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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口无牙颌即刻种植，至
今只有少数医生可以掌握这种
尖端种植牙技术。该技术不仅
对医生的技术提出了极高的要
求，同时也对设备有极高的要
求。

而郑州拜博口腔之所以可
以实施半口无牙颌即刻种植，
除了因为在硬件设备上达标，
拥有德国西诺德口腔CT扫描
仪、层流手术室、消毒供应室
外，也因为有被业界称作“种牙
金手”的王中杰等大牌专家，拥
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拜博口腔原装进口种植体
成本价，仅剩最后100颗！

1.种植牙：优质原装进口
种植牙，质保维护，放心种牙。

2.1个电话，5项全免：水激
光种植费、口腔全景 CT 检查
费、多重种植方案选择费等免
收！

3.种植牙专家：知名种牙
专家亲术，免一千专家点名费！

大河种植牙抢约专线：
0371-6579 5671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封宁

11月 12日，王正国院士
工作站、中国创伤救治联盟救
治中心单位、郑州市创伤救治
中心的揭牌仪式，在郑州市中
心医院高新区医院举行。来
自中国工程院的王正国教授，
北大医院院长助理王天兵教
授等业界大咖，与郑州市相关
部门负责人及省内相关医师
代表200余人参加了活动。

当前道路交通伤和高处
坠落伤等意外伤害，是导致多
发伤和严重复合伤的主要致
伤因素，且呈增高趋势。一个
从院前急救到多学科协作救

治的完整的创伤服务体系，对
于救治创伤危重症病人来说
极其重要。郑州市卫计委副
主任原学岭说，郑州市创伤救
治中心的成立，将一改郑州市
卫生系统缺乏综合性创伤救
治体系的现状。

郑州中心医院高新区医
院院长刘寒松说，由于多发伤
伤情错综复杂，涉及多个部位
和器官并具有高致残率、高死
亡率等特征，所以多发伤的救
治从以往单病种作战转为多学
科协作，是创伤救治事业发展
的必然趋势，是保证患者抢救
成功的必要条件，真正体现了
时间就是生命的创伤救治理念。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冀慧丽

11月10日～13日，河南
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首次举行
四区联动关注糖尿病的大型
义诊活动。专家们为公众提
供了病情咨询、血糖检测、眼
底检查等免费服务，并发放了
糖尿病防治相关资料。

自11月10日开始，河南
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曹晓
强、副院长宋瑞捧带领内分
泌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外
科、眼科、康复科、综合内科等
医疗专家组，连续四天在东、
西两院区及新郑市龙湖镇、新
郑市薛店镇开展大型义诊活
动。每到一处，医疗团队都会

搭建“临时诊室”，供当地的乡
亲前来咨询、就诊，针对病情
进行精准治疗，耐心地向大家
讲解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好
自我保健和预防疾病工作。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副院长、内分泌科主任宋瑞捧
提醒，糖尿病是一组以高血糖
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和非传
染性疾病，患者长期存在的高
血糖可导致眼、肾、心脏、血
管、神经等慢性损害和功能障
碍。“糖友”通过调整生活方
式，如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控
制体重、戒除烟酒等及合理用
药，能更好地控制血糖，减少
或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郭洁

近年来，随着重症医学的
不断发展，小儿高级生命支持
的广泛使用，儿童重症的死亡
率明显下降。对于机械通气
的熟练掌握，成为一名儿科重
症医学医师的必修课。11月
9日，“第九届全国小儿机械通
气学习班暨第五届全国小儿
机械通气论坛”在郑州市儿童
医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诸多名家教授，以其高超的造
诣、系统详实的讲解分析，全
力打造这场学术盛宴。

历经九年锤炼，由郑州市
儿童医院主办的“全国小儿机
械通气学习班”已成为国内规
模最大、影响最广、内容最强
的学术会议。本次国家级学
术盛宴吸引了省内外近400
名同道参会。会场不仅座无
虚席，更有学员或站或倚、在
走廊处听课。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李金隆

11月 12日，由郑州市妇
幼保健院、郑州市医师协会、
郑州市预防医学会联合主办
的“不孕症的微创治疗暨妇科
腔镜家属新进展研讨会”在郑
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
家学者及医学同仁近200人
参加了研讨会。

据郑州市妇幼保健院院
长赵学勇介绍，此次研讨会汇
集了京、鄂、豫三地的妇科微
创（腔镜）专家，有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赵旸副教授、武汉同济

医院余传虎教授等名家，还有
来自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的郭
宝芝教授、郭华峰教授、周新
华教授、吴坤英教授、方明珠
教授等临床一线专家和业务
骨干。

研讨会以妇科微创及腔
镜技术为主线，旨在互通妇科
微创技术新发展信息，提升我
省女性疾病的诊治及微创诊
疗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水平。
参加学术交流的同仁纷纷表
示，有机会得到妇科微创与不
孕不育领域的顶级权威专家
的言传身教，获益匪浅。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路瑞娜

“我家宝宝怎么会贫血呢？
平时吃饭挺好的呀。”日常接诊
中，抱着胖嘟嘟的宝宝，拿着化验
单，总有家长忍不住发问。对此，
郑州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张春芳
说，给孩子辅食添加不当或孩子
偏食等也会引起贫血，医学上称
为营养性贫血。

张春芳说，贫血是指外周血
中单位体积内的红细胞数或血红
蛋白以及红细胞压积低于正常，
或其中一项明显低于正常。临床
多以红细胞数和血红蛋白量作为
衡量有无贫血的标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
示，血红蛋白的低限值在6个月
～6 岁 者 110g/L，6～14 岁 为
120g/L，小于该值可诊断为贫

血。6个月以下的婴儿，由于生
理性贫血等因素，血红蛋白值变
化较大，我国小儿血液会议暂定：
血红蛋白在新生儿期<145g/L，
1～4 月时<90g/L，4～6 个月<
100g/L者为贫血。

张春芳介绍，导致孩子出现
营养性贫血的原因有多种，比如
先天性体内储铁不足、偏食导致
摄入铁量不足、铁吸收障碍等。
孩子一旦贫血，会影响身体各系
统发育，尤其是大脑发育，同时会
烦躁哭闹或精神不振，不爱活动，
食欲减退等。

因此，她提醒，足月儿最迟4
个月后、早产儿或低出生体重儿
最迟从2个月后开始补铁。小月
龄婴儿可以直接给铁剂，如硫酸
亚铁等，5个月后可给予铁强化
食品，如强化奶粉、强化米粉等，

持续补铁到 1 岁末，最好到 2
岁。5个月后可于哺乳后加喂橘
子汁或维生素C，以促进铁吸收。

进食菜量不足也能导致贫
血，张春芳特意提醒，孩子的每一
顿饭里，蔬菜量要占1/3的比例。

缺牙14颗只需种4颗 最快2小时戴牙
联想控股大品牌，全国连锁200家，专注种牙23年！大河种植牙专线：0371-6579 5671

核心提示丨都知道“缺牙就选种植牙，有嚼劲儿还耐用”。可是缺牙多颗、半口/全口缺牙的人犯
了难：种植牙缺一颗种一颗，缺了半口牙岂不是要种十来颗？不仅贵还遭罪啊！近日，发生了一
件不可思议的事，67岁的陈奶奶只种了4颗种植体就恢复了半口牙，到底咋回事儿？

家住郑州市金水区的陈奶
奶，下半口牙几乎掉光了，由于
缺牙后咀嚼困难，从六年前开
始一直佩戴活动假牙。可是活
动假牙固位性差，吃饭使不上
劲儿不说，还磨得牙龈疼，陈奶

奶心疼钱舍不得换，凑合着用。
最近在女儿的劝说下，陈

奶奶终于决心舍弃活动假牙，
换成种植牙。但是这种植牙缺
几颗就得种几颗，频繁手术太
遭罪，费用也高得吓人。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庞红卫

前两天，在河南省肿瘤医院
头颈甲状腺二病区，患者李大妈
的儿子小李见到该科主任医师刘
善廷高兴地说：“真感谢你们，如
果没有肿瘤医院的专家，我的母
亲恐怕已不在人世了。”

这天，小李拿到了母亲的复
查结果，患者术后半年的超声和
CT诊断报告显示“术后较前变化
不大，建议定期复查”，这意味着
通过有效治疗，入院时一度呼吸

困难的李大娘已恢复健康。
今年4月下旬，河南省肿瘤

医院头颈甲状腺二病区转来一位
“甲状腺肿物压迫气管，患者呼吸
困难”的老年女性患者。经了解，
患者李大娘10天前因呼吸困难，
入住省会某省级综合医院就诊，
初步检查诊断为甲状腺肿物，但
是肿瘤增长很快，呼吸困难迅速
加重。因患者呼吸困难，生命体
征不稳定，该院建议转院治疗。

省肿瘤医院的专家们经过综
合评估，连夜制定了手术方案，迅

速为李大娘进行了手术。
经过精心术后治疗，10天后

李大娘被转入医院头颈放疗病区
做进一步诊疗。“患者术后病理显
示为‘鳞状细胞癌浸润’，甲状腺
鳞癌发病率很低，占甲状腺恶性
肿瘤的1%，恶性程度极高，如果
得不到及时的手术治疗，自然生
存一般不超过4个月。”刘善廷
说，“术后对患者进行放化疗，是
为了避免肿瘤的复发和转移。”7
月22日，经过一段放化疗，李大
娘康复出院。

就在陈奶奶打算放弃种牙
时，她的女儿听说郑州拜博口
腔医院有方法专门针对半口/
全口缺牙患者，赶忙带着母亲
前去求诊。在拜博口腔，种植
中心主任王中杰接诊了陈奶
奶。王主任首先为陈奶奶拍了
3D口腔CT，在一番详细检查
后，给出的答案让人非常欣喜：
陈奶奶可以采用半口无牙颌即
刻种植来种上一口好牙。

在半口无牙的情况下，传

统植牙技术需要至少植入8颗
种植体，而半口无牙颌即刻种
植仅需植牙4颗即可完成半口
缺牙修复，全口仅需8颗，最快
2小时即可戴牙。其技术核心
在于2颗前牙部位的种植体垂
直植入，而2颗中远部的种植
体采取倾斜45°植入，增大骨
骼与种植体的接触面，然后“拱
形连桥”安装牙冠，这样受力会
均匀地分布，节省费用，降低创
面。

半口缺牙、种牙无门 老人只得拖、忍、扛？

4颗种植体恢复半口好牙 当天种牙当天吃饭

半口无牙颌即刻种植
对医生、设备要求极严苛

□记者 林辉

宝宝虽然吃得多也会患贫血

甲状腺肿瘤压迫气管危在旦夕

多学科诊治，患者重获新生

郑州市创伤救治中心正式运行

义诊服务百姓 共同关注糖尿病

知名妇科专家汇聚郑州授课

培训医师，助新生儿呼吸更顺畅

信息速览

种植体颗数多，费用高，对牙槽
骨条件要求苛刻，需植骨手术及术后
愈合，戴牙冠等待时间长。

半口仅需4颗种植体，无需植
骨；当天种牙，当天戴牙冠，当天可吃
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