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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得中德战略合作成功签约

德国植体 6999 元，仅限 50 名！植得口腔医院种牙热线 0371-8888 2777
核心提示丨“返老还童”是很多人的梦想，可很多老人却因为缺牙，口角下垂、颌骨塌陷，看起来老了 10 多岁。最近，78 岁的陈
老伯打破了这个“魔咒”，整个人看起来精神百倍，面部饱满，容光焕发，好像年轻了 10 多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陈老
伯几乎满口缺失的牙齿，在一夜之间又“长”出来了，似乎返老还童了……
□记者 魏浩

老伴重返年轻态，老伯下定决心也种牙
陈老伯的老伴赵阿姨缺了 5
颗牙，今年 7 月，植得口腔来了德
国专家，赵阿姨在植得种了 5 颗德
国牙，原先整天病恹恹的赵阿姨
重返年轻态。
“老伴的身体原来远
不如我，常常犯胃病，自从种了牙
后，胃口变好了，犯胃病的次数明
显减少，反而能主动照顾起我的
日常饮食了。”陈老伯对老伴的转
变很惊讶。
其实对于种植牙，陈老伯并

不陌生，早在 5 年前，陈老伯就咨
询过种植牙，由于心疼钱，怕疼不
敢种，愣是两度临阵退缩，只得戴
着假牙度日。5 年来，缺牙数量却
从 3 颗上升到 9 颗。看见老伴在
植得种牙后改变如此大，陈老伯
也想开了，有好身体才是真正省
钱。趁着植得中德战略合作签
约，德国专家会诊，种牙抄底价还
能再减现金，能省一大笔钱，陈老
伯决心种牙。

世界男性健康日

有两场
男性健康义诊
□记者 林辉

1 小时连种 9 颗牙没觉疼，
老人称“返老还童”

10 月 21 日，植得口腔医院与德国 ICX 公司成功签约

德国 CT 拍片检查发现，陈老
伯的牙槽骨骨质流失很厉害，有
的地方甚至被磨得只剩下薄如刀
刃的一层，给种牙带来了巨大挑
战。德国种植牙博士马库斯·李
希特会诊后，基于对陈老伯口腔
条件的充分了解，为他设计了即
拔即种及无痛舒适 8 分钟种牙术。
一 切 准 备 完 毕 ，种 牙 开 始 。
栗主任上种植导板，轻轻环切牙
龈，迅速找准种植位置，制备牙槽

种牙抄底价再减现金，德国植体 6999 元

骨，植入植体，添加骨粉，一个高
难度的多颗种植手术，在栗主任
手里竟变得轻松起来，仅仅一个
小时，上排 5 颗下排 4 颗牙全种上
了。
“ 这是我做过的最轻松的一次
手术。”陈老伯说，戴上临时牙冠，
陈老伯非常满意，术后牙龈没有
肿胀，也不觉得疼。种牙当晚，陈
老伯正常进食。陈老伯笑称，缺
牙“重生”，一口好牙让他身心无
比舒畅，
就像返老还童了。

植得种植牙适合：1.单颗、多颗牙缺失；2.全口或半口
牙缺失；3.牙齿松动；4.活动假牙不适者；5.活动牙修复失败
者；
6.烤瓷牙失败者。来电预约享受以下优惠：
1.德国仅 6999 元；
2.种牙抄底价，
再减免现金，
限 20 名；
3.免除取模及种植导板制作费 2500 元；
4.德国 CT 全景片，
种牙免费送；
5.种牙 5 项全免。
电话：0371-8888 2777

昏迷一个月后，
护士丈夫被爱心
“唤醒”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陈倩

多吃碱性食物有助于生男孩?不靠谱！

“生娃”
先要科学备孕
□记者 李彬
“二孩”全面放开，不少妈妈
想为女儿添个弟弟，到处打听生
子秘方。
“多吃碱性食物有助于生
男孩”的传闻由来已久，到底靠谱
吗？
在大河报天天健康微信公众
号“大河微医”的直播活动中。全
国知名男科专家、河南省中医院
中西医结合生殖与男科诊疗中心
主任孙自学教授说：
“有的人说起
来生男孩，就吃碱性食物、有的还
在同房前用小苏打水、碱性溶液
冲洗阴道等民间做法，我不赞成
这样做。”
孙自学说，这种认识实际上
就是基于精子在碱性的环境下，
活动能力比较强，特别是携带有
Y 染色体的精子，所以有人采取
这样的办法。但不要忘了，精子
虽然在碱性环境下活动能力比较
强，那也有一个度！正常的精液
pH 值是 7.2 到 8.0，如果超过 9.0、
10.0 了，就把精子都杀死了！所
以对于用小苏打水、碱性溶液冲
洗阴道的做法，不靠谱。
不管生男生女，要成为人父
人母，首先应做到的就是科学备
孕。男性可以从衣、食、住、行等

方面强精保精，提高生殖力。在
日常生活中，注意自己的穿着打
扮，内衣穿着要宽松舒适，少穿紧
身牛仔裤；护肤最好选用男士专
用的，不使用女性的护肤品；果
仁、核桃仁、板栗、韭菜等食物，在
中医学方面，有补肾、强精、助阳
的作用，但不管吃任何食物都要
“把握好度”，饮食均衡；不要过食
辛辣、刺激的食物，不要吸烟酗
酒；防止室内装修污染，对新建或
刚装修的房子，一定要通过相关
部门的检测，达标后入住，无论冬
夏都要注意开窗通风；坚持运动、
坚持锻炼，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
项目长期坚持下去，对生殖功能
有很好的维护作用；现在天气冷，
很多人喜欢泡澡，每周 1～2 次时
间又不太长的热水浴，并没有什
么关系，但过频、过久的热水浴对
精子数量少、活率低的不育患者
是不适宜的。
有不少夫妻认为，长时间不
同房，精子质量更高，这样的想法
是错误的，精子有新陈代谢的过
程，有规律的性生活，对提高精子
质量有帮助。每次同房以后的第
3 天到第 7 天，是精子活力最好的
时间，这段时间如果能遇到卵子，
那就大功告成了！

“一二，一二”，在家人
的鼓舞下，郑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护士李亚琼的丈夫郝
先生，在康复器械上蹬了一
圈又一圈，虽然动作看上去
有些吃力，但是为了能重新
站起来，继续陪女儿玩耍，
他努力坚持着。
而在两个月前，遭遇到
严重车祸的他，还一直处于
昏迷状态。当时医生诊断
为创伤性脑出血，情况十分
危急。李亚琼一家的遭遇，
引起了该院党委的高度重
视，在组织相关科室全力救

治的同时，院领导还号召全
院职工为其募捐。
李 亚 琼 说 ，车 祸 发 生
后 ，由 于 丈 夫 一 直 处 于 昏
迷，为避免肌肉萎缩，她每
天都会为他翻身、擦浴、做
功能锻炼。虽然丈夫不能
做出任何回应，但她还是坚
持和他聊天，希望以此来唤
醒沉睡的丈夫。
9 月 30 日早上，丈夫郝
先生的手突然动了起来，并
睁开了眼睛。据医生介绍，
郝先生目前除了进行日常
的康复训练以外，还需要进
行第二次手术。

口腔问题
成心脏病、糖尿病等诱因
口腔健康往往容易被
忽视，多数人直到牙痛才会
想到去医院诊治。专家提
醒，口腔问题很可能成为心
脏病、糖尿病、脑中风等诸
多重大疾病的危险诱因，须
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周
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
勤涛表示，口腔疾病会影响
到整个身体健康，严重的甚
至危及生命。三分之一找
不到原因的心梗、脑中风，
很可能与口腔疾病有关。
研究证实，很少刷牙或
者从不刷牙的人，心脏病发
作、中风或其他疾病的风险
将大大增加。口腔疾病的
致病菌及其产生的毒素可
侵入血液，继而加重或引起

心内膜炎、冠心病等心脏疾
病。牙周炎还是冠心病急
性发作的一个独立危险因
素，
可诱发缺血性脑中风。
口腔疾病还与糖尿病
有密切关联。在糖尿病人
群中，牙周病发病率高，病
变损害严重且进展更迅
速。同时，伴有重度牙周炎
的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患
者血糖控制明显差于无牙
周疾病的患者。口腔疾病
会对孕产妇及胎儿产生影
响，重症牙周炎的孕妇早产
和生出低体重儿的危险率
比牙周正常孕妇要大很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
义，健康的牙齿应清洁、无
龋洞、无痛感，牙龈色泽正
常，
无出血现象。据新华社

男性健康水平不仅仅影
响自身，同时对女性乃至整个
家庭、社会至关重要。提高整
个社会的男性健康意识、推动
男性健康状况的改善，是全社
会的共同使命。
10 月 28 日 是 第 17 个 世
界男性健康日，中国性学会联
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
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共 同 发 起“ 男 性 健 康 万 里
行”活动，帮助男性远离健康
苦恼，
重获
“性福”。
10 月 28 日 上 午 9:00～
11:00，郑州大学第一附属男
科张卫星教授、王瑞等专家将
在医院门诊楼广场开展义诊；
10 月 31 日上午 8：30～9：30，
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李俊涛博士在门诊二楼
A 区慢病宣教大厅进行常见
男科病防治健康讲座，9：30～
12：00 在门诊 4 楼 B 区大厅还
有专家免费义诊。

斜视与小儿眼科
国际高峰论坛
在郑州举办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尹歌
10 月 22 日，由中华健康
快车基金会主办，郑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郑州市医学会小儿
眼科与斜视专业委员会承办
的中华健康快车·郑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国
际高峰论坛，
在郑州举行。
据了解，中华健康快车是
1997 年由香港同胞发起捐赠
的，流动的、专门从事慈善医
疗活动的眼科火车医院，列车
上配有优秀的眼科医生和一
流的眼科医疗设备。
本次高峰论坛期间，中华
健康快车还特邀英国莫菲尔
德眼科医院的国际知名眼科
专家，在郑州市二院授课、会
诊 及 现 场 手 术 直 播 ，并 就 斜
视、弱视及婴幼儿双眼视功能
等领域的问题，和与会专家、
学者分享国际眼科的新知识、
新技术,进一步推动中原眼科
与国际眼科的学术交流。
今年 4 月，郑州市医学会
小儿眼科与斜视专业委员会
成立，为提高我省斜视与小儿
眼科专业技术水平搭建了一
个全新的、更广泛、更专业的
交流与互动平台，造福了更多
中原儿童眼病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