牙，留一颗
精品、交一个朋友”的准则，把顾
客当亲人，言必信、行必果。

④品质保障
为保障顾客术后恢复安全、

快速，德贝制定行业完善术后安

全体系，率先承诺：种植牙最高可
享终身质保。成立客户管理中
心，为每位顾客提供周到便捷的
专业化健康管家服务。

【活动提醒】
单颗缺牙、多颗缺牙、半口缺

牙、全口缺牙，拨打大河德贝种植
牙热线0371-65795619，您将与植
牙专家面对面，更可惠享多重植
牙援助：

1.免3D口腔CT检查费
2.免种植牙相关检验费
3.免种植牙权威专家亲诊费
4.免专家种植牙方案设计费
打入大河德贝种牙热线，更

有机会获得免费种植牙援助。

不让一颗不完美的种植牙流出德贝

到了预产期宝宝却迟迟不动、
没有要出来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
很多老人会认为这没什么，只要静
静等等顺其自然就行，而且顺产对
大人孩子都好，常常主张等下去。
殊不知，这潜伏着很大的危险。

“对于月经规律的女性来说，怀
孕达到或超过42周尚未分娩的，就
称之为过期妊娠，这是一种异常的
妊娠状态。”郑州市妇幼保健院产科
大区主任吴爱红说，过期妊娠会使
胎盘的功能出现老化的恶况，胎盘
的血管出现老化时有可能会让胎盘
供血不够，从而使胎儿的氧气供给

出现不充足的情况，胎儿也得不到
足够的营养补充。此外，分娩时胎
儿耐受力较差，易出现胎心、羊水异
常，多量胎粪排出后又被胎儿吸入
肺中，可能导致吸入性肺炎，还可能
会造成胎儿的脑细胞坏死发生脑病
病变，甚至因缺氧而致死亡。

吴爱红说，临床上，碰到过期妊
娠的孕妇，医生都会特别小心，安排
做各项必要的检查，其中最常做的
就是，判断胎盘功能是否老化。如
果胎盘功能确定老化，医师会建议
剖宫产手术，以免胎儿受到伤害；但
若胎盘功能仍未老化，可以考虑再

观察或利用引产的方式，让胎儿从
阴道自然分娩而出。

“当然，过期妊娠并不一定会造
成胎儿死亡，过期妊娠胎儿宫内的
存活主要取决于胎盘功能。有的准
妈妈虽然预产期已过，但胎盘功能
并未减退，正像人老了有时还相当
健壮一样。”吴爱红强调，一旦到了
预产期，即使没有一点儿“分娩动
静”，也一定要到医院围保检查。过
了预产期，更应该增加和加强围保
监测，听从医生的建议，合理安排入
院时间，杜绝“过期妊娠”的发生。

丙型肝炎起病隐匿，
感染人体后容易转为慢性，
长期感染容易引起肝硬化
和肝癌，严重威胁人类健
康，但是丙型肝炎的治疗效
果较之乙型肝炎要好，干扰
素（IFN）联 合 利 巴 韦 林
（RBV）是目前我国的标准
治疗方案，但是IFN的不良
反应让很多患者望而止步，
成为患者迈向健康路的绊
脚石。

2012 年是“无 IFN 疗
法”概念正式提出的一年，
这是丙型肝炎治疗的里程
碑，直接抗病毒药物（DAA）
获准进入临床，现阶段处于
不同临床试验阶段的在研
DAA药物有三十余种，可
分为 NS3/4A 蛋白酶抑制

剂、NS5A蛋白抑制剂、核苷
类与非核苷类NS5B聚合酶
抑制剂、内部核糖体结合位
点抑制剂及亲环素抑制剂
等。

近期，郑州市第六人民
医院肝病五科开展的药物
验证项目为索非布韦，主要
作用于NS5B聚合酶抑制剂
的口服制剂，全口服药物治
疗丙肝。目前正在招募患
者参与研究，有意者可与该
院药物验证办公室联系。

志愿者入选标准：1.年
龄18～65岁；2.基因2型慢
性丙型肝炎感染超过半年；
3.HCV-RNA≥10000IIU/
ml；4.既往未接受过IFN或
者直接抗病毒药物治疗。

“生孩子”是否“瓜熟自落”就好？
专家提醒：过期妊娠存在风险

基因2型慢性丙肝
临床试验招募志愿者

我们都曾有过抽筋的经历，突
然小腿肚子就揪在一起，很难动
弹，还伴有疼痛感，尤其是在夜间
常有被抽筋疼醒的经历。那么，小
腿为啥会抽筋？怎么才能不抽筋？

据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
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颈肩腰腿痛
科主任赵明宇介绍，引起小腿抽筋
的原因包括脱水、疲劳、寒冷刺激、
睡眠姿势不好、神经损伤，或电解
质失衡。

还有些人夜间睡觉的时候出
现小腿抽筋，这个原因是多方面
的，大多数属特发性。但是，赵明
宇提醒，在患有某些疾病时，发生
腿抽筋的概率会增加，被称为继发

性腿抽筋，如多种肌肉病、外周神
经病、尿毒症、糖尿病、甲状腺疾病
等。因此，如果发作比较频繁，就
应及时去医院就诊，查明病因尽早
治疗。

赵明宇说，多数小腿抽筋的人
与缺钙有关。比如，绝经后的女
性、节食减肥的人等，由于钙的吸
收或摄入不足而导致腿抽筋。另
外，服用某些药物，也可以诱发继
发性腿抽筋。这些药物包括激素
类，止痛的吗啡，治疗胃病的西米
替丁，降血压的利尿剂、尼非地平，
降胆固醇的他汀类药，精神科用药
锂盐等。

抽筋一般会慢慢自愈。不过

持续的疼痛和反复抽筋时间过长，
还是很难受的。赵明宇就此建议，
一是改卧为坐，伸直抽筋的腿，用
手握紧前脚掌，二是直接按压抽筋
的肌肉部位以缓解肌肉收缩，让痉
挛更快地消退。腿抽筋的时候，记
住千万不要把腿再弯起来，或者是
蜷起来，否则会让抽筋的地方更
疼。

赵明宇说，预防腿部抽筋，要
注意驱寒保暖，注意睡眠姿势，走
路及运动时间不宜过长，适当参加
体育锻炼，适当补钙，比如奶制品、
瘦肉等，能促进钙盐溶解，帮助吸
收。

在不少家庭，孩子都是
全家人的“宝”，家长生怕孩
子吃少了，营养不良。但其
实，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我
国的肥胖儿童逐渐增多。
2016年《柳叶刀》医学科学
杂志报道,肥胖已成为全球
最流行的一种慢性疾病，不
仅成人，儿童青少年上升速
度更快。

“孩子肥胖的原因，多数
与吃东西的数量有关，临床
上，经常能听到孩子说每餐
都能吃几大碗米饭，而且总
是感觉吃不饱。”郑州大学附
属郑州中心医院儿科主任段
红宝说，再有就是和吃的东
西的性质有关，像糖含量高
和脂肪含量高的点心、奶制
品、饮料、油炸食品等，都是
让孩子胖起来的食物。再加
上现在的孩子运动时间和运
动量明显缩水，摄入热量多，
消耗少，肥胖就自然找上门
来了。

肥胖是儿童罹患高血压
的危害因素之一。肥胖程度
越高，血压也越高。同时儿
童肥胖也是诱发脂肪肝、高
血脂和胰岛素抵抗的危险因
素。此外，研究表明，如果儿

童8岁后仍为肥胖者, 80%
以上成人后可为永久性肥
胖，甚至会增加成年期发生
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

肥胖儿童怎么减肥？段
红宝说，对于孩子来说，减肥
最好不要量化，不能过于强
调每天锻炼的时间，初期阶
段只要体重不增加就行，坚
持饮食均衡和合理运动。

从生理需求上看，儿童
比成人需要更多的睡眠时
间，充足的睡眠可以让孩子
分泌更多的生长激素，有利
于儿童生长发育。同时，长
个儿也能抑制肥胖，段红宝
建议，学龄前儿童晚上8点
前入睡，上学后入睡时间最
晚别超过9点。

“蛋白质是儿童正常生
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素，必
须足量。”段红宝强调，脂肪
要严格限制，避免摄入猪油、
肥肉、油煎和油炸食物等。
要尽可能满足孩子的食欲，
可以选择体积较大、热量低
的食物，以粗粮为佳，像粗加
工的米面、玉米，含纤维素多
的蔬菜和水果。

儿童8岁后仍为肥胖者
成人后将永久性肥胖？

人人都“抽筋”，原因却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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