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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万物更新，也是人体
生理机能、新陈代谢最活跃的
时期，又适逢唯美口腔20天
的种植牙5折优惠，因此这段
时间堪称种牙“黄金期”。有
种牙需求的读者一定要赶紧
拨打电话：0371-65795698
提前预约，能享受以下优惠：

1.种植牙5折：德国ICX、
登特斯、登腾等一律5折；

2.其他项目 7.5 折：牙齿
矫正、牙齿治疗、牙齿修复全
部7.5折；

3.免费方案：与专家面对
面，种牙方案免费得！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郭凯民

为庆祝三八妇女节，3月 8
日当天上午9:00，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将在郑东院区广场举办

义诊活动。
据了解，当天的义诊活动共

有产科、妇科、生殖、新生儿科、急
诊科、乳腺、耳科、整形等科室的
专家参与义诊。此外，值得一提

的是，现场，郑大一附院还提供有
本专业专家科普相关知识及基本
检查，免费提供乳腺超声等检
查。如果您有妇科方面的相关问
题，可以当天免费参加咨询。

病毒性感冒与病毒性心
肌炎的关系密不可分，引起感
冒的许多病毒，如流感病毒、腺
病毒、柯萨奇病毒、Echo病毒等
同样会引起心肌炎。

□记者 李晓敏

23 岁的小张是个工作
狂，前段时间感冒了，他也“轻
伤不下火线”，照常和同事一
起加班、熬夜赶方案。和以往
不同的是，前两天，小张突然
觉得胸闷、气短，很不舒服。
到医院后，医生一问病史，再
做检查，竟然是病毒性心肌
炎。小张感到困惑：小小的一
个感冒，为什么别人挺一下就
过来了，年轻力壮的自己偏偏
就发展成心肌炎？

医学专家解释，在心肌炎
中，病毒性心肌炎占了60%~
70%，而病毒性感冒与病毒性
心肌炎的关系密不可分。引起
感冒的许多病毒，如流感病毒、
腺病毒、柯萨奇病毒、Echo病
毒等同样会引起心肌炎。这些
病毒本身会攻击人体的上呼吸
道，也会攻击心肌细胞。

病毒性心肌炎早期症状
不明显，部分患者在发病前1~
3周有呼吸道或肠道感染症
状。

如何预防心肌炎？研究
表明，病毒感染后仍持续紧
张、过度劳累、从事重体力劳
动与剧烈运动，易发生病毒性
心肌炎。此外，营养不良也是
诱因。感冒后要立即休息，可

吃一些抗病毒的中成药，如板
蓝根，多吃高蛋白、维生素丰
富的食物，提高身体免疫力。

早于2007年，白云山和
黄与钟南山携手共建“呼吸疾
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开
展中药板蓝根抗病毒作用机
理研究，拉开了白云山板蓝根
颗粒持续研究的序幕。2009
年，双方联合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NIH）就白云山板蓝根
颗粒抗病毒机制研究签订合
作协议，成为全球首个获NIH
资助的中药研究项目。2015
年，研究团队发现白云山板蓝
根的一种新型抗病毒吲哚类
化合物，抗病毒效果最好，并
获国家专利授权。2016年，
钟南山院士研究团队发现流
感早期服用白云山板蓝根更
有效，并指出白云山板蓝根抗
病毒与抗炎并重，进一步证明
了白云山板蓝根多靶点、多通
路抗病毒的作用机制。

此外，发生病毒性心肌炎
后，应该卧床休息，活动和劳累
可使病情加重，引起严重并发
症。还要注意合理饮食，多食
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营养平
衡。要保证有足够的睡眠与休
息，避免感冒，否则易复发。心
肌炎反复发作可转变为慢性心
肌炎、心肌病，危害终身。

感冒后胸闷或是“大事”！

“三八”节大型义诊 免费乳腺超声检查

3·15医疗质量监督月，好专家保质量，终身质保维护

5折种植牙 他们都在抢一年一次的机会
进口种植牙5折，其他项目7.5折，限时20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电话：0371-65795698

核心提示 | 近段时间，“3·15唯美口腔医疗质量监督月”引发郑州缺牙市民热议，人们纷纷组团
到唯美种牙！为啥？原来，为迎接“3·15消费者权益日”，唯美口腔邀请全社会监督高质量口腔服
务，并联合大河报推出种植牙项目5折，其他项目7.5折等优惠，活动时间有限，仅此20天，有需
求的读者赶快拨打电话：0371-65795698吧！

□记者 林辉

上周六下午，郑州某小区的
陈阿姨带着同一小区的大爷大
妈们，组团到唯美口腔种牙。面
对记者的采访，他们表示：“我们
这些老伙计到了岁数，或多或少
都缺牙，天天在一块儿交流哪家
机构种牙好，哪家更实惠。碰上
唯美口腔种植牙5折优惠，就赶

紧都过来了！”据悉，唯美口腔为
迎接“3·15消费者权益日”，邀
请全社会来监督高质量的口腔
服务，并联合大河报推出种植牙
项目5折，其他项目7.5折等优
惠。活动力度非常大，但是优惠
时间仅有20天，因而引发郑州
市民组团来唯美种牙的热潮。

除5折优惠外，唯美口腔还
趁着质量监督月严抓医疗质
量，对医生技术、医院服务都提
出了严苛的要求。

对此，唯美口腔种植专家
刘艳广医生表示：“医生的种植
技术直接影响着种植牙的使用
寿命，医院医疗服务则决定了
患者能否在种牙后得到更细

致、更周到的服务。”因此，唯美
口腔一直坚持为市民提供更精
湛的牙科技术，更高质量的口
腔服务，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
致好评。

此次为迎接“3·15消费者
权益日”，还邀请郑州市民对口
腔服务细节、医院运行等各个
环节“挑刺”，力求精益求精！

种植牙5折 市民组团来种牙

高质量口腔服务 种牙更有保障

20天种牙黄金期
千万别错过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潘慧

今年3月9日是第12个“世
界肾脏病日”。近年来，儿童肾脏
病发生率有持续增高的趋势。当
天上午，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儿童
医院儿科肾脏病区将举办“儿童
肾脏病的诊治”大型宣教义诊活
动。届时，丁樱、翟文生、刘霞、任
献青、黄岩杰、宋纯东、郭庆寅、张
建、张霞、杨濛等省内儿童肾病专
家将联袂义诊。

“急性肾炎、肾病综合征是儿
童较为多见的肾脏疾病，先天性
和遗传性肾脏疾病也是儿童肾病
的原因之一。”中华中医药学会儿
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丁樱教授表
示，有些类型的肾病早期很难被
察觉，特别是小孩子，不太会表达
自己身体的不适。家长在孩子不
生病的情况下，很少为他们做尿
检。肾脏病的一些症状不典型，
易与其他疾病相混淆。但等到有
典型症状时，往往已经是重症，错
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此次肾脏病宣教义诊活动将
于3月9日上午9时～11时在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
行，您只需关注大河报天天健康
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河微医”，在
大河微医留言报名（姓名+联系
方式），收到
微医君回复
的具体活动
地点即为报
名成功，凭
借此信息入
场。

□记者 林辉

今年3月3日是第十八次
“全国爱耳日”。当天上午，由
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河南省
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联合举
办的“爱耳日活动月暨重聋患
者救助计划”正式启动。郑州
民生耳鼻喉医院院长钱江平
当场宣布，将为在该院植入人
工耳蜗的20位贫困重聋患者
最高提供5万元的现金资助。

钱江平说，就目前来说，
人工耳蜗植入是帮助重聋患
者重获听力的最有效手段，

“我们医院拟在2017年加大
重聋患者的救助力度，尽全力
帮助更多的听障患者。”

据钱江平介绍，除了为
20位植入人工耳蜗的贫困重
聋患者提供资助，该院在整个
3月份，全面开展听力健康免
费普查活动，并将进行针对青
少年儿童的系列科普宣讲活
动。此外，在该院做 CT 检
查、配装助听器、做中耳炎手
术、做小耳畸形手术等都有不
同程度的优惠或现金援助。

据悉，郑州民生耳鼻喉医
院一直都在致力于听障患者
的精准服务工作。2016年11
月，该院推出的“20例人工耳
蜗资助计划”活动，就为近30
位重聋患者提供了100多万
元的现金资助，让这些听障患
者“重获听力”。

著名儿童肾病专家 肾脏病日义诊
关注“大河微医”报名参与

安装人工耳蜗
最高可获5万元资助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田培

春天天气干燥多风，人一上
火就很容易患上红眼病，并且传
播速度特别快。如果您能了解红
眼病的发病原因，掌握一些自己
处理红眼病的小方法，就能帮助
家人有效缓解痛苦。郑州大学附
属郑州中心医院眼科主任朱冬梅
为您支支招。

请结合下列症状，逐一排查：
1.看镜子时发现眼睛里有很

多细细的血丝。这些血丝是从眼
角向眼球中间慢慢地伸延，这是
俗称的“充血”，要警惕红眼病。

2.如果发现眼睛里的血丝从
黑眼珠和白眼珠交界的地方向外
散开，出现细小的出血症状，就要
立即去医院，这可能是角膜炎或

青光眼的表现，要引起高度重视。
3.如果发现白眼珠那里好像

有一层水膜，甚至出血，整个一片
都变红了，这也是红眼病的症状。

4.红眼病发作时往往还会口
渴、心烦，大便比较干。

如果不幸“中招”，朱冬梅建
议连喝几天“清眼退赤茶”：就是

取菊花(最好选黄菊)2克、栀子2
克、决明子2克，泡水即可。

朱冬梅说，如果在红眼病症
初起的时候喝，只要喝上一天就
不会发作；如果是红眼病比较厉
害，可以一天换两次药，连喝3～
5天。另外，在红眼病流行的时
候，常喝这道茶也有预防的作用。

春季高发红眼病，你中招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