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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关键词：公益免
费 种牙特价 现金补贴

大河公益行——免费种植
牙系列活动，将定于每周三、周
日 举 行 ，欢 迎 拨 打 热 线
0371-6579 5671参与活动。

据悉，本月 15 日将迎来
“大河公益行”系列的活动，当
天为大家服务的是陈献礼医
师。陈医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
学医学院，口腔临床医学硕士，
ICOI 国际种植牙医师协会会
员，具有多年丰富的种植经验，
并在专业口腔学术刊物上发表
学术论文。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廉万营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
家长对于孩子身高的期望值
越来越高。但由于环境、疾
病等因素的影响，有些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会出现问题，
身材并不尽如人意。本周日
（1月15日）10:00～12:00，
河南省中医院将在2号楼1楼
会议室举行“让孩子长高不

是梦”公益健康讲座。
届时，河南省中医院儿

科主任董志巧主任医师将就
儿童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
影响儿童生长发育的因素、
如何促进儿童健康自然生长
发育、儿童生长发育的监测
以及矮身材的病因及治疗等
诸多方面进行精彩的讲解。
讲座后，专家还将现场回答
家长的咨询。

□记者 李晓敏

刚出生几天的宝宝不停哭
闹，一条腿不会动，去医院一查，
原来是急性化脓性关节炎。昨
天，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省
妇幼保健院）内，该院小儿骨科主
任郭永成告诉记者，像这样的孩
子并不罕见，有的治疗及时可以
痊愈，但有些治疗不及时，后果很
严重。

“大夫，快给俺孩看看吧，才
出生几天，一条腿不会动了，一动
他就哭个不停，这到底咋回事
啊？”在门诊上，抱着刚出生的宝
宝，刘女士一脸焦急。

通过检查，郭永成推测孩子
可能得了化脓性关节炎，随后的
磁共振检查证实了这一判断。

“急性化脓性关节炎是指关
节部位受化脓性细菌引起的感
染，常见的病原菌占85%以上是
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途径多数
为血源性传播、少数为感染直接
蔓延。”郭永成说，发生于婴幼儿
的化脓性关节炎，往往与干骺端
的骨髓炎有密切关系，但也有不
少病例是通过血运侵入关节滑膜
而引起的，最后也可破坏骨骺而
继发骨髓炎。

郭永成介绍，急性化脓性关
节炎最常发生在髋关节和膝关

节，以单发关节为主，少有多关节
并发。髋关节由于部位深的关
系，或因全身其他部位感染症状
所掩盖，常被漏诊或延误诊断

郭永成提醒，新生儿及婴幼
儿患急性化脓性关节炎之前，往
往会出现感冒、发热等症状，一定
要注意观察肢体活动情况，比如
是否有关节肿胀、更换衣物时是
否有强烈哭闹、是否有关节活动
减少等情况；对于年龄稍大的儿
童，要注意是否存在跛行及关节
疼痛等症状，如果有上述表现，一
定要找专科医生检查。早期诊
断、早期得到有效治疗。

线索提供 华小亚 尚睿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闫洧涛

1月7日，河南省第七届
创伤骨科论坛，在郑州市骨
科医院举行。

来自第四军医大学西京
医院的骨科主任袁志教授、
郑大一附院骨科主任吴学建
教授，以及省内多家医院的
创伤医学专家150多人，就
股骨骨不连原因分析及防治
策略、骨折不愈合的治疗策

略、骨盆骨折畸形愈合的治
疗、股骨远端陈旧性骨折畸
形愈合的治疗策略、股骨转
子下骨折内固定不愈合的治
疗策略等临床新问题、新进
展，进行了探讨和交流。此
次论坛将骨科的新理念、新
技术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
为临床工作提供更多的治疗
方法和思路，从而推动我省
创伤骨科水平的提高和发
展。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潘慧

高血压对血管的伤害最大，
所有因血栓导致的疾病，比如脑
梗、心梗，高血压都是“元凶”，因
此，降压药非常必要。但是很多
人吃了降压药，血压降了之后症
状并没减轻，甚至反而不舒服，难
道血压不该降?

“事实上，除了降血压之外，
更需要去除引起血压升高的原
因，否则，降血压就是在生硬地遏
制身体的本能自救，血压降了之
后仍旧难受，原因就在这里。”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
四区主任朱翠玲教授说。

朱翠玲解释说，血压降低是
生命遇到危险，甚至生命垂危的
征兆，一旦血压不能维持一定高
度，血液推不到各个器官，血管的

“感受器”就要向大脑报警。为了
保证周身的血液供应，大脑就要
分泌激素来提高血压，以保证各
个器官的供血供氧。高血压看似
是一种疾病，其实也是身体为了
自救不得已而呈现的结果，所以，
比降压更重要的是去除引起血压
升高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血
管的硬化，血液黏度增加。

据朱翠玲介绍，除了随着增
龄而出现的动脉硬化，饮食中缺
少维生素C、E、钙，吸烟等也会增

加血管的硬化；而高血脂、饮水量
过少，则是血液变稠的主因，还有
就是缺乏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增
加脂肪的消耗，可以使血流加快，
血运得以充足。

“因此，不管以什么方式，只
要能软化血管，改善血液循环，这
就是比降压更重要、更去根儿的
办法。”朱翠玲说，常说的高血压
是生活方式病、治疗要终身服药，
其含义就在于此。这个终身就是
将减盐限油，不抽烟多运动变成
生活习惯，血压才能从根本上降
下来，而且这样的降压，即便是稍
微依靠一下降压药，也会让患者
觉得很舒服。

□记者 林辉

很快就要到春节了，有
些不到一岁的小宝宝可能要
随父母乘飞机走亲访友。郑
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主任闫保星就此提
醒，婴儿的口鼻还没有发育
完善，乘坐飞机时需要保护
好。

很多家长担心，婴儿乘
坐飞机会损伤耳膜，甚至造
成耳聋。闫保星说，这样的
担心其实有些过虑，只要注
意在乘机时保持宝宝耳压的
平衡，减少宝宝乘机的不适
就可以了。

还有些家长认为，婴儿
在飞机起降时睡觉，会增大
耳膜受损的可能性。闫保星
说，婴儿是懂得自我调节的，
耳压不适反应不那么强烈的
宝宝自然安睡完全不受影
响，家长并不需要专门把宝
宝拍醒。选择直达航班，减
少飞机起降次数，才是保护
宝宝耳朵的好方法。

飞机起飞降落时，婴儿

往往会哭闹不止，一些家长
会采取措施制止哭闹。闫保
星说，哭泣时的换气和吞咽
动作，有助于咽鼓管开放，平
衡耳压，缓解不适症状，因此
无需刻意制止。这时可以适
当给宝宝喂点水和奶，帮助
宝宝做吞咽动作，减少压力
带来的不适。

“耳压是通过鼻子进行
调节的，保持婴儿鼻子的通
透尤为重要。”闫保星提醒，
宝宝感冒鼻塞时最好避免乘
坐飞机。先天咽鼓管功能较
差，或者伴有后鼻孔堵塞、腺
体增殖等症状的婴儿也不宜
乘坐飞机。

此外，机舱里空气通常
比较干燥，容易导致婴儿幼
嫩的鼻腔出现干燥甚至流鼻
血。闫保星说，家长可给宝
宝滴点鱼肝油滴鼻液，有助
于保持宝宝鼻腔的湿润。但
滴鼻时要注意尽量把宝宝的
头放低，最好是躺着，以免滴
鼻液流至咽喉，给宝宝造成
不适。

线索提供 李荣华 陈燕

大河公益免费种植牙，仅剩3天！
现金微信红包当面抢，100%公平角逐免费名额！公益报名电话：0371-6579 5671
核心提示丨“种植牙免费送？真的假的？”你没看错，为了解决缺牙读者反馈的各种困难，经过多
方协调，终于为缺牙读者朋友争取到了免费种牙福利。公益报名电话：0371-6579 5671

“为啥免费种牙热线总是
打不通？”“打了好几次才预约
成功，公益免费当然抢的人
多。”据悉，自公益免费种牙通
知本周二见报以来，报名热线
一直响个不停。三天时间，超
过一半的预约名额已被热心
读者收入囊中。

张老是其中一名大河报

读者。了解中得知，张老上牙
缺失三颗，下牙缺失四颗，平
时戴假牙常硌得牙龈钻心
痛。从去年春节开始，他就寻
思种牙，可考虑了将近一年依
然找不到价格实惠、质量放心
的种植牙，直到本次活动顺利
报上了名，张老才感慨“终于
圆了放心种好牙的梦”。

电话回访中了解到，王先
生是一名装修公司的老板，家
境殷实，也来报名参加免费种
牙。王先生表示，由大河报组
织的公益种牙，肯定是按照多
项标准严格挑选的，品质肯定
有保障，种牙更放心。

本次免费公益种牙活动，

邀请了诸多专业医师针对种
植牙品质进行严格甄选，包括
种植体、种植技术、种植医师
水准等，从每个环节来为读者
挑选好的种植牙。因本福利
为大河读者专享，故参加活动
需携带大河报一份（任何日期
均可），证明大河报读者身份。

热线几度被打爆
只因大河公益免费种牙

甄选品质种植牙
大河读者资格专享

本次大河公益种植活动中，读
者朋友将获得哪些种植牙福利？小
编下面为您仔细盘点：

福利1：现场抽取一名幸运儿，
赠送免费种植牙。为确保抽奖过程
透明、公正、公开，现场将通过微信
抢红包方式确定中奖获得者。

福利2：现场种牙，可当场获得
现金补贴。补贴金额最低199元，种
牙越多补贴越高！

福利3：种牙内部价。大河融合
口腔业界多方资源，为读者推出种
植牙内部价。

免费种植牙现场送
现金补贴、种牙内部价

血压降了，为什么还不舒服

新生小婴儿会得“关节炎”？

宝宝乘飞机护好耳鼻

省第七届创伤骨科论坛
在郑举行

让孩子长高，有啥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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