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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牙9年真冤！孙女竟“帮”爷爷种好牙？
拜博口腔：315颗烤瓷牙冠免费送！半口、全口种植牙，可申请半价种牙！大河种牙专线：0371-55993333

核心提示|自拜博IDDC落户河南，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缺牙人来拜博种牙。昨日，一位孙女非要带爷爷来拜博
IDDC种牙，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大河种牙专线：0371-55993333。 □记者 林辉

周老缺牙9年，为种牙跑
过多个城市，但每次都因骨量
过少不能种牙。本已放弃希望
的周老，此次在孙女“强制要

求”下，来到拜博种牙。了解得
知，孙女刚刚医学院毕业，目前
正在某口腔医院实习。

“我实习时，听说拜博口腔

全国连锁，在业内名气很大，而
且拜博IDDC汇聚了全国知名
的种植专家，我身边牙医都很
敬重IDDC。”孙女说。

CT显示，周老牙颌骨量低
至4.3毫米。通过IDDC平台，
王中杰医生联合京、沪、深等地
24位种牙名医，共同讨论，最
终确定采用德国Camlog粗种
植体加强固位应对骨量少、

All-on-4全口种植方案。
上午10点 15分，手术开

始。在3D数字化种植导板辅
助下，有着20余年丰富种植经
验的王中杰专家，在0.1毫米
的精准级别下，科学有序地进

行备洞、植入、缝合等标准操
作。11点05分，8颗植体搭配
全口种植牙冠，安稳地“扎根”
在周老口中，手术成功完成！
当周老带着“新牙”走出手术室
那一刻，孙女竟感动落泪了。

内行 | 孙女带爷爷来IDDC种牙 只因牙医都敬重IDDC

专家 | IDDC有“北上广深”专家 0.1毫米精准微创种好牙

拜 博 口 腔 成 立 于 1993
年，24年历史，覆盖全国50多
个城市，全国 200 家连锁。
2014年成为联想控股成员企
业。在河南郑州、洛阳、新乡、
焦作4个城市共建立3家二级
口腔医院和7个口腔门诊部。

据悉，拜博口腔IDDC联合
大河报，全省征集半口、全口牙
缺失患者，若入选疑难病例，将
给予种植牙费用减免50%的优
惠，让您享受半价种牙的幸福。

送礼 |
半口全口种牙可享半价
来拜博种牙送烤瓷牙冠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潘慧

“得了过敏性紫癜，要在第
一时间到正规医院接受系统治
疗，避免重复感染，警惕转为紫
癜肾炎。”昨天是第十二个世界
肾脏病日，当天上午，在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省中西医结合儿童医院举办的
《过敏性紫癜及儿童肾病的防
治》大型宣教义诊活动上，该院
儿科医学部主任、儿科一病区
主任翟文生教授提醒家长重视
过敏性紫癜，切莫忽视早期症
状延误治疗时机。

过敏性紫癜是儿童常见
病，以皮肤紫癜、消化道黏膜出
血、腹痛、关节肿痛和肾炎的症
状为主要临床表现，好发于学
龄儿童，发病季节以冬春为多。

“虽然这种病较常见，但其
专业性也很强，很多家长甚至
基层医务人员都没有足够认
识。”翟文生说，50%～70%的
过敏性紫癜患儿会出现剧烈腹
痛，甚至伴有呕吐、便血，极易
被误诊为阑尾炎、肠穿孔等外
科急腹症；还有1/3的过敏性
紫癜患儿在发病期间会出现关
节疼痛，有些家长没有引起重
视，认为是孩子在学校磕磕碰
碰，在所难免。

过敏性紫癜皮疹和普通皮
肤皮疹也存在区别。据该院儿
科一病区副主任宋纯乐教授介
绍，过敏性紫癜皮疹为出血性
皮疹，按压时不褪色，而一般过
敏的皮疹为充血性皮疹，按压
时褪色。

大部分过敏性紫癜是因为
感染导致，冬春季节或季节变
换时，由于温差加大，容易发生
感冒。宋纯乐就此建议家长：
要注意开窗通风，及时添加衣
被，防止交叉感染，减少感冒发
生。感冒后要注意观察，及时
发现孩子皮肤紫癜、腹痛、关节
肿痛等表现。孩子一旦得了过
敏性紫癜，要及时到正规医院
诊治，避免重复感染。

翟文生强调，过敏性紫癜
在皮肤紫癜得到控制后，还要
追踪肾脏损伤是否发生。根据
临床观察，紫癜性肾炎一般在
过敏性紫癜发生后两个月内出
现，尤其是1个月内的发生率
最高，极少数会在6个月后发
生。所以要长期观察尿液改
变，及时发现紫癜性肾炎。紫
癜性肾炎若不及时治疗，部分
患者可能会发展成为肾功能衰
竭，因此家长一定要注意定期
随访。

“检查是阳性的患者，需要
在三个月后复查，如果复查仍
为阳性，建议做阴道镜检查、细

胞学检查、必要时做宫颈活
检。”王慧霞提醒，随着宫颈癌
的筛查方法越来越高级，只要

定期筛查、及时发现问题、积极
处理，就可以达到防病于未然
的目的，避免日后发展成宫颈

防治手册HPV HPV感染等于得了癌症吗？
专家表示，不要盲目恐慌！

核心提示丨最近，爱笑的赵女士一改往日的开朗个性，总是眉头紧锁。原来，她在单位组织
体检时，做了个宫颈防癌筛查，结果报告出来，上面写着高危型HPV阳性。“HPV感染，这
是会让女性得宫颈癌的病毒。有影星就是得宫颈癌去世的啊！”当时赵女士就“炸毛”了。

□记者 李彬

“人乳头瘤病毒是乳头瘤
病 毒 家 族 中 的 一 种 ，简 称
HPV。目前已知有 100多种
不同类型的HPV，其中有 14
种HPV类型被列为‘高风险’，
已经证实它们持续感染会导致
罹患宫颈癌。”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王慧
霞主任医师说，即使体检发现
HPV高危型感染，未必就会得
宫颈癌。凡是有性生活的女
性，一生中都存在感染的可能
性，但很多时候它只是个匆匆
过客，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影

响，只要免疫系统功能运转正
常，多数情况下人体可靠自身免
疫力清除掉；且由HPV感染
——持续感染——癌前病变
——癌症的时段通常十年左右，
只有当HPV清除不掉、持续感
染，才有向宫颈病变转化的可能。

HPV高危型感染，未必就会得宫颈癌

检查是阳性，该怎么办呢？

癌时的大动干戈。
目前，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成为华大基因创新
型HPV基因分型检测结果初筛
为阳性的患者二次检查机构，为
其免费进行细胞学二次筛查、活
检病理诊断。而通过华大基因
创新型HPV基因分型检测结果
为阴性的朋友，将获得华大基因
联合保险公司购买的保险，三年
被确诊为宫颈浸润癌的，一次性
赔付5万元。欲知HPV筛查的
检测方式等详细内容，您关注天
天健康官
方微信号

“ 大河微
医”，回复

“HPV”即
可。

过敏性紫癜春季高发

警惕
转为紫癜肾炎

专家提醒

肛门长疙瘩，是痔疮、肛瘘还是大肠肿瘤？
肛门长疙瘩、便血、疼痛及大便异常是结直肠肿瘤的高危症状，
市民拨打0371-87503333即可申请超导光电子肛肠镜免费检查（每天限10个名额）
核心提示丨作为我省规模最大的肛肠专科，郑州丰益肛肠医院几乎每周都能筛查出3~5例结直
肠肿瘤患者，且中晚期居多。让人深感痛心的是，大多数患者误把大肠肿瘤当做痔疮来看待。

肛周长疙瘩是肛肠疾病的常
见症状之一，与十多种肛肠疾病相
关，是血栓性外痔、混合痔、外痔及
肛周脓肿、肛瘘等多种肛肠疾病共
有症状。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聘
专家刘佃温教授介绍，肛周长疙瘩
发病初期对人的正常生活影响不
大，但随着疾患的加重，轻者出血、

疼痛难忍，重者甚至有恶变可能。
外痔：主要见于炎性外痔和血

栓性外痔。
肛周脓肿：肛周凸起硬结肿

块，逐渐增大，久拖不治自行破溃
形成肛瘘。

肛瘘：肛门部位长疙瘩或流脓
是肛瘘的主要症状。

超导光电子肛肠镜是目
前国际上检査肛肠疾病最简
单科学的设备。

刘佃温教授表示，其采
用高达1200万像素的医用
视频高清探头及摄像技术，
将肛肠内部深层病灶以视频
直播的方式，显示在电脑屏
幕上，医患双方均可看得到
病情发展状况，从根源上杜
绝了误诊、漏诊，为精确治疗
提供了可靠依据。

刘佃温
主任医师，教
授，硕士生导
师。河南中
医学院中医外科研究所所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副
会长，中国医师协会肛肠分会
副会长，河南省医疗事故鉴定
委员会委员，曾荣获“全国中
医肛肠学科名专家”“河南省
优秀青年科技专家”“郑州市
青年科技标兵”“郑州市五一
劳动奖章”等称号。

专家
推荐

因来院患者众多，市民
可拨打 0371-87503333电
话预约，医院地址：郑州市
嵩山南路103号

提示 肛门口的小疙瘩，暗藏大隐患
福利
肛肠镜免费检查，
每天限十名

警惕 结直肠肿瘤的四大高危症状
专家强调，早期直肠肿瘤治愈

后 5 年生存率可以达到 70%~
90%，而晚期则只有20%~30%。
因此出现以下症状更应警惕。

便血：是直肠恶变早期首要症
状。

肛门疼痛瘙痒：在结直肠恶变
早期，如出现不明原因瘙痒或疼痛。

肛门肿物脱出：指肛缘有肿物
隆起或肛管直肠内肿物脱出肛门。

大便异常：通常表现为粪便形
态异常；排便次数异常；排便不尽。

小贴士：IDDC简介>>>
■云专家：39位“北上广深”知

名种植牙专家，联合会诊
■云技术：50城大数据云计算

3D导板设计，精度达0.1mm
■云会诊：疑难种植病例0缝

隙联动全国专家线上研定方案
■云案例：200家连锁病例数

据库云匹配，方案设计更科学
■云质保：全国连锁，终身维

护，看牙更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