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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彭永强

3月6日上午，在郑州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南阳路院区暨郑
州大学眼耳鼻喉医院内，该院眼
科二病区主任刘亚东教授为只
有两个月大的婴儿成功实施了
白内障手术。据了解，这个孩子
是目前我国成功实施白内障手
术年龄最小的患者。

“23G微创治疗手术切口仅
有0.5毫米，术后极易恢复。这
个小患儿只需住院观察三到四
天就能出院了。”刘亚东教授说，

当天上午，在麻醉科的配合下，
由刘亚东教授主刀为小患儿成
功实施双眼23G微创治疗白内
障手术，手术时间不足30分钟。

白内障多见于40岁以上人
群，随着环境污染或孕妇在孕期
吃药、喝酒、病毒性感染等因素，
使得不少儿童罹患先天性白内
障。目前儿童先天性白内障发
病率在白内障总人群的占比高
达20%。

鉴于儿童白内障的超高患
病率，刘亚东教授呼吁家长一定
要注意婴幼儿的眼部状况，一旦

发现白内障征兆，尽快检查治
疗。因为婴儿出生后眼球肌肉
发育不健全，眼部疾病容易造成
眼部肌肉得不到锻炼，极易引起
斜视、弱视等各类并发症。治疗
儿童白内障年龄越小、治疗越
早，效果越好。

据悉，2016年12月5日，刘
亚东已为只有3个月大的小患
者成功实施23G微创治疗白内
障手术，当时已创造了全国白内
障手术最低年龄纪录。此次为
两个月患儿成功手术，刘亚东教
授再次打破他个人创造的纪录！

60天宝宝接受白内障手术
为我国成功实施白内障手术年龄最小的患者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李金隆

近日，“百名院长论坛
——中国妇幼保健院协会全
国妇幼保健医疗技术促进工
程系列项目启动会”在北京召
开。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再次荣
获“全国妇幼保健医疗技术促
进工程优秀基地”，该院书记郭
华峰荣获“全国妇幼保健医疗
技术促进工程先进个人”。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作为
“全国妇幼保健医疗技术促进
工程”优秀基地，近年来，认真
开展生殖内分泌专业医师培
训和相关诊疗技术的推广及

宣教工作，先后多次举办国家
级、省市级生殖内分泌和出生
缺陷学术会议。充分利用医
院学科优势和郑州市妇幼医
联体平台，在加强基地辅助生
殖技术发展的同时，积极指导
和带动医联体成员单位加强
专业建设，提高技术水平。
2016年，医院进一步完善基地
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队伍建
设，8月份医院“郑州市产前筛
查中心”顺利通过河南省卫生
计生委效验，12月被批准为

“河南省重点实验室”和“河南
省重点培育专科”，为基地发
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郭丽芳

52岁的常先生平时身体挺
好，可是上周三突发脑卒中，险
些“睡过去了”。幸亏被家人发

现并及时送到医院抢救捡回了
一条命。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
检中心主任刘永生提醒，平时觉
得身体“好”的人，也要定期去体
检，以免重病在身还不自知。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
脑卒中患者约250万，发病率正
以每年近9%的速度快速上升。”
刘永生说，高血压、心房纤颤或
瓣膜性心脏病、吸烟、血脂异常
或未知、糖尿病、大量饮酒、体育
锻炼少或轻体力劳动者、明显超
重、脑卒中家族史，具有以上3项
及3项以上危险因素者，或既往
有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病
史者都是脑卒中高危人群。

“脑卒中复发率超过10%，2
年内复发者居多，普通人除了测
血压、血糖和血脂水平，每年至
少要做一次脑血管体检。”刘永
生提醒，如果吸烟，早晨血压高，
还有家族史，45岁后每年至少要
做2～3次脑血管体检。

据刘永生介绍，医院里的脑
血管体检，最简单的是经颅多普
勒检测，它是用超声多普勒效应
来检测颅内脑底主要动脉的血
流动力学和血流生理参数的一
种检查方法，是一种十分有效的
无创伤的脑血管检查方法；其次
是做CT血管成像；最高级的方
式就是做核磁共振。

□记者 李晓敏

近日，在省血液中心大厅内，
省卫生计生委直属机关党委副
书记郑越敏伸出胳膊，献出了
400毫升血。和她一样，当天，来
自我省不同单位的医疗卫生战
线的数百名志愿者都赶到大厅
进行无偿献血。

来自省血液中心的统计显

示，截至3月3日，共有26家医
疗机构3028人参与献血，献血
量达102.58万ml。

自从入冬以后，省血液中心
的库存量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这
种紧张局面一直持续到目前。

为了应对这种“供不应求”
局面，省血液中心的缓解方法就
是从我省其他地市的血站调血。

“最佳库存量是够一周左

右，现在每天的供应量大概在三
天。”省血液中心供血科科长崔
丽霞说。因此，她呼吁更多爱心
人积极加入献血队伍中。

献血可去省血液中心、郑州
大学路献血屋、新密献血屋、巩义
献血屋等固定献血点，也可以到
流动献血车。献血前要充足睡
眠，当天早晨不吃油腻食物。女性
月经期及前后三天暂不能献血。

唯美口腔种植专家提醒广
大读者，春天生机蓬勃，人体生
理机能、新陈代谢活跃，气温和
湿度都适宜机体受损器官恢复，
正是种牙好时机，牙齿缺失者一
定要抓紧时间。读者拨打电话：
0371-65795698，还能享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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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医疗质量监督月，进口种植牙3400元，德国种植牙5300元，限时20天

5折种牙抢疯了 行业大咖都选唯美种牙
价格够实惠，专家技术过硬，终身质保维护，就是最好的种植牙，大河爱牙电话：0371-6579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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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句话同样适用于
口腔行业。某口腔医院的退休老院长堪称口腔行业资深“内行
人”，他在缺牙后，多番比较，最终选择到唯美口腔种牙，这是为什
么呢？今天就跟着记者一探究竟。

本报与唯美口腔推出种植牙项目5折，其他项目7.5折，优惠
仅有20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热线：0371-65795698！

□记者 李彬

60多岁的退休老院长曾在
口腔医院工作多年，身为口腔
科内行人，他深知缺牙对身体
健康的巨大影响，所以缺牙后
第一选择就是做种植牙。本身
就拥有无数成功种牙案例的老

院长，深知其中“门道”：“种植
牙效果好坏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个是种植技术，另一个是种
植体，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他
经多番比较，最终选择到唯美
口腔种牙。

谈及选择唯美的原因，老院
长说，首先是因为种植技术：“一
次失败的种植经历会对口腔造
成较大的伤害，后果十分严重。
所以必须选择专家技术过硬的
机构！”对于唯美口腔为迎接“3·
15消费者权益日”，邀请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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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等活动，他也给予
充分肯定：“敢于邀请全社会监
督是对本机构的自信，更是对患
者的负责。5折让利给患者，把
患者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的机
构在郑州不多见，种牙必须来唯
美！”

跟着内行人 种牙实惠有保障

种牙真实体验 让老院长点赞

春季种牙正当时
错过再等一年

预防脑卒中 一年至少一次专业体检

春天是流感多发期，专
家提醒，外出回家，一定要洗
手、多通风，同时，春季服用板
蓝根，有利于增强免疫力，抵
抗流感病毒，增强抵抗力，避
免传染。

□记者 李晓敏

31岁的赵女士生病了，
发烧、咳嗽、流鼻涕，去医院一
看，医生告诉她，患的是流感。

医生说，由于流感病毒会
潜伏在人的鼻腔中，并随气候
的变化或引发流感或继续潜
伏，所以，春天绝对不能忽视
对流感的预防。

据了解，一般抗病毒药对
流感疗效不佳，故预防胜于治
疗，专家指出可适当服用一些
抗病毒和预防流行性感冒类
药物，如板蓝根颗粒等，在抗
病毒的同时提高自身免疫力。

记者了解到，人们的家居
必备药普遍存在过期无法使
用的问题。像板蓝根颗粒、中
草药汤剂等常备药，放在药
箱，若不及时使用很容易过期
而导致无法使用。白云山和
黄中药为帮助人们解决这一
问题，在全国推出了“永不过
期”的药店。广大消费者购买
后，若药物过期可免费换新，
因此白云山中药被业界称为

“永不过期药”。在河南很多
药店内，老百姓要买板蓝根治
疗感冒时，都会直接点名要

“白云山板蓝根”。
板蓝根，被我国祖先乃至

于现在临床医生广泛用于防

治感冒和流感，是目前中医治
疗感冒运用最多也是最久的
中药。

据悉，板蓝根全国生产厂
家众多，但广州白云山和黄中
药生产的白云山板蓝根颗粒
占据同类市场的50%以上。
并且拥有安徽阜阳、黑龙江大
庆等多个板蓝根GAP基地，
从中药材种植、研发、生产乃
至于市场销售都占据了绝对
优势。

早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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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流感多发
白云山板蓝根成最佳预防药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获殊荣

3000多名医务人员献血百万毫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