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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布强
专家简介：

河南拜博口腔
医疗部主任,毕
业于西安交通
大学口腔系，能
熟练分析及设
计种植案例。

出诊时间：
周一~周五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田培

不同的季节，我们一定要
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夏
季怀孕，有夏季的过法；冬季
怀孕，就需要一套新的行为习
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
医院产科一病区主任刘文枝
说，作为一名准妈妈，冬季需
要有一套“行为准则”，以便平
稳度过寒冷的冬季。

睡觉一定要早睡晚起。
在冬天，准妈妈一定要早睡晚
起。特别是冬至之后，尽量等
到出太阳的时候，再考虑外出
的事情。如果休息不足，会直
接导致一整天的状态都不好，
进而影响到宝宝的健康。

室内一定要通风换气。
冬季天气寒冷，人们都喜欢紧
闭窗户。这样是会更暖和，但
是长时间不通风并不是一件

好事。长时间不通风，会导致
室内空气质量大幅度下降。
每天选择一个空气质量比较
好的时间点通风换气，对于准
妈妈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食物一定要“挑选”。冬
季，是食补的最好季节，准妈
妈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时间。
冬季多吃一些时令蔬菜，有助
于准妈妈度过寒冷的冬季。
核桃、芝麻、栗子、菠菜等御寒
食物可以适当多吃一点，但也
要控制好量。

运动一定要适度。如果
是平时，肯定建议准妈妈没事
多运动。但是，现在全国的雾
霾天气都比较严重，所以出门
运动一定要适度。冬季适当
运动，对于身体御寒和宝宝健
康都有很大好处。不过，运动
出满头大汗这种事情，准妈妈
不要做。

大牌手术日：约留美种植名家，抢种牙福袋
牙齿种植预约可享内部价；牙齿矫正寒假包干价6999元！大河种牙专线：0371-6579 5671

□记者 李晓敏

核心提示丨眼看就到春节，很多缺牙市民想要把烂牙、缺
牙问题在年前解决，种上一口好牙痛痛快快地过个好年。
可是面临大大小小的种植牙机构，到底该怎么选？形形色
色的种植牙医生，水平到底怎么样？大河种牙专线：
0371-6579 5671

有的人种牙后，吃吗吗香，越
活越年轻。有人种牙后，种植体
摇摇晃晃，越治疗越痛苦。缺牙
患者面临选择，该何去何从？

为了解决缺牙读者“种牙难”
的问题，“大牌手术日”活动制定

多项严苛的甄选标准，融合
口腔医学业界优质资源，将
北京、上海甚至欧美的种植
牙名医请进河南，为大河读
者朋友提供医疗升级服务。

为让缺牙朋友种牙放心，“大
牌手术日”全方位甄选名医。栏
目所邀专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临床经验丰富：具备10
年以上临床经验，积累丰富的专
业知识。

（二）方案设计可靠：每个患
者的口腔情况都不同，适用的种
植方案和技巧也不同，专家要有

针对性地设计符合个人口腔
特点的种植方案。

（三）医患沟通亲和：对
待患者细心耐心，擅于解决
患者诉求，广受好评。“大牌
手术日”口腔服务各个环节
接受全程监督，为消费者的
安全、权益保驾护航，让缺牙
读者放心种牙。

找京沪欧美种植名医 解放你的种牙求医路

严格甄选全方位审核 让缺牙者种牙更放心

(一)预约礼：爱牙礼包，来电
预约，立享豪礼！

(二)优惠礼：欧系指定植体
交 300 元抵 3000 元，再送价值
5000元看牙大礼包！

(三)新年礼：高端进口植体

每颗立减2017元！
( 四) 金 蛋 礼 ：砸 金 蛋

100%赢大奖，液晶电视任性
拿!

（五）矫正礼：牙齿矫正
包干价6999元，取模免费！

“大牌手术日”种植大牌：
本期出诊信息

一口好牙吃好年夜饭，名医种牙过年抢福袋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杜朝侠

郑州市2016年度皮肤科
工作总结暨学术交流会近日
在河南省医学科学院皮肤病
医院举行。大会由郑州市医
学会皮肤科分会主办，河南省
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承办，
来自郑州及周边地市的近百
位皮肤界专家齐聚分享经验，
交流学术。

会上，学术交流精彩不
断，每一位专家通过透彻的讲
解、详实的案例、深入浅出的
论证征服了与会人士。

郑州市医学会皮肤科分

会主任委员、河南省人民医院
皮肤科主任、大会主席李振鲁
教授表示，医学会每月都会在
省直、市直医院举办很多不同
专题的学术活动，包括论坛、
学习班、疑难病例讨论和每年
的年会等，这一切都是为了更
好地提高郑州市皮肤科临床
诊疗水平。此次学术会的召
开，不仅为郑州市皮肤科同仁
提供了增进学术交流、加强学
科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的大好
机会，也会对郑州市乃至全省
皮肤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现在人们的饮食习惯使机体
不能适应，其结果就是损害健康，
常见的有血脂异常、动脉硬化、冠
心病、糖尿病等。

“冠心病的病因很多，明确的
一个重要病因就是体内胆固醇过
高。”朱翠玲说，这使血液中的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无法被及时代
谢利用，而堆积到血管壁内，占
据、阻塞血管腔，并造成动脉粥样
硬化，导致冠心病。而“越嚼越
香”是富含胆固醇食物的一个很
突出特点，如海鲜、动物油、肉类、
油炸食品等。

手机如今已成为很多人
生活的必需品。一些难以入
眠或起床困难的人往往会选
择求助手机，希望“万能”的手
机应用能给他们带来良好睡
眠。不过，德国专家提醒，很
多睡眠应用在设计上并不科
学，应谨慎使用。

手机睡眠应用通常可提
供帮助入睡、分析睡眠活动或
确 定 理 想 起 床 时 间 等 功
能。德国睡眠研究和睡眠医
学协会专家威斯认为，睡眠应
用将来定会给医学带来变革，
但如果睡眠应用开发者没有
良好的医学背景，其产品的科
学性则难以保障。

威斯说，很多手机上流行
的睡眠应用实为“伪科学”，因
为这些应用仅从人们在卧室
里的活动或发出的声响等并

不很具说服力的特征参数判
断人们的睡眠质量。相比之
下，睡眠实验室会记录脑电
波、眼球运动、肌肉紧张程度、
血液氧含量、心脏及呼吸活动
等数据，并由专家对这些数据
进行科学评估。

“我甚至认为睡眠应用是
危险的，”威斯说，因为这些应
用判断错误的可能性较高，患
有睡眠障碍的人如果相信睡
眠应用得出的结论，则可能耽
误病情。

德国联邦卫生部一项针
对手机健康应用的研究显示，
市场现有的应用程序几乎都
无法满足诊断或治疗需求，很
多应用生产者并不具有医学
背景，其组成非常“多样”，包
括个人、私营企业、健康机构、
保险公司等。 据新华社

预防血脂异常、动脉硬化、冠心病、糖尿病，需要管住嘴

这些“香”食品尽可能远离

朱翠玲提醒，下列“越嚼越
香”食品要尽可能远离。

1.油炸食品。此类食品热量
高，含有较高的油脂和氧化物质，
是导致高脂血症和冠心病的最危
险食品。同时，在油炸过程中，往
往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

2.肥肉和内脏类食物。虽然
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维生素和
矿物质，但肥肉和内脏类食物所
含有的大量饱和脂肪和胆固醇，
已经被确定为导致心脏病最重要
的两类膳食因素。

3.方便面。属于高盐、高脂、
低维生素、低矿物质一类食物。
一方面，因盐分含量高增加了肾

负荷，会升高血压；另一方面，含
有一定的人造脂肪(反式脂肪
酸)，对心血管有相当大的负面影
响。加之含有防腐剂和香精，可
能对肝脏等有潜在的不利影响。

4.奶油制品。对心脏最有害
的食物，首先是奶油制品，包括蛋
糕、奶油点心和烤奶油面包等。

5.红色肉类。会增加血液中
有害胆固醇的含量。过量食用红
色肉类会导致动脉硬化，引发心
脏病。

6.酒类。酒类中对心脏影响
最大的是啤酒和泡沫酒。

7.碳酸饮料。是心血管疾病
的主要威胁物，会提高肥胖和糖

尿病的发生，对腹部肥胖等也有
很坏的影响。

“健康的膳食结构应是以五
谷杂粮、蔬菜、豆类为主，适量摄
入蛋、肉类，每人每天一个鸡蛋或
一至二两瘦肉，就能满足机体对
如胆固醇的需要。”朱翠玲提醒，
千万不要以为多吃肉、蛋就是补
充营养。营养讲究的是糖、蛋白
质、脂肪和各种维生素的平衡，是
摄入和消耗的平衡，营养过剩积
存在体内就是垃圾，就给冠心病
的发生种下了祸根。“饮食有节，
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形与神俱”，
方是正确的养生之道。

核心提示丨还有不足一个月就到春节了。俗话说得好，每逢佳节胖十斤。不过，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四区主任朱翠玲教授提醒，当心越嚼越伤“心”。

饮食坏习惯损害你健康

补充营养并非多吃肉蛋

准妈妈过冬，
记住几个“一定”

德国专家建议

慎用手机睡眠应用

王中杰
专家简介：

河南拜博口腔
种植中心主任,
进修于首都医
科大学口腔种
植中心。

出诊时间：
周一~周五

时绍忠
专家简介：

北京拜博口腔
医院副院长,毕
业于美国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
校，国内权威种
植专家。

出诊时间：
1月9日~10日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潘慧

省会举办
皮肤科学术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