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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王晓凡

痔疮是一种位于肛门部
位的常见疾病，治疗方法多，
内科治疗对部分患者效果欠
佳，外科治疗痛苦较大，并发
症较多。近日，河南省肿瘤
医院放射介入科成功为一名
晚期肝癌根治患者实施直肠
上动脉栓塞术治疗痔疮，手
术时间短，几乎无创，术后恢
复快。

来自通许的陈先生曾是
一个晚期肝癌患者，其肝内
肿瘤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放射
介入科经过近半年的综合介
入治疗后，现已得到根治，但
是由于长期肝硬化致门脉高
压，使其直肠及肛管静脉重
度曲张，形成了严重的内
痔。尽管陈先生问诊了多位
省内各大医院的肛肠科专
家，但因外科手术治疗风险
极高，都建议其保守治疗。

无奈之下，陈先生再次
求助于将其肝癌治愈的河南
省肿瘤医院放射介入科。该

科黎海亮主任及胡鸿涛副主
任医师查阅了大量资料，结
合患者现有病情的成因及特
点，决定为患者施行直肠上
动脉的栓塞治疗。最后，专
家们在DSA引导下仅耗时
20分钟便成功完成了该手
术，患者术后一个月排气、排
便完全正常。

“直肠上动脉栓塞治疗
是世界上一种较新的治疗理
念，主要是通过微导管超选
择至直肠上动脉的分支内，
应用栓塞剂进行永久性的栓
塞，从而减少患者直肠静脉
丛的回流血量，其治疗效果、
术后并发症、术后恢复与传
统的肛肠科治疗相比有着不
小的优势。”胡鸿涛说，在该
病例中，他们首次尝试在门
脉高压引起的肛肠疾病中应
用该术式进行治疗，并且在
术中没有应用传统的弹簧钢
圈进行治疗，而是使用了更
为经济且能有效栓堵末梢血
管的栓塞微球进行栓塞，既
保证了疗效，也没有严重并
发症的发生。

200家连锁“砸钱大让利”！种牙还怕啥？
拒绝暴利！23周年庆4D种植牙只收成本价，仅剩75名！报名热线：0371-5599 3333
核心提示丨牙齿是健康的一面镜子“老了，没牙吃不动了”。齿随龄动，从35岁开始，人的牙齿健
康就走下坡路，牙齿呈加速度老化——牙齿松动、牙齿缺失、烂牙根等；要知道，缺牙不种，常常出
现因一颗牙缺失造成一排牙废用的病例，而且长期缺牙的老年患者容易加重肠胃疾病，系统性疾
病等。这些症状意味着齿龄到了，寿龄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2008年，我国启动了为中西
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儿童口腔疾
病综合干预项目，为适龄儿童免
费口腔健康检查并对其中的适宜
儿童免费开展第一恒磨牙窝沟封
闭预防龋齿。我省是试点之一。

杨汴生介绍，2008年时，国
家给我省免费资助的窝沟封闭牙
齿是2.4万颗，根据要求，我省确
定的免费对象是8岁孩子。

“2016年，国家给我省拨付
的经费是680多万元，可为17万
颗牙齿进行窝沟封闭。”杨汴生

说，今年我省将有17个地市38
个县区5万多名孩子可免费接受
窝沟封闭。从2008年起至今年
5月底，该项目共为我省257905
名 适 龄 儿 童 免 费 窝 沟 封 闭
885231颗牙齿。9月21日，2016
年免费窝沟封闭行动将启动。

杨汴生说，免费窝沟封闭政
策主要是对项目点学校二年级学
生进行的，这些项目点学校，由项
目点自己确定。但这个数字相对
于庞大的儿童群体来说还是有点
弱小，社会和孩子家长都应多关
注孩子的牙齿健康。

“绝大多数孩子或轻或重存
在龋齿。”郑州市儿童医院口腔科
主任裴蓉说，龋齿被世卫组织列
为三大重点防治的疾病之一。

据了解，窝沟封闭是世卫组
织推荐的一种操作简单、预防效
果好的防龋齿技术，用一种树脂
黏结材料涂布牙冠咬合面的窝沟
点隙，目的是阻止致病菌、产酸菌
及酸性产物对牙体的侵蚀，以便
早期有效地防止龋病发生。

裴蓉介绍，在不同医院，进行
窝沟封闭的价格不一，在郑州市
儿童医院，每颗牙齿需40多元。

神奇！缺牙老人怕成负担 4D种牙拯救怕疼老伯

“这人老了，真是不比从前，
以前每顿两大碗饭，今天吃鱼明
天吃肉。如今只能喝粥过日子，
营养跟不上身体也越变越差
了。现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更别说帮孩子们照顾孙子。”家
住郑州惠济区的胡老伯说。“我
不想成为孩子们的负担，但缺了
这么多牙，身体怎么好得了？这

几年下来瘦了20斤，变成个糟老
头，拖累孩子。”

“之前也有朋友告诉我，缺
牙做种植牙好，但是人老了怕
疼，迟迟不敢去做。”胡老伯说，

“这次下定决心种牙，是因为看
到报纸上加入大河报爱牙团，能
体验4D微创舒适种植牙技术，
这才来的。” 活动链接

1. 韩 国 种 植 牙 成 本 价
3980元；

2. 德 国 种 植 牙 地 板 价
7980元；

3. 牙 齿 矫 正 特 价 4900
元；

4.冷光牙齿美白特价660
元；

5.9 月 24 日种植牙明星
大咖见面会。
报名电话：0371-55993333

胡老伯是“大河报爱牙团”
活动第72位成功种植的老人。

“当时为胡老伯检查，发现他的
口腔条件确实很糟糕，口中仅存
的几颗牙齿还摇摇欲坠。整个
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大河报
爱牙团”特约种植牙专家王中杰
说道。经过数字化口腔CT扫描
后，王医生为胡老伯量身制定4D
种植方案。

王医生采用先进的4D微创
技术，将原装进口牙体“植”入牙
槽内，摆脱了传统种植牙繁琐低
效的步骤；将创伤降低到近乎
零，当然痛感也近乎零，使得胡
老伯术后很快就可以正常咀
嚼。“没想到种牙这么快，没感到
疼痛，比戴假牙还简单！”胡老伯
望着镜子里“重生”的新牙，乐得
合不拢嘴，直夸王医生技术好。

点赞！“种牙又快又不疼 比戴假牙还简单”

长寿！
一口好牙更长寿
冲刺100岁很轻松

“自从我种完牙，什么好吃
的、有营养的都能吃了，身体一
天强似一天。连重孙儿也爱跟
我一起玩儿了，一见到我就‘太
爷爷’、‘太爷爷’地叫，心里美
啊！我看我活到100岁不成问
题了。哈哈哈！”种完牙的陈老
先生如今日子过得舒心多了，
他目前的身体十分健壮。家里
人商量，“老爷子高寿，是我们
儿孙的福气啊！这4D种植牙
给了我们一家人这么大的福
气，一定得送面锦旗给‘大河报
爱牙团’。”

河南5岁儿童乳牙龋齿率近六成

窝沟封闭可早期有效防龋病
□记者 李晓敏

核心提示丨9月20日，是第2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
爱牙日活动主题是“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不过，一组数据显
示，在河南，无论大人还是孩子牙齿并不健康，亟待注意。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丽茹

好奇是孩子的天性，对烟
草的好奇，却与成年后的高危
行为和不良社会结果关系密
切。日前，郑州市疾控中心公
布一项针对中学生的调查，结
果显示，从初一到高三，学生
尝试吸烟的比例逐渐升高。

该中心的调查研究显
示，在接受调查的中学生中，
有26.4%的学生曾尝试过吸
烟，且尝试抽烟的比例，从初
一到高三呈渐升态势。在回
答第一次抽烟的原因中，好
奇者占51.2%，为第一；其次
是心情不好；第三是同伴给
烟或其他原因。而在香烟的
来源渠道上，有一半以上的
学生表示是到商店购买的，
近两成学生是向别人要的。
对于学生买烟的难易程度，
94.2%的学生表示很容易，
不卖给或劝阻其不要吸烟者

仅占少数。
该项调查还显示，学校是

阻止学生吸烟的重要环节。
在学校有效开展校园控烟教
育能够有效降低学生尝试吸
烟率和实际吸烟率；家长和孩
子的关系融洽，也是阻止吸烟
的重要因素，在青少年吸烟人
群中，一半以上的孩子和家长
讨论过吸烟问题，且多数表示
不会继续吸烟。

工作人员表示，该项调查
并非每年进行，在此之前，他
们曾于2009年和2012年分
别进行过类似调查。

专家分析中学生吸烟的
诱导因素时称，中学生处于青
春期，对新鲜事物好奇，而吸
烟作为社会上常见的一种社
交手段，容易进行模仿，从而
尝试吸烟；再者，中学生学习
压力较大，要应对来自家庭、
学校、社会等各方面的压力，
情绪波动较大，又缺乏良好的
宣泄途径，导致尝试吸烟。

你的牙齿健康吗？
河南省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研

究所副主任医师杨汴生说，每10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华口腔医
学会都要组织一次全国性口腔健
康状况流行病学调查，调查涉及
所有人群。为了配合这个全国调
查，河南省也会组织全省口腔健
康流行病学调查。

据他介绍，河南省第四次口
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刚刚结束，
相关数字正在汇总整理。不过，
根据2007年公布的河南省第三

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在河南，5岁儿童乳牙龋齿患病
率达59.1%，12岁儿童恒牙龋齿
患病率是19.3%，12岁儿童牙龈
出血的检出率为29.8%，牙结石
的检出率为48.9%。

中年人的牙齿也不容乐观。
调查显示，在我省，35岁到44岁
的中年人中，冠龋患病率50.1%，
牙龈出血检出率为68.9%，牙结
石检出率为97.5%。

“中年人中牙齿健康的人数
是零，也就是说，中年人中或多或

少地都有牙齿问题。”杨汴生说。
老人群体怎么样？数字显

示，在我省，65岁至74岁老年人
中，冠龋患病率75.1%，根龋患病
率 62.6%，牙龈出血检出率为
58.8%，牙结石检出率为84.6%。

【调查】牙齿健康的中年人数是零

【政策】项目地区8岁儿童免费窝沟封闭

调查显示，郑州4个中学生中有1人尝试过吸烟

学校是阻止学生吸烟
的重要环节

痔疮也可介入栓塞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