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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彬

昨日上午，中原“即刻种即刻
用”种植牙高峰论坛启动仪式暨
德贝植牙“种牙抽轿车”发布会在
种植牙全国连锁医疗机构郑州德
贝植牙如期举行。

德贝植牙院长、美国加州大
学口腔种植客座教授时绍忠教授
在现场介绍说，德贝种植牙自

2015年进军中原市场，短短两年
时间便凭借着“只做种植牙所以
更专业”的工匠精神，以及知名专
家、精湛医术和贴心服务迅速赢
得消费者的认可。“我去年缺失两
颗大牙，多方考察后在德贝做了

‘即刻种·即刻用’种植牙，仅半小
时‘新牙’就长好了。”消费者代表
郑州市民65岁的蒋先生就自身
在德贝植牙的就诊经历，对德贝

植牙的专家、技术和服务赞不绝
口。

时绍忠教授在发布会上宣
布，德贝植牙启动“来德贝植牙，
参加抽轿车大奖”活动，抽奖将在
2017 年每月月底进行，抽奖当
天，他们将邀请当月所有符合抽
奖资格的消费者到现场，抽奖者
从所有到场的消费者中随机抽
取，活动完全透明。

为更好地服务于市民，唯美
口腔还于近期进行了全方面升
级，不仅让医院设备、技术保持在
先进状态，种牙还可享受0利率
分期付款，实现先种牙再付钱！
适逢唯美成立5周年，为感恩回
馈市民，唯美联合本报送出以下
爱牙礼：

1.种牙优惠：进口种植牙仅
需3599元；

2.消费礼：消费满 500 元以
上，赠送洁牙券1张；

3.到院礼：免费口腔检查、免
费拍全景片、牙刷2支、毛巾1条！

□记者 林辉

当前，全民健身已上升至
国家战略层面，未来体育将在
医疗、卫生、养老等领域发挥
积极作用。3月30日上午，陈
正雷太极德胜辅导站正式落
户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健
康管理中心，将健康管理延伸
至体医结合，打造全方位健康
管理理念。

武术谚语：“太极天天走，
活到九十九。”太极拳具有健
身养生功能，有利于人体的健
康，已成为我国传统医疗体育
项目之一。揭牌仪式后，陈氏

太极拳第11代嫡宗传人、有
“太极金刚”之称的太极大师
陈正雷还做了“太极拳与生命
健康”专题讲座，现场指导大
家如何正确练习太极拳。

此次，陈正雷太极德胜辅
导站落户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标志着体
育与医疗的有机结合。依托
庞大的陈正雷太极体系，专业
的教练团队，正宗的太极功
法，一流的练功环境，在河南
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健康管理
中心就能享受到原汁原味的
陈式太极拳。
线索提供 陈少伦 肖婧菁

流感会导致全身酸痛，乏
力症状比普通感冒明显很多。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也是流感
高发季，人们除了要注意勤洗
手多漱口外，还可以在流感早
期服用白云山板蓝根。

□记者 李晓敏

很多人分不清流感和普
通感冒的区别。

专家说，普通感冒绝大多
数是由病毒所致，临床上以流
鼻涕、打喷嚏、咳嗽、咽痛为主，
有时还有发热，但是全身酸痛
乏力症状不明显；而流感多为
某些特定流感病毒引起，其症
状往往是高热伴头痛、流鼻
涕、流眼泪等症状不明显，但
全身酸痛、乏力症状比普通感
冒明显，家中往往多人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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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蓝根，被我国传统中医
乃至现代临床医生广泛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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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板蓝根颗粒最
大生产厂家广州白云山和记
黄埔中药有限公司与钟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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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效果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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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流感要做好
“通、避、阻、洗、调”五步。
“通”，是指要保持良好的个人
及环境卫生，每天开窗通风，
保持室内空气新鲜；“避”，是
说在流行高峰期避免去人群
聚集场所，避免发生交叉感
染；“阻”，在流行期间若出现
流感样症状要及时就医并减
少接触他人，尽量居家休息，
咳嗽、打喷嚏时应使用纸巾
等，避免飞沫传播；“洗”，要做
到勤洗手；最后一个是“调”，
要根据天气变化，注意防寒保
暖，均衡、清淡饮食，合理睡
眠，适量运动，增强自身抵抗
疾病能力。

阳春三月
防流感要做到这五步

想种高性价比种植牙认准好机构 不抽奖不来虚的直接惠民

种牙就要低价格高质量 3599元耐用省心
唯美口腔五周年送到院礼消费礼，大牌种植专家技术信得过，预约热线：0371-65795698

核心提示 |“换几颗牙，一辆宝马没了。”“种植牙咋这么
贵！”“为了种牙，甚至想过卖房！”在种牙贵成为社会问题的
今天，作为大河报读者指定种牙机构唯美口腔却一直坚持
平价。这是为啥？记者今日将一探究竟！唯美口腔5周
年，联合本报送出爱牙好礼，市民均可于近期到唯美口腔领
取，并享受进口种植牙3599元，热线：0371-65795698！

“牙缺失群体大部分是老年
人，都是靠退休金精打细算来种
牙，我们不能让他们花冤枉钱！”
唯美种牙专家的这番话，道出在
种牙价格贵成为社会问题的今
天，唯美口腔却一直走平价亲民
路线的原因。

之所以能让患者种牙不花
冤枉钱，一是由于唯美口腔自成
立以来一直与国际主流种植体
厂商保持着紧密合作，能省掉中
间环节，榨干种植牙利润；二是
唯美一直坚持让利给患者，让患
者种的每一颗牙都有高性价比！

对于高性价比种植牙，唯
美种牙专家说：“并不是便宜就
能称为高性价比，要品质高、效
果好，更要耐用！”在唯美的众
多成功案例中，某口腔医院的
退休老院长是较特殊的一位，
他本身就是种牙专家，对于种

植牙品质，种牙机构的服务、设
备及医生的技术都有很高的要
求。在缺牙后，他经多方考量
最终选择到唯美种牙。种牙至
今，老院长不断说：“现在又能
想吃啥就吃啥了，我算是内行，
也得服唯美的种牙技术！”

花的都是血汗钱 种牙一定要谨慎

口腔大咖亲身体验 技术精湛还耐用

进口种植牙3599元
先种牙再付钱

弘扬太极文化 传递健康理念
陈正雷太极德胜辅导站落户河南省直三院

植牙送轿车？到德贝植牙寻答案

□记者 李晓敏

3月30日是国际医生节，为
了让更多人了解麻醉的相关知
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
科专门举行了一系列麻醉科普宣
传活动。

该院麻醉科主任张卫介绍
说，国际医生节的设立是为纪念
美国麻醉医生Crawford Long，
1842年3月30日，他为一位摘除
颈部肿块的患者成功实施了第一
例乙醚全麻。在2017年国际医
生节来临之际，中华医学会麻醉
学分会决定于3月27日至4月2
日举办“中国麻醉周”系列活动，主
题为“从麻醉学到围术期医学”。

在众多麻醉问题中，人们最

关注的是对于儿童的麻醉，因为
小到让孩子配合做必需的检查，
大到手术，麻醉都必不可少。

37岁的施女士有一个3岁儿
子，因为腺样体重度肥大，这周准
备做手术，而在手术前，她最关心
的问题是，打完麻醉针后会影响
孩子的智力吗？

郑大一附院麻醉科医生王照
飞说，全身麻醉是药物通过血液
循环作用全身，主要影响中枢神
经，使人失去知觉、痛觉和意识，
这样一来，手术医生可以更从容
更专心地进行手术。目前确实有
广泛的动物实验表明，常用的麻
醉药物可能导致神经元细胞死
亡、神经细胞结构的改变以及长
期学习和记忆能力的下降。但是

仅依靠动物实验的发现就断言全
麻会影响儿童未成熟大脑的正常
发育是不恰当和不科学的。因为
也有最新的研究表明，无论局部
麻醉还是全身麻醉，只要手术过
程中不存在重要脏器特别是脑缺
氧的情况，一般就不会影响婴幼
儿的智力发育。

“3岁以下的孩子，如果重复
进行麻醉或者长时间麻醉，可能
会对身体有影响，但是麻醉一次
就会变笨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张卫说，基于这个可能性，她建
议，如果孩子生病，一定要与医生
充分沟通，了解病情，确实需要立
即手术，就要放心进行。如果病
情不急需，则建议推迟到患儿3
岁以后择期施行全麻手术。

全麻手术会让孩子“变傻”吗？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田培

忙到挤不出刷牙时间，有些
人嚼口香糖代替刷牙，这真的可
以吗？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
院口腔科主任陈巧华提醒，口香
糖能清新口气，但不能清洁口腔。

“口香糖里的甜味剂、香精能
让口气暂时闻起来好一点。”陈巧
华说，咀嚼口香糖可以促进唾液
分泌，确实能清洁牙面，但它主要
是带走了牙齿“咀嚼面”的食物残

渣和牙菌斑，对于容易被“蛀”的
牙颈部（牙齿和牙龈连接处）和牙
缝间的牙菌斑无能为力。这些牙
菌斑只能靠牙刷、牙线清洁。

陈巧华介绍，传统口香糖中
含有大量蔗糖，糖是口腔中致龋
菌喜欢的食物。在糖被致龋菌分
解时，会产生酸性物质腐蚀牙齿，
让牙齿脱钙，从而引起蛀牙。因
此，如果喜欢嚼口香糖，最好选含
木糖醇的口香糖，木糖醇本身有
甜味，但不会被致龋菌分解，还能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致龋菌。
“事实上，牙刷、牙线结合用，

才能正确清理牙齿。”陈巧华说，
刷牙时，推荐使用水平震颤拂刷
法，如果有条件可以试试电动牙
刷。牙缝是牙菌斑容易聚集的部
位，如果没有清理牙缝的习惯，久
而久之，牙齿的侧面就很容易出
现蛀洞，建议吃完饭用牙线清理
牙缝，不给致龋菌任何喘息的机
会。如出门在外不方便，一天至
少也清理1次。

嚼口香糖，不能代替刷牙

□记者 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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