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彬

不少中老年人，时常眼
前一片黑暗，头脑发晕，很
多人都不把它当回事，专家
表示，头晕的原因很多，休
息不好、精神紧张容易引起
头晕，但有时，头晕眼黑可
能是一种严重的疾病，不及
时诊治，严重会危及生命
的。那么，经常出现心慌、
头晕、眼前发黑，该怎么办？

3月24日下午3：00~
5：00，第84期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心苑健康谈”
大型健康讲座及咨询义诊
活动将在该院河医院区3
号楼21楼会议室举行。

该院心血管内科陈庆
华教授将以《头晕、晕厥的
病因和防治》为题主讲此次
健康公益讲座。会后还有
多位专家教授现场咨询义
诊，欢迎前去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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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膝
之道

核心提示 | 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蛰伏了一个冬季的人们户外运动渐渐增
多，可对于一些膝关节疾病的患者来说，是活动还是尽量不活动，让他们犯了
难！有人说关节病活动越多，磨损越厉害，还有人说关节活动越少，老化越
快！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这个周五下午有场讲座，有空来听听

头晕、眼前发黑
千万别大意

春暖花开了

膝关节是活动还是静养？

近年来，河南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骨科把膝关
节专病建设放在首位，集
中科室优势力量专注膝
关节病研究，并在每周四
集中专家会诊，在膝关节
疾病的诊断治疗上取得
突出进步，实现了方便患
者的膝关节疾病康复、保
守、微创、手术一体化管
理目标。如果您的膝关
节出现问题，拨打电话
0371-68632082，65795666
即可获得帮助。

曲折求医路，活动还是静养？

上周三，72岁的洪阿姨在老伴
的陪伴下，来到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膝关节专科门诊，她这次是从
海南岛度假回来，专门来复查的。

洪阿姨此前忍受膝关节疼痛
折磨10余年了。她原计划退休后
到全国各地走走看看。谁知竟被
膝关节疼痛缠住了身，一走路就
疼，到医院检查后被告知患上了关
节炎。从此踏上了漫长的求医路。

在经历了理疗、针灸、膏药、封
闭等治疗后，关节疼痛时轻时重，
到后来，因为疼痛只能整天待在
家。这时有朋友告诉她关节越用
越严重！听了这些话，洪阿姨哪也
不敢去了！

几年过去了，虽然外出活动减
少，但是关节疼痛并没有减轻，还
是在逐步加重。再到医院复查，被

告知关节软骨已经严重磨损，也出
现了关节变形。大夫说，要想彻底
治愈需要进行关节表面置换术。

一听说要手术，洪阿姨担心疼
和副作用，当时就拒绝了！

一晃5年过去了。
看着周围的朋友旅游回来讲

奇闻轶事，洪阿姨很着急，眼看70
了，旅游的愿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后来经朋友推荐，在河南省直第三
人民医院骨科接受了“微创的左膝
人工关节表面置换术”，

结果大大出乎洪阿姨的预料，
术后竟然没有感到疼，术后第二天
就开始下地了！早知道这样，也不
用忍受疼痛这么多年！2017年春
节前，北方逐渐变冷，洪阿姨终于
踏上了南方旅游的行程，实现了自
己的“旅游梦”！

膝关节这样用，既能锻炼又可保护

膝关节的结构特点使它很容
易发生错位、韧带损伤、半月板磨
损等。既然运动这么伤膝盖，那么
宅在家不动，到底好不好呢？

膝关节专家、骨科沙宇主任
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膝关节会产
生退行性变化，这是自然现象，但
因此完全停止运动则是错误的，因
为关节软骨的营养和代谢是靠关
节适当运动来完成的。“老年人不
运动容易患骨质疏松症，关节软骨

退化，身体也会缺少敏捷性和协调
性，容易跌倒造成严重骨折。”

保护膝关节，游泳是一种比较
好的运动方式，跑步、走路也可以。

不过，沙宇主任说，如果膝关
节已经出现问题了，根据疼痛部位
和特点，可以选择散步、慢跑、骑自
行车等运动。但是对于跳跃、爬
山、爬楼梯等运动要慎重，因为这
些运动会加大膝盖软骨不可修复
的磨损。

有些关节病
确实不能动

沙宇主任说，膝关节承
受着人体运动整个上半身和
大腿的重量。因此，对于一
些膝关节特殊的疾病，比如
关节感染、结核、急性韧带损
伤、膝关节骨折早期、急性滑
膜炎的患者，需要严格休息，
甚至关节固定制动。

这些固定制动是短期
的，在制动期间，肌肉锻炼和
邻近关节的运动也是必不可
少的。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石玉君

儿科“大腕”任献青
今天下午在线问诊
□记者 李晓敏

过敏性紫癜是一种比
较常见的儿童疾病，孩子身
上出现紫癜样皮疹，还经常
伴有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
染的现象，孩子受罪，家长
为之头疼不已。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
科长、主任医师任献青是我
省小儿紫癜疾病的知名专
家。最近，经常接到来自省
内驻马店、洛阳等地读者的
电话说：“想要带孩子到郑
州找任献青医生看病，可是
专家号一号难求，能请任医
生在线问诊吗？ ”

机会来啦！大河报健
康微信公众号“大河微医”
力邀任献青主任在今天下
午5点至6点，做客大河微
医名医在线，为您解答育儿
难题！

参与方式很简单：扫码
关注大河报天天健康微信
公众号“大河微医”，在今天
下午6点之前，都可以给大

河微医留言，届时专家会对
你的问题一一解答。

专家简介：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科
长、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毕
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任中
国民族医药学会秘书长，世
界中医药联合会儿科专业
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
药学会儿科分会常务委员，
中华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
儿科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
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
会秘书。

擅长领域：擅长中西医
结合治疗肾脏疾病如过敏
性紫癜、紫癜性肾炎、血尿、
蛋白尿、肾病综合征、肾小
球肾炎、矮小症及中医药治
疗小儿咳嗽、食积、发热、厌
食、哮喘、
反复呼吸
道感染、
遗尿等儿
科 常 见
病。

植得中德种植牙文化节最后一场种牙直播

8分钟，见证1颗种植牙“生长”奇迹！
本周六大河种牙直播：看缺牙重生，听种牙感受，享种牙优惠 0371-65795608

从2015年开始，植得口腔
医院联合大河报举办大河种植
牙现场直播，截至目前已举办40
多场，观看直播的缺牙市民累计
超过4000人。老顾客看完直播
种牙之后，连伸大拇指：看种植
牙直播，还是到植得口腔！他们
当中为什么很多人看完直播当
天就选择种牙？

“一是因为看完种牙直播意
识到：缺牙不能等，种牙要及时，
时间越长牙槽骨萎缩越严重，再
想种牙很可能就失去了良机。
第二，直播当天种牙能最大幅度
享受优惠，省钱。”植得口腔医院
种植中心原主任介绍说，植得5
年来专注种植牙，积累了数万例

种植牙临床经验，6层口腔专科
大楼，10000平米营业规模，汇
聚一大批口腔领域的精英和专
家。因为是国家二级口腔专科
医院，植得更注重品质和口碑，
自觉接受顾客和社会各界的监
督，医院管理越来越规范，保障
顾客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

2016年11月，植得口腔与
世界知名的德国ICX公司签署
了合作协议，引入德国种植技
术、德国医疗标准和德国种植设
备，中德技术合作，秉承“让河南
人享受德国医疗品质”的神圣使
命，让河南更多缺牙的父老乡
亲，重“长”新牙，享受高品质生
活。

十岁男孩吃饭总呕吐
原来是肠子被“挤”了
□记者 李晓敏

10岁的焦作男孩丁丁
（化名）从出生开始，一吃东
西就容易呕吐，小时候吐
奶，长大后吐食物，而这种
症状随着丁丁长大愈加严
重。最后，在郑州大学第五
附属医院肝胆胰腺外科找
到了病因——肠系膜上动
脉压迫综合征。

据丁丁的母亲刘女士
介绍，丁丁几个月大时，吃
奶很容易吐。上了幼儿园，
每逢吃饭稍多时，丁丁就会
大吐。在当地医院被诊断
为浅表性胃炎。

之后，丁丁吃了许多治
疗胃炎的药，但是，呕吐并
没有被完全控制。不过，刘
女士也发现，每当丁丁俯卧
时，症状会减轻。

近两个月，丁丁几乎每
次吃完饭后都吐。

最后，在朋友的推荐

下，刘女士带他来到郑州大
学第五附属医院就诊，医生
一查，确诊丁丁为“肠系膜
上动脉压迫综合征”。

“通俗讲就是，这个孩
子的十二指肠在先天发育
过程中，被腹主动脉和肠系
膜上动脉夹住了。”该院肝
胆胰腺外科主任李晓勇说，
人体内，腹主动脉和肠系膜
上动脉会形成一个夹角，十
二指肠从中间穿过，但是有
个别人因为胚胎发育异常
等因素，这个角度会比较
小，因此就压到了十二指
肠。

找到病因后，3月 14
日，丁丁做了手术，目前已
顺利出院回家。

“这种病手术不难，但
是却很容易被误诊为胃
病。”李晓勇说，如果一个人
常年呕吐，且改变体位后症
状减轻，那么就要考虑是不
是此病了。

核心提示 |“原来想着种牙可疼，现在看起来很轻松嘛！”“一颗牙不到10分钟就种上了，好神奇！
看直播，到植得！”植得口腔联合大河报举办的种植牙现场直播，自举办以来便受到了广大缺牙市民
的热烈追捧。3月25日，植得口腔中德种植牙文化节最后一场种牙直播，专家现场种牙，疑问现场
解答，提前电话预约尊享种牙三重优惠！ □记者 魏浩

新牙怎么种出来？需要多长时间？疼不疼？
来直播现场，一看全明白！

55岁的王先生，曾在植得口
腔种植牙现场接受了专家种牙。

“都以为种牙可复杂，其实特别简
单，你在牙椅上躺好，护士对你的
口腔和面部进行消毒后，就开始
手术了，整个过程中几乎感觉不
到疼痛，时间特别短，也就几分

钟，等护士喊我起身的时候，我才
知道已经种完了！”

这一切对王先生来说只是
感知，但医生的一举一动却被
清晰地投射到大屏幕上。严格
消毒、导板测量、制备种植窝、
放入植体……看到最后，现场

观众都松了一口气。“怪不得
叫无痛舒适种植牙呢，原来是
这么回事！”大家纷纷表示，如
果自身条件允许，一定要尝试
这种种植牙，舒适无痛苦，种
完 还 能 当 天 吃 东 西 ，太 先 进
了！

国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三年来40多场种牙直播
老顾客点赞：看直播，到植得！

大咖微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