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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以下情况：1.单颗、
多颗牙缺失；2.全口或半口牙缺
失；3.牙齿松动；4.活动假牙不适；
5.活动牙修复失败；6.烤瓷牙失
败。赶紧拨打电话参加大河种牙
内购会，来电预约享受以下优惠：

1.进口植体内购价，最低3600
元/颗起；

2.德国ICX植体种三送一（多
人可拼单）；

3.韩国植体免费送。
活动热线：0371—8888 2777

□记者 林辉

肺大泡是一种不可逆
转的肺部病损。肺大泡较
大或多发时，就犹如一颗炸
弹，随时有破裂危险，常常
导致或加重患者呼吸困难
的症状，救治不及时可危及
生命。近日，河南省中医院
肺病科主任孟泳及其团队
成功为一名心脏“脆弱”患
者进行了肺大泡粘堵术。

该名患者左下肺有一
个巨大的肺大泡，看起来像
个一触即破的大气球。同
时该患者的心脏情况十分

“脆弱”，心肌广泛严重缺
血，三年前曾查造影左前降
支冠脉狭窄70%，术中如果
患者紧张，血管收缩，随时
有发生心梗的可能。

孟泳说，这个肺大泡占
据了左肺近一半空间，患者
胸闷、气喘明显，严重影响
日常生活。以患者的心肺
功能，如果进行外科手术，
风险会更高。但如果不做
处理，肺大泡随时可能破裂
造成大量气胸危及生命。
专家团队权衡再三，与患者

家属反复沟通后，家属最终
决定选择做生物胶粘堵术。

CT引导定位、消毒、进
穿刺针……一切都有序进
行中。不料，患者突然相继
出现了气胸、心梗两种危急
状况。有着丰富经验的专
家团队及时正确应对，最终
化险为夷，迅速将肺大泡内
气体抽出，注入医用生物
胶，成功将肺大泡缩小并粘
堵。术后，患者胸闷症状缓
解，肺功能得到明显改善，
生活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据孟泳介绍，肺大泡指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肺泡腔
内压力升高，肺泡壁破裂，
互相融合，在肺组织形成的
含气囊腔。一般继发于小
支气管的炎性病变，如肺
炎、肺结核或肺气肿，也有
一些病因不清的特发性肺
大泡。

肺泡是否异常可以在
体检时增加CT排查。孟泳
提醒说，胸痛、胸闷、气紧是
肺大泡破裂的主要症状，发
生类似情况时应停止剧烈
运动。
线索提供 赵润扬 李尤佳

大河种牙内购会 免费种植牙等你来
植得即刻用无痛种植牙，种牙内购会报名电话：0371—8888 2777

核心提示丨日前，大河报牵手省内老牌专业种植牙机构，联合举办种植牙内购会。消息发出后，报名
电话响个不停。“这几年，牙齿一年不如一年，每次吃东西，只能慢慢嚼，很不方便，种植牙又比较贵，
就一直将就着。参加内购会，我们老两口种牙加起来能省小两万了。”陈阿姨赶紧报了名。

近日，68岁的林老先生复
查种植牙时，气色比去年明显
好了很多。作为老年长跑队
队员的林老先生，也是马拉松
协会会员，经常参赛。

去年，林老伯发现左边牙
齿松动得厉害，咀嚼疼痛无
力，吃饭变得艰难，“和队友在
外比赛时，总因为我吃饭慢而
耽误大家时间”，林老伯说，当
初跑马拉松主要是为锻炼身
体，但牙齿不好，营养和身体
都跟不上，锻炼也无从谈起。
林老伯为此放弃了多场比赛，
在家休养。

半年后，林老伯在如意湖
畔晨练，碰到做牙医的老朋
友，并得知有种牙机构种一颗
牙仅需8分钟，不痛不肿。

林老伯喜出望外，决定去种
牙，但对手术的恐惧让他有些迟
疑。“我们采用的是即刻用种植
术，让种植牙从此告别‘等’”。原
主任说，即拔、即种、即用，全程无
痛种植，种一颗牙5~8分钟。

去年年底，原主任先为林老
伯拔除松动牙，再植入德国种植
体，仅一个小时，8颗好牙种上了，
林老伯很开心。“比想象的轻松多
了，刚开始有点怕，我也做了最坏
打算，就算再疼也忍着，所以躺上
牙椅闭着眼一直等待疼痛到来，

但疼痛感一直没来，反而护士突
然跟我说手术已经结束了！”林老
伯说，在这里种一颗牙真是8分
钟，不痛，也没啥不适。林老伯术
后当天回家正常饮食，当晚吃上
爱吃的菜，“肉末茄子、花菜，我吃
了满满两碗米饭”。调养一段时
间后，林老伯身体结实多了，还重
返赛场，参加了2016郑开国际马
拉松。这次来复查，老人就是想
让专家检查一下，好让自己更加
安心。“牙没问题，我才能放心准
备明年的比赛。”林老伯说。

牙不给力体质差，
无奈放弃马拉松

种完牙10天后，他跑了郑开马拉松

进口植体享受内购价，韩国牙免费送

高度近视背后可能“潜藏”疾病
□马妍

由于患近视的年龄越来越
小，高度近视出现的概率也越来
越多，你或许不知道，高度近视可
能会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隐
患，以下几种眼病特别爱潜伏在
高度近视背后，随着时间推移，可
能一一“现身”。

黄斑位于眼底的视网膜中
央，负责人的中央视力，是视觉最
敏锐的部位。黄斑一旦出现问
题，人的中央视力就会受到影响，
随着病程的进展，最终会导致失
明。

在多达几十种类型的黄斑病
变中，高度近视引起的黄斑变性
是导致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除
了视力短期出现明显下降外，有
一种方法可以及时发现黄斑是否
病变：把一张黑白方格表格置于
眼前30厘米，分别用左、右眼看表
格中的线条，若有扭曲变形、有固
定的阴影，则说明黄斑出现了问
题，应尽快去眼科就诊。还有一
种更为简易的方法，就是观察门
框，如果觉得门框不是笔直的，而
是出现扭曲或变形，就要警惕黄
斑变性。

白内障是我国排名首位的致
盲性眼病，大多数人会在60岁之

后发病，高度近视人群会比常人
更早患上白内障，主要表现就是
近视度数快速加深，几个月前刚
配的眼镜又觉得度数浅了。

大多数青光眼患者都会因为
眼压升高而出现眼胀、头痛、视力
模糊等症状，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发作时还会导致视力锐减、眼球
坚硬如石、结膜充血、恶心呕吐、
血压升高等急性表现。而高度近
视引起的青光眼往往没有十分明
显的异常。

许多高度近视患者都有“飞
蚊”的烦恼，眼前总有酷似蚊子的
黑点晃动，并随着眼球转动而飞

舞，有时聚而不散，形状变幻不
一。

被飞蚊症困扰的人往往会急
着尝试各种中西医治疗方法，对
此专家建议，对于飞蚊症倒不必
过分紧张，大多数长期存在的

“飞蚊”对眼部健康并没有大的
危害，无须为此服用那些所谓的
眼部保健品，平时只要注意避免
剧烈运动即可。但是如果眼前
的“飞蚊”突然增多、症状突然变
严重，甚至出现视力下降、看东
西变形等症状时，就要警惕视网
膜破裂、视网膜脱离，及时去医院
就诊。

肺大泡占据半个左肺
手术实施粘堵

□记者 魏浩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马晓楠

患者在家进行自我血糖监
测，有助于改善血糖控制情况，从
而更好地指导治疗。但自测血糖
方法或时间掌握不好，容易导致
数据误差，给医生治疗带来影响。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
科护士长海星说：“自我血糖监测
的目的，是要了解血糖的变化趋
势。每天的血糖什么时间较高，
什么时候较低。”记清楚规律后，

就容易制定或调整治疗方案。根
据临床实践经验，海星介绍了常
用的血糖监测时间，以及血糖值
所提供的信息：

晨起血糖（建议目标：4.4～
7.0mmol/L），此时的血糖值会受
到夜间激素变化、整体健康状况、
过去24～48小时内的运动情况
以及用药情况的影响。

餐后 2 小时血糖（建议目
标：＜10mmol/L），是从吃第一口
饭开始，两小时之后的血糖值。如

果此时的血糖超过了预期值，则提
示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或药物
剂量不足以控制血糖升高。

运动后血糖：一般情况下，运
动后数小时内的血糖会降低。但
是，如果运动中体内胰岛素不足，
运动后的血糖反而会升高。海星
提醒说，当进行较长时间的运动
时，应该监测运动开始前、运动中
和运动后的血糖情况，以便及时
发现血糖异常，根据医生的建议
纠正高血糖或低血糖。

内分泌科护士长教你 如何自测血糖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胡秋含

“谢谢大夫，谢谢你们
救了我妈的命！”日前，丁女
士拿着锦旗，向郑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ICU的医护人员
表达感谢之情。

20多天前，年届七旬、
家住孟州的买老太太和家
人参加宴席。次日凌晨两
点，老人突然呕吐腹泻、呼
吸急促。女儿丁女士为其
测血压发现没有数据，家人
赶紧将老人送到当地医
院。至当晚8点，老人病情
未见缓解。夜里，家人又将
老太太转到焦作市某医院，
经治疗老人病情仍未得到
控制。“医院给我们下了病
危通知书，还让我们把我妈
拉回家。”但是丁女士和家
人没放弃，7月27日上午，
丁女士联系了郑州市一
院。

接到求助后，该院急救
人员随即出动，将老人接回
医院。与此同时，院内ICU
病区主任医师李军利，已经
组织医护人员将各种应急
抢救器械安排到位，并为老
人开通就诊绿色通道，确保
患者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李军利说，检查发现老人多
个脏器出现功能衰竭，并伴
随低血容量性休克和感染
性休克。“情况十分危急。”
吸氧、补液、血管活性药物
升压……经过抢救，老人的
病情得以控制。

8月 8日，老人从 ICU
转出，进入呼吸科进一步观
察并进行后续巩固治疗。
目前，老人正在进行鼻导管
吸氧，神志清醒，体温也恢
复正常。

分析老人的病情，主任
医师李军利说，因为该患者
有既往冠心病史，两年前进
行了心脏支架植入术，加上
年事已高，电解质功能调节
相对较差，“因腹泻症状严
重，引起电解质紊乱，所以
出现了低血压等休克症
状。”而在高温季节，人体抵
抗力相对降低，当摄入不洁
食物后，通常在2到7小时
内出现恶心、呕吐、腹部绞
痛、腹泻等症状，严重者会
因脱水导致休克、肾功能衰
竭等症状，危及生命。

李军利提醒，老人尤其
是有慢性病的老人，一定要
注意饮食卫生，不食用变质
的食品。如果吃坏了肚子，
最好及时到医院就诊。

一场宴席引发一场生死营救,医生提醒——

慢性病老人
谨记饮食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