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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得种牙直播适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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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来电预约种牙享以下优
惠：

1. 瑞 士 ITI 亲 水 植 体 补 贴
5000元/颗；

2.德国 ICX 植体补贴 4000
元/首颗；韩国牙免费种；

3.种牙砸金蛋，德国西门子滚
筒洗衣机等家电拿回家，100%中
奖；

4.德国 CT、全景片，种牙免
费；种牙5项全免，再省3000元。

地址：郑州市金水路与玉凤
路交叉口植得口腔医院，地铁一
号线民航站出口。

大河种牙热线：0371-6579
5608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赵雅丽

很多女性朋友都有手脚
冰凉的情况，晚上睡觉暖不热
被窝，到了月经期还常出现痛
经、小腹凉、腰凉，这些表现都
是典型的阳虚症状。中医一
般采用口服中草药来调理，但
因药味难以下咽、服药不方便
等原因，坚持治疗者不多。河
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主任
刘永生推荐两款中药敷脐方。

肚脐部位即中医经络穴
里的神阙穴，内联十二经脉、
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皮肉筋
脉，因而能帮助人体温经散
寒，祛除寒邪。刘永生说，在
此进行药物治疗也称“脐疗”，
操作方便，易被接受。

1.花椒胡椒敷脐方。1克
花椒粉、4克胡椒粉混合后拌
匀，取适量填在肚脐里，尽量

塞满，外用普通的风湿膏药贴
固定即可，一般7天换一次。
也可以用适量黄酒调匀，搓成
丸状放入肚脐里，外用风湿膏
药贴固定。

花椒性味辛温，有芳香健
胃、温中散寒、除湿止痛等功
效；胡椒性味辛热，有温中、下
气、消痰等功效。

2.元肉花椒艾绒方。干
的带壳桂圆一颗，去壳取肉撕
碎，花椒六七颗，打碎，加上艾
绒团揉在一起。 睡前敷肚脐
内，外用普通的风湿膏外贴即
可，一般3~5天更换一次。

桂圆肉性味甘、温，有温
补心脾、益气血功效；花椒性
味辛温，有芳香健胃、温中散
寒、除湿止痛等功效；艾叶（艾
绒）性味苦、辛、温，有通经活
络、祛除阴寒等功效。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晓佳

寒冷季节，不少家长总是
喜欢把宝宝裹得像个小肉
粽。殊不知，这种过度的呵
护，很可能会让宝宝患上“捂
热综合征”，尤其是对一岁以
内的宝宝，可能导致其中枢神
经系统永久性损害，轻则留下
后遗症，重则导致死亡。

“捂热综合征又叫‘婴儿
蒙被缺氧综合征’，多发生于
1周岁以下的婴儿，特别是新
生儿，每年11月至次年4月
为发病高峰期。”郑州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小儿神经内科杜
开先主任医师介绍说，此时婴
儿的呼吸、体温调节中枢还不
健全，对外界环境适应力差，
若衣被过暖或蒙被睡觉，会因
温度过高而出大汗、面色苍
白、高热、抽搐、昏迷，甚至还
有可能影响神经系统发育；如
婴儿昏迷时间过长，惊厥次数
过频，则会引起智力呆滞、癫
痫等严重后遗症。情况特别
严重者，甚至会因呼吸衰竭而
死亡。

“婴儿的中枢神经系统尚
未发育完善，体温调节机能

差，体温常随室温波动，所以，
冬季注意保暖是必要的，但一
定不要过分保暖。”

杜开先说，冬季室内温度
以18℃～22℃为适宜，新生
儿室内温度可保持在22℃～
24℃。对于使用取暖设备的
家庭，如果发现宝宝哭闹或烦
躁不安时，应及时寻找原因。
如宝宝面色通红，甚至头上有
汗，说明温度过高，应及时移
去取暖设备，或减少盖被。

杜开先说，冬季给孩子正
常着装、盖被就行，父母经常
摸摸宝宝的手脚心，如果手脚
温热且无汗，就是最好的。如
果手脚发热、出汗，且额头渗
汗发热，都说明捂得过严实
了，要及时调整。不要蒙被入
睡，这容易引起缺氧和窒息。

宝宝从户外回到室内，要
及时解开厚实的外套，把衣服
放松些。如果宝宝出汗过多，
要及时补充水分。每个人存
在个体差异，活动量大小也不
同，父母要摸索着找到最适合
宝宝的“度”。

杜开先提醒，万一发生了
捂热综合征的症状，应立即去
医院抢救。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艳涛

跑步是最简单的运动，但有
些人跑步后，小腿胫骨前面和内
侧有疼痛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严重之时甚至连正常走路也会疼
痛，这是为什么呢？

“这种症状属于跑步伤病的
一种，被称为胫骨疲劳性骨膜炎，
虽然鲜少为人所知抑或被关注，
却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疲劳性运动
损伤。初次参加训练的运动员几
乎100%都有胫骨痛的病史。”河
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
医院）郑州院区运动医学关节镜
科副主任高万旭说，该病病因至
今仍有争论，多数学者认为其为
骨膜受牵拉的应力反应。主要症

状为跑步后胫骨的前内侧部疼
痛，有的有压痛及凹陷性水肿。
核磁检查可见胫骨后内侧的骨膜
水肿，严重的可见骨髓内水肿。

高万旭说，流行病学发现，中
长跑者、青少年跑者、跑步步幅过
大的跑者、训练营中的新兵都易
患胫骨疲劳性骨膜炎，这几类跑
者有一个共同特点：技术不合理
和胫骨负荷过大。

“骨膜神经丰富，痛感明显，
供血又不如肌肉丰富，因此胫骨
疲劳性骨膜炎与一般的肌肉、肌
腱、韧带炎症不同，恢复速度也相
对较慢。”高万旭说，在处理这类
运动损伤时不能采取刺激性强的
治疗方法，例如按摩。而应通过
外敷内服消炎药及时控制住炎

症，减少甚至停止跑步，并加以理
疗。同时应该加强下肢的力量练
习，锻炼下肢的柔韧性。另外，要
注意从跑步技术上评估是否有导
致下肢疼痛的不良病症。

植得新院首场种牙直播 院长补贴专场
本周六种牙直播，瑞士植体最高补贴5000元，韩国牙免费，大河种牙热线：0371-6579 5608

□记者 魏浩

核心提示丨本周六(11月19
日)，植得口腔医院开业首场
种植牙直播暨院长补贴专
场，邀请顾客实况观看无痛
舒适种植牙手术直播。现场
由植得院长刘明舟亲自讲解
种植牙手术全过程，并享受
植得开业首场院长补贴，瑞
士亲水植体补贴5000元/
颗,韩国牙免费种，限 30
名。仅限直播预约顾客。大
河种牙热线：0371-6579
5608

孙老伯缺牙10多年，安上
活动假牙后磨得牙龈红肿疼
痛，后来索性扔了。孙老伯说：

“缺了牙，那是真痛苦，吃饭不
方便，一笑把嘴捂；看着鱼和
鸭，心里总添堵，吃了嚼不烂，
不吃饿得慌，囫囵吞进肚；饭菜
不消化，营养没法补，血压坐电
梯，肠胃像打鼓；老是去医院，
花钱又痛苦。连累我家人，跟
着我受苦。”

趁老伴儿出门买菜，孙老
伯参加了植得种植牙直播，回
来后，孙老伯6颗牙奇迹般地

“长”出来了。老伴儿觉得不可
思议，“你说稀奇不稀奇，我就
出门买个菜，老孙的牙就‘长’
出来了。”

9点30分，植得直播厅坐满
观看直播顾客。9点55分，孙老
伯躺在牙椅上就位，手术直播开
始。清创、上种植导板、环切牙
龈、制备种植窝、旋入种植体，手
术有序进行着。直播室里大家盯
着屏幕，小声地交流，感觉栗主任
的手法特别轻柔、熟练，动作行云
流水，整个种植过程一气呵成，不
用缝合、不用拆线，也不出血！时
间定格到10点02分，一颗牙已经
种好，看看时间不到8分钟。很多
顾客感叹：感觉还没开始，这种牙

就结束了！
装上临时牙冠，孙老伯来到

现场，当场试牙，咀嚼了苹果片，
大家啧啧称赞。孙老伯张开嘴，
让大家看他的种植牙，人们一拥
而上。“郑州种牙机构多，咋选
择？比来又比去，跑遍郑州，最后
选植得。专业种植牙，口碑好顾
客多。”孙老伯说：“栗主任，大专
家，德国范；种得快，真不疼，一顿
饭，就种完；高品质，看得见，给植
得，点个赞！”孙老伯一席话，说得
大家都笑了。

稀奇！
买菜的工夫，
“长”出6颗好牙

舒服！种1颗牙不到8分钟，不肿不痛立马啃苹果

11月19日植得新院首场种牙直播，院长补贴专场

手脚冰凉,
试试中药贴敷

跑步后小腿疼痛咋回事？

天冷保暖，
别给宝宝捂出病

□记者 李晓敏

11月 13日，复旦大学医院
管理研究所公布《2015年度中国
最佳医院综合排行榜》和《2015
年度中国医院最佳专科声誉排行
榜》。作为河南省唯一一所上榜
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入
围，取得第36名的成绩。此外，
河南省多家医院在“全国医院最
佳专科声誉排行榜”中获得提名。

《中国最佳医院综合排行
榜》，体现着一个地区医疗机构的
整体实力。榜单上的百强，大部

分位于直辖市或省会城市，是当
地的医学和医疗中心。北京和上
海仍是最集中的地区，排名前
100的医院中，京沪两地占四成
左右。北京协和医院、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依然领
跑前三甲。

在华中区域的专科排名中，
郑大一附院诸多专科也都位居前
列！其中，临床医学获得全国医
院最佳专科声誉第2名，放射科、
麻醉科、肾脏病、整形外科、肿瘤
学、核医学也均获得提名。

一位业内人士说，虽然榜单

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值得商榷，但
这个榜单从侧面反映了一个现
实：河南整体的医疗实力相对落
后，在医疗水平上和大城市有差
距。

不过，令人稍感欣慰的是，河
南省多家医院在“全国医院最佳
专科声誉排行榜”中获得提名：河
南省人民医院以眼科、超声医学
获得提名；河南省肿瘤医院以胸
外科、肿瘤学获得提名；河南省精
神病医院以精神医学获得提名；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以烧伤科获
得提名。

复旦版2015年度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出炉

河南上榜一所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