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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郑州市高新技
术开发区梧桐办事处会议室
人头攒动，河南省中医院健康
体检中心专家团队的王洪兴
等三人分别进行了精彩的检
后健康管理的专题讲座。

根据该办事处今年体检
的阳性结果，专家们从基本机
理，发病时的症状、类别，怎样
诊断以及日常生活中改善不
良的生活习惯对疾病的预防
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
的解读。讲座结束后，专家还
和现场听讲的职工进行了互
动，针对体检结论，进行一对
一的咨询指导，并探讨健康保
健方法，获得纷纷点赞。

据了解，河南省中医院健
康体检中心专家不定期到各
单位或社区进行健康讲座和
体检报告解读，每年约30余场
次，受众群达数万人。每一次
讲座前，都会对该单位的体检
结果进行分析，总结高发疾

病，组织不同科室的专家参
加，使健康讲座有针对性地进
行。

“中医讲究的是‘未病先
防、既病防变、已病早治’，更
注重预防和保健。”刘永生主
任说，中心常年坚持的健康教
育，总能纠正体检单位员工和
社区居民一些错误的观念和
认识，有助于他们养成良好的
饮食、生活习惯，让身体更健
康。“今后，我们将积极开展更
多形式，更多特色的健康教育
和健康促进活动。”

尽管每天很多人愿意来
排队体检，但河南省中医院健
康体检中心并没有停下前进
的脚步，仍然在不断提高体检
的质量和服务，提供集预防、
保健、治疗、康复于一体的全
程、高效、优质的多元化健康
管理服务。

2016年10月15日，拜博
口腔召开“落实1000万爱牙
公益金精准惠民补贴项目”新
闻发布会，帮助口腔疾病患者
摆脱痛苦，吸引了国内26家
知名媒体的广泛关注。

日前，拜博口腔正大力推
广“3980元抢4D种植牙”公
益补贴活动，牙缺失、松动、活
动假牙不适市民报名火爆！

为啥每天很多人愿意来排队体检？
核心提示 | 说起体检，大多数人会想到这样的场景：人多排队，自己要体检哪些项目，就拿着体
检单子挨个到体检科室做检查，隔几天来取体检报告，整个体检过程也就结束了。但是，在河
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体检只是健康评估的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多元化健康管理，这也
是每天很多人愿意排队来该中心体检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为什么叫健康体检
中心，并把‘健康’放在前面？
就是因为我们倡导的是多元化
健康管理。”河南省中医院健康
体检中心主任刘永生说，普通
体检仅仅是一个“检”的环节，
真正的健康管理不仅是信息采
集的过程，还需要全面的健康评
估和疾病干预，才能达到健康管
理的目的。

早在2009年，刘永生主任
调至健康体检中心主持工作
时，该中心就开始从传统体检
向多元化完善的健康管理体系
发展。

在河南省中医院健康管理
中心，进行全方位的精细化体
检后，每位体检者都有专属的
健康档案，由专家通过严格的
体格检查，结合其他结果进行
综合评估，出具科学权威并具
有个性化的报告。

中心还会针对每个人查出
的问题，分别推荐相关领域的

专家，并附上专家电话，方便体
检者及时与专家沟通。若想找
这些专家就诊，则不用挂号、不
用排队，享受“绿色通道就医”。

回访是健康管理的重要一
环。在该中心，人人都是回访
人员，实行全年全天候健康管
理服务，包括健康咨询、健康教
育、健康促进、诊疗协调等服务。

很多人都有体会，体检结
束后等纸质报告，少则三天，多
则一到两星期，对于忙碌的上
班族来说，有些不方便。

该中心在省内率先推出了
用手机查体检报告的服务。只
需下载一个APP软件，输入体
检时所留的手机号码，即可方
便、快速地用手机查看体检报
告。不但安全，而且可以永久
保存。

此外，如果您曾在该中心
体检过，只要生病需要就诊，到
中心报上姓名，就能立即享受
贴心的“翠翠导医”服务。

检后持续管理，负责到底 普及健康教育，未病先防

联想控股200家口腔连锁：缺牙有救了！
韩国种植牙3980元；德国种植牙7980元。报名热线：0371-5599 3333
核心提示丨一直以来拜博口腔在如何做好服务、如何提高手术舒适度下了很多功夫，为了解决患者种牙怕疼的问题，拜博口腔
凭借23年辉煌历史全国200余家连锁机构的品牌号召力与伦敦国王学院实现“跨洋之握”，将国外已广泛运用的技术率先运
用到4D舒适牙科系统，开创河南舒适种牙新风潮。

71 岁的周阿姨家住郑州
高新区，年轻时就爱到处旅游
吃美食，家里珍藏着一本相册，
里面都是她年轻时到各地旅游
吃美食的照片。

“没想到这牙齿老得比我
快，掉了6 颗，还有两三个残根
七零八落的，勉强戴着的假牙

根本不顶用。”周阿姨缺牙三四
年了，只能吃点稀饭面条之类
的软食。“在自己家吃饭，虽说
吃得慢还能吃饱。出个门真是
太不方便了，吃不饱总是饿肚
子，更别说去旅游吃美食了。”
提起缺牙这几年过的日子，真
可以用“一把辛酸泪”来形容。

缺牙9颗只能吃软食 4年折磨“一把辛酸泪”

后来周阿姨开始关注种植
牙，来到了拜博口腔。口腔CT
检查显示，她缺牙6 颗，另有3
个残根无法保留，必须拔掉做
种植牙。“种牙金手”王中杰医
生为她设计了种植方案：“牙槽
骨萎缩严重，不能用缺一颗种
一颗，我们设计种5颗种植体，
通过连冠搭桥修复9颗牙，可以
很好地恢复咀嚼功能。”

种牙手术前，周阿姨还有
点紧张，“没事儿，拜博的4D技

术种牙不会疼，我都81 岁了，
照样种了5颗！”候诊区的一位
老人安慰她。进入种植室，王
中杰医生与助手立刻开始熟练
操作，面部消毒、铺巾、口腔内
部消毒、备洞、种植体、装基台、
连冠搭桥……仅用38分钟就圆
满完成了手术，平均种一颗牙
仅用时 7分半。周阿姨一出种
植室就说：“4D种牙真的不疼，
手术时嘴巴里清清爽爽很舒
服，‘种牙金手’就是靠谱。”

4D技术种牙竟不疼 “种牙金手”真靠谱
1000万基金惠普河南
抢种“国际”4D好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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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名 电 话 ：0371-5599
3333

钱要花得少，牙要种得好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卜春梅

10月 23日，由郑州市医
学会、郑州市医师协会主办的
郑州市第十一届产科论坛暨

“降消”项目培训班，在郑州市
妇幼保健院举行。

来自北大一院的陈倩教
授、北大三院的赵扬玉教授、北
京妇产医院的范玲教授、广州
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陈敦
金教授、上海交大附属仁济医
院的林建华教授等国内顶尖产
科专家，围绕晚期妊娠引产规
范、宫内感染的诊治、产后出血
的治疗、产科急救、如何正确判
断胎心监护、妊娠期并发症诊
治、瘢痕子宫再分娩问题等产
科疑难及热点问题，和与会的
专家学者进行了课题分享与讨
论。

据了解，我国围产医学近
年来发展迅猛，但随着二胎政
策的全面放开与实施，对产科
质量与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和挑战。本次培训班的举办，
将进一步降低省会郑州市的孕
产妇死亡率、提高助产技术与
产科质量。

□记者 李彬

10月21日至23日，河南
整形美容医院举办了备受瞩目
的第十一届中国医师协会美容
与整形医师大会。来自中国医
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分会的医美
大咖李东教授、孙家明教授、张
智勇教授、归来教授、滕利教授
莅临现场，解答求美者的问题。

“我担心医生不能完全了
解自己的想法，没法精准描绘
出我心里的‘理想照’”。“方案
设计全靠医生的经验和技术来
决定，心里很没底”。在河南整
形，这里拥有中原首台VEC-
TRA 3D成像仪，术后效果术
前便知。鼻子、下巴、苹果肌
等，都可以清楚掌握到零点几
厘米微调后的效果，医生能很
精准地分析和模拟出效果，不
必再用想象的。

据了解，为影响更多的爱
美者，解答她们对于整形的疑
惑，引导她们正确的整形价值
观，河南整形美容医院将收集

“整形十万个为什么”，邀请国
内外知名的专家亲自解答，这
次的《整形十万个为什么》作为
国内第一本关于整形的百科全
书将会出版成书。

“降消”培训
保障孕产妇健康

医美大咖
直播整形新趋势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
来越多的产妇在生孩子时，也
格外关注医院的环境问题。

“如果住得很舒心，心情也
会很好。”袁女士说，除了关注
新生儿科问题外，她还很关心
医院的病房条件如何。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为了

满足部分人群的这种需求，越来
越多的医院在普通病房外，还开
了vip病房，比如省妇幼保健院、
郑大二附院、郑州大学附属郑州
中心医院等。

这些vip病房价格一般比
较昂贵，大多在数百元至上千
元，而且需要提前预订。

此外，还有很多准妈妈打
听生孩子的价格问题。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普遍
来讲，省级医院的价格会比市
级医院偏高一点点，但差别不
是很大。以一个孕妇当天进医
院当天生产来算，顺产的话，价
格普遍在3000元左右，而剖宫

产价格在六七千元。
专家建议：一般来说，只要是

新病房楼，住宿条件都相对来说比
较干净，老的病房楼相对弱一点。
至于价格，因人而异。现在很多医
院开展有各种服务性项目，比如导
乐分娩、水中分娩、药物性无痛分
娩等都是需要另外收费的。

(上接AⅡ16)

环境和价格 价格相差幅度不是很大

□记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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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妇幼保健院产科总护士长方惠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吴爱红 郑大二附院产科主任张庆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产房护士长周芹 郑州人民医院产科副主任刘伟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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