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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高海燕

上周，35岁的韩女士拿
到了在河南省中医院健康
体检中心体检的报告，其
中，妇科阴超报告上有一句

“颈管纳囊”。第一次听说
这个词的韩女士赶紧上网
搜索，结果说是慢性宫颈炎
的一种状态，不由得担忧起
来。那么，“颈管纳囊”到底
严重不严重啊？需要治疗
吗？不治疗的话会发展成
什么状态？

“‘纳囊’是宫颈纳氏囊
肿的简称，与宫颈息肉一
样，是慢性宫颈炎的一种表
现，属于正常生理范畴。”河
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
妇科医生王娅丽说，宫颈纳
氏囊肿并不可怕，许多女性
在体检时都发现有宫颈纳
氏囊肿，尤其是做过宫颈物
理治疗的女性。这是因为
宫颈物理治疗后，宫颈管的
腺体开口更容易被封闭，其
分泌的黏液积聚潴留，形成
多发纳氏囊肿。

据王娅丽介绍，宫颈纳

氏囊肿形成的原因与脸上
的“青春痘”相似，是由于所
谓“宫颈糜烂”（柱状上皮外
翻）愈合过程中，新生的鳞
状上皮覆盖了宫颈腺管口，
或因周围结缔组织增生挤
压子宫颈腺管，致使腺体分
泌物潴留，在宫颈表面形成
单个或多个白色小囊肿。

“在妇科体检中，一般
通过肉眼观察或B超检查
可以发现宫颈纳氏囊肿。”
王娅丽说，存在宫颈纳氏囊
肿的女性一般没有不适症
状，不需要治疗。对于散在
的比较小的宫颈纳氏囊肿，
一般不需要处理，只要每年
随访即可。如果囊肿过大
突出宫颈表面，影响性生活
或可能影响分娩，可消毒后
用针挑破，让黏液流出即
可。

“宫颈纳氏囊肿可以长
期存在，即便是逐渐增大也
不会导致什么严重后果。”
王娅丽说，与对待所谓“宫
颈糜烂”一样，有性生活的
女性只需每年定期做妇科
体检，排除宫颈病变就可以
了。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王佳男

最近，电影演员“谋女郎”周
冬雨在网络上晒出瘦腿“秘
诀”——中医的刮痧疗法，两三个
月刮痧瘦腿瘦了3厘米。很多爱
美女子又多想了：刮痧能减肥吗？

郑州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张
士金介绍，刮痧是中国传统的自
然疗法之一，具有疏通经络、活血
化淤的功效。有时可配合针灸、
拔罐、刺络放血等疗法使用，加强
活血化淤、驱邪排毒的效果。“至
于能不能减肥，因人而异。”

“中医上，一般把肥胖分为几
大类型，分别为胃热痰淤型、肝郁
气滞型、脾虚湿阻型、肝肾两虚
型、血虚型。”张士金说，确定病因
后，一般以健脾益气、化痰祛湿、
疏肝行气、活血化淤、补益肝肾、
润肠通便的治疗为主，调节整个
机体功能，而刮痧通过特定的工
具和手法对人体体表进行刮动摩

擦，可以达到活血化淤、清热利
湿、疏通经络，调理人的脾胃、去
湿毒等作用。

刮痧不是人人都适合。张士
金说，下列人群需要特别注意：

1.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肝
肾功能不全、全身浮肿者。因为
刮痧会使人皮下充血，促进血液
循环，这会增加心肺、肝肾负担，
加重患者病情，甚至危及生命。

2.眼睛、口唇、舌体、耳孔、鼻
孔、乳头、肚脐等部位禁止刮痧，
因为刮痧会使这些黏膜部位充
血，而且不能康复。

3.过饥过饱、过度疲劳、醉酒
者不可接受重力、大面积刮痧，否
则会引起虚脱。

4.接触性皮肤病传染者忌刮
痧，这会将疾病传染给他人。

5.体表有疖肿、破溃、疮痈、
斑疹和不明原因包块处禁止刮
痧，否则会导致创口感染和扩散。

6.孕妇的腹部、腰骶部禁刮

痧，否则会引起流产。
7.急性扭伤、创伤的疼痛部

位或骨折部位禁止刮痧，因为刮
痧会加重伤口处的出血。

最后，张士金强调，健康减肥
还是得运动起来，消耗身体多余
脂肪，促进新陈代谢。同时，做到
三餐能量平衡、科学搭配。

别再吓自己了

宫颈纳囊
属正常生理范畴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任筠

昨天，由河南省医院协
会民营医院分会主办，郑州
仁济创伤显微外科医院承
办的“2016 年年会暨医院
创新发展论坛”在郑州举
行，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
管理分会常务副会长赵淳
等诸多嘉宾出席。本次年
会以“新形势带来新机遇
新政策呼唤新模式”为主
题，交流探讨民营医院的发
展思路及品牌化经营。

简短的开幕式后是精
彩的授课环节，中国医院协
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副会
长叶红的发言以“民营医院
管理”为课题，独到的视角、
新颖的思路、创新的理念，
让与会人员受益颇深。郑
州仁济创伤显微外科医院

院长侯建玺则以“以人为
本 科技兴院”为主题，从如
何提升医院技能、凝聚团队
力量以及医院文化积累、取
得的成效等方面详细地阐
述了医院近几年的发展历
程，并透露该院在郑州金岱
产业集聚区的更加现代化
的新院区将在明年上半年
开诊，将为全省民众提供更
好的就医环境和更为优质
的医疗服务。

河南省医院协会民营
医院分会主任委员王新生
表示，此次年会上，450多名
代表热情高涨，大家相互交
流意见，共谋民营医院发展
策略，为推动河南民营医院
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次年会也将会为河南民
营医院的发展迎来新的契
机。

演员周冬雨自称两三个月刮痧瘦腿减3厘米，专家说——

刮痧瘦腿？她行，你未必行！

河南省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
2016年年会在郑州举行

同赴绿城之约
共话民营医院新发展

德贝之所以能够赢得众多缺
牙市民信赖，与其出色的表现分
不开。在服务态度上，前往德贝
的每一位顾客，不管是咨询、比
价，还是真心实意种牙，都会受到
上宾待遇，置之不理的现象绝不
会发生。德贝的服务宗旨是“大
德为医、大爱为客、德行天下”，德
贝尽量做到有求必应，言必信，行
必果。在种植牙品质上，德贝“只
做种植牙，所以更专业！”在众多
大全科口腔机构中，德贝作为一
家德式专业植牙机构，始终坚持
专攻种植牙，更追求德国产品100
年不坏的精工品质，不让一颗不
完美的种植牙流出德贝。

从德贝现场发回的报道，预
约热线多次被市民打爆。为保证
活动现场井然有序，更为节约您
的 时 间 ，您 可 拨 打 植 牙 热 线
0371-53638898咨询、预约。

争先恐后来种牙 这个“谢师惠”太火爆
只做种植牙 所以更专业！德贝植牙超值底价惠动中原！大河植牙热线：0371-53638898
教师节期间更有专属超值大礼包，诸多好礼送不停！

□记者 李晓敏

核心提示丨“今秋种牙·谢师惠”植牙优惠活动自9月5日在郑州盛大开启，旨在感恩老一辈
为社会做出的杰出贡献，现面向全市教师、离退休干部推出专属“教师节钜惠”，活动启动仅几天时
间，就吸引了众多缺牙市民的眼球，一度掀起中原市民植牙热潮。据了解，活动期间，凡教师、离退
休老干部，持相关证件种牙，在享受种植优惠的同时，还可免费领取专属礼品！

常言道“牙好胃口才好”！
特别是中老年人，有一个好胃
口，能吃、会吃、善吃，才能身体
健康，尽享幸福晚年。然而，缺
牙现象在中老年人群中屡见不
鲜。郑阿姨和老伴都是退休老
教师，今年同为72岁，正值本
命年。两人均缺牙多年，却从
没把缺牙当回事儿，认为年纪
大了，掉颗牙很正常。但伴随
年纪的增大，越发觉得身体大
不如从前了。于是，在儿子郑
先生的陪同下，去医院做全面
体检。结果显示，两位老人身
体基本正常，但明显营养不足，

医生提醒，很可能是两位老人
缺牙惹的祸。郑先生这才想着
带着父母去种牙。

经德贝植牙医生检查诊
断，两位老人缺牙时间太长，致
使牙槽骨萎缩严重，种植难度
明显加大。幸好老两口赶上省
口腔种植专家在德贝亲诊，经
过专业分析，为其制定出合理
的种植方案。全口缺失的郑阿
姨接受了ALL-ON-4种植手
术，牙槽骨条件稍好的郑老先
生则接受了ALL-ON-6种植
方案。两位老教师古稀之年重

“长”一口好牙。

专家指出，针对全口缺
失，并不一定要每颗牙齿都种
植，只要种植的牙齿数能够满
足日常用牙需求即可。具体
要种多少颗牙，得看个人口腔
及全身状况，如牙周及牙槽骨
的条件，权衡各种因素后再制
定适合个人特点种植牙方案。

ALL-ON-4种植牙是种
植专科领域的前沿技术，传统
种植牙至少需要植入16~24
颗种植体才能修复全口缺牙，

而 ALL-ON-4 上下颌只需
各植入4颗就能完成全口修
复。不仅有效节约种植时间，
还大大降低全口种植费用。
但全口缺失，并不是只能选择
ALL-ON-4，这样并不科学、
严谨。在临床中，如果牙槽骨
情 况 稍 好 ，更 推 荐 选 择
ALL-ON-6 种植方案，上下
颌各植入 6颗或 6颗以上植
体，这样牙桥受力支撑更多，
稳定性和耐用性也更强。

身体消瘦健康差 老两口本命年急种牙

选对种牙好方案 时间费用省一半！

态度、服务、品质
德贝一个都不少！

口腔感染或易诱发心脏疾病
□陈雨桐 王莉兰

由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提供的
口腔研究报告表明，牙根尖端感
染(根尖牙周炎)会增加患心脏病
的风险。

研究人员对508名平均年龄
为62岁，并患有心脏疾病的参与
者进行了实验研究，利用口腔全

景X光及血管造影技术观察和检
测参与者的口腔和血管情况。研
究结果表明，超过半数的心脏病
患者同时患有根尖牙周炎。

根尖牙周炎事实上属于一种
牙根病变，是人体对于牙髓内微
生物感染的自然抵抗。根尖牙周
炎会导致人体对抗细菌感染的抗
体水平提升，因此也会对人体其

他部分产生影响。研究人员称，
没有进行相应治疗的口腔感染者
患冠心病和心绞痛的几率比正常
人高出近三倍。事实上，这种口
腔炎症性感染虽然并无明显症
状，患者自己难以察觉，但通过X
光检查很容易就能检测出来。所
以研究人员建议大家要定期进行
牙齿健康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