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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二：面肌痉挛及其微创手术
面肌痉挛主要表现为一侧

面部肌肉发作性、节律性的不
自主抽动。多见于中老年人，
主要病理为颅内面神经受到异
常走形血管的压迫，面神经受
到刺激，产生异常神经冲动，导
致面部肌肉抽搐。抽搐严重时
影响视觉、言语和睡眠。面肌
痉挛目前无特效的药物。王玉
峰教授介绍，显微血管减压术
是唯一能彻底治愈面肌痉挛的
治疗方法，由于该项手术技术
具有微创、安全性高、效果显著
以及低复发率等特点，从而成
为面肌痉挛最有效的治疗方
法。

位于新乡市红旗区华兰大

道东段的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
医院神经外科开展三叉神经
痛、面肌痉挛的微血管减压手
术以来，已治疗了众多患者，取
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经过十
年以上的长期随访，手术成功
率高，治疗例数和治疗效果在
国内均属领先水平。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患者，
该院联合本报开通了咨询电话
0373-2943028/2943058、 网
站（www.0371sjwk.com），组
建了专家团队答疑解惑同时，
医院在门诊四楼开设了针对三
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的神经外
科专家诊室，周一到周六都安
排了专家坐诊。

种牙新选择“即刻种·即刻用”“All-on-4/6”名医荟萃

感恩母亲节 到德贝种牙充1000送500
只做种植牙所以更专业！种牙就去郑州找德贝
大河植牙热线：0371-65796135

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的微创治疗
核心提示 |“显微血管减压术”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治疗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最好的治疗方法。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神经
外科王玉峰教授于2004年率先在河南省内开展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
□记者 魏浩

解读一：何谓三叉神经痛？何谓微血管减压术？

王玉峰教授介绍，三叉神经
痛是指发生在面部一侧如放电、
针刺、刀割样的常人难以忍受的
疼痛性神经疾病。其症状主要
表现为说话、刷牙或进食时导致
阵发性的剧烈疼痛，历时数秒或
数分钟，疼痛呈周期性发作。三
叉神经痛患者常因此不敢擦脸、
进食，甚至连口水也不敢下咽，
从而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因此
三叉神经痛被称为“天下第一
痛”。

三叉神经痛早期可选择药
物治疗，暂时缓解疼痛，但长期
服用会造成肝功能损害、白细胞
减少等毒副作用。因此，对于长

期反复发作的三叉神经痛患者，
应该积极地寻求彻底治愈的办
法——微血管减压手术。

王玉峰教授说，微血管减压
术治疗三叉神经痛，是在显微镜
下将位于三叉神经根部走行异
常、并对三叉神经造成压迫的血
管推移离开，并用特殊材料固
定，使血管不接触到三叉神经，
从而解除其压迫，恢复三叉神经
的正常功能，使三叉神经痛症状
得到完全消除。由于该项技术
具有的微创、安全性高、效果显
著等特点，已成为三叉神经痛最
有效的治疗方法。

刘佃温
主任医师，教
授，硕士生导
师。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聘
专家，中华中医药会肛肠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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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专家
推荐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联合
大河报举办的公益筛查活动
正在进行中，因到院患者众多
市民可拨打0371-65795660
预约。

可怕，经常便秘竟会引起大肠癌
拨打0371-65795660申请参加大河肛肠免费检查公益活动
核心提示丨如果哪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排便的规律发生变化，或者是便便发生了质的改变。那你就
应该找个时候，尽快去医院检查了。很多人认为肛肠不疼不痒，从未感觉不适，一定要劳师动众去
医院检查吗?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聘专家刘佃温教授表示，突然出现便血和便秘，都有可能是大肠
癌的征兆。

温馨提示>>

□记者 魏浩

小陈体检做B超时发现甲状
腺结节，医生告诉她还要抽个血
查一下，小陈有点疑惑：“脖子上
长结节，抽血有什么用？”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
主任刘永生介绍，目前针对甲状
腺结节相关的抽血项目主要是甲
状腺功能、甲状腺相关抗体、甲状
腺球蛋白等，少数单位还检查降
钙素。

“除了甲状腺功能化验外，还
应做甲状腺相关免疫学检查，项
目包括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和甲状腺球蛋
白。”刘永生说，甲状腺过氧化物
酶抗体若升高，就提示甲状腺正
在遭受免疫攻击，常见于甲状腺
炎，例如桥本氏甲状腺炎。后两
者虽然对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判
断没有直接帮助，但是对于已经
确诊甲状腺癌的患者来说，如果
在复查过程中发现指标升高，就
提示肿瘤有复发的可能。

至于降钙素的指标检查。刘
永生说，降钙素升高常常与一种
比较少见的甲状腺恶性肿瘤——
髓样癌相关。不过，这种类型的
肿瘤很少见，一般也不作为甲状
腺结节的常规抽血检查项目。

刘永生提醒，发现甲状腺结
节未必需要立即处理，但是如果
合并有甲状腺功能异常就需要去
专科就诊了。

甲状腺结节
别忘查个血
□记者 林辉
实习生 李涵 通讯员 丁翠翠

近日，太阳高照，不少人面部
和身体的皮肤都易被晒得发红。
还有许多皮肤瘙痒患者不仅白天
痛苦，到晚上更是奇痒难忍，再加
上蚊虫肆虐，皮肤的瘙痒更是有
增无减。皮肤瘙痒都是过敏造成
的吗？怎样做好防晒和晒后修
复？如何让肌肤安全、美丽地度
过春夏？

在本周四（5月4日）下午4
点至5点，扫码关注大河报天天
健康微信公众号“大河微医”，即
可向在百忙之中做客本期“大河
微医”名医在线问诊的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
刘学伟博士提问，专家会对你的
问题进行一一解答。

刘学伟是中华中医药学会皮
肤病分会委员、河南省中医中西
医结合学会皮肤病分会秘书、河
南省中医中西医结合学会整形美
容分会副主任委员、郑州市医院
协会皮肤整形美容分会副主任委
员。擅长中医药治疗各种常见皮
肤病，尤其在皮肤病的疑难杂症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造诣颇
深。

天热了，
皮肤咋护理？
□记者 林辉
实习生 韩笑恬 通讯员 陈璐

【当心】排便习惯改变一定要警惕
大肠癌是“结肠癌”和“直肠

癌”的总称，其中直肠癌较常见，
约占60%左右。

直肠癌排便习惯变化得最
为突出，包括排便时间、次数、便

条形状都会发生改变。由于癌
肿的刺激，直肠癌的患者大便次
数会增加，每次排便不多，甚至
没有粪便，只是排出一些黏液、
血液，同时伴有排便不尽感。而

结肠癌患者排便习惯改变不如
直肠癌患者那么明显。但是，便
秘是结肠癌患者较常见的症状
之一，有的患者可在便秘后出现
腹泻，或便秘与腹泻反复交替。

【危险】 脓血便是大肠肿瘤的常见症状
癌症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在早期很难被发现，大肠癌也是
如此。早期的大肠癌多无症状，
随着肿瘤的增大和病情的持续

进展，大肠癌才显露出症状，如
大便带血、肛门疼痛、肛门瘙痒、
便秘、腹泻或肿物脱出等等。

尤其是脓血便和黏液便的

出现，几乎所有的肛肠肿瘤发生
出血时，粪便中混有脓细胞和黏
液则是最常见的表现。

一旦结肠或直肠内壁有肿
瘤生长，一定会使通过那里的粪
便产生变化。刘佃温教授表示，
其实做一次简单的超导光肛肠

镜就能明确病因，其采用高达
1200万像素的医用视频高清探
头及摄像技术，将舡肠内部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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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肛肠镜免费检查，每天限十名

核心提示｜儿时，母亲教我们吃饭的场景时常浮现在眼前，如今母亲牙齿脱落、难以进
食，作为儿女，我们深感愧疚。浓情五月，感恩母亲节！赶在母亲节前，为老母亲送最
好的礼物——种一口舒适的牙齿。德贝植牙联合本报推出母亲节特惠：到德贝种牙充
1000送500，充2000送1000，储值不封顶。当天种，当场用，德贝植牙只做种植牙，
名医荟萃，更专业！由于每天种牙手术较多，为保证您能及时种牙，请提前电话预约。

植体再好，不如专为您
定制的个性化方案重要，这
样更能适合自己，在口腔内
做手术，稍有不慎极有可能
导致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
针对每一位顾客，德贝植牙

会通过全方位检查，由经验
丰富、河南省植牙名医设计
一套最适合您的植牙方案，
但仅仅拥有好方案依旧不
够，更需要种牙医生娴熟的
技术，植入好角度，由于医生

的资质、资历等不同，不是每
一位医生都能准确把握，更
需要像吴豪阳、刘兴国、时绍
忠、ZannarOssi 博士、许会
锋等这样的好专家全程把
控！

中原“即刻种·即刻用”“All-on-4/6”持续征集疑难缺牙顾客
德贝植牙作为中原“即刻

种·即刻用”指定种牙机构，名
医荟萃，持续向全省征集全
口/半口缺牙、年龄大、体质
差、种植条件复杂等各种高
难、疑难植牙案例。

“ 即 刻 种·即 刻 用 ”
“All-on-4/6”无痛微创种

植技术采用新一代精密微创
种植技术，通过人工智能计
算避开密集的牙神经，严格
控制伤口面积，把握种植角
度、深度、吻合度，精确定位、
精准植入。在专业有经验的
专家操作下，只需划开小小
的伤口就能选择最佳植入角

度和深度，根据顾客牙槽骨
骨质密度、高度、宽度精确定
位，用精湛的植入技巧，将种
植体精准嵌入牙槽骨，一气
呵成，将创伤降到最低，做到
出血少，恢复快，种植过程几
乎无疼痛。

种好牙：好植体、好方案、好医生、好角度一个都不能少

ZannarOssi博士
德贝植牙专家组成员

“即刻种·即刻用”种植牙技
术临床导师
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植
牙博士、认证监考官
国际植牙专家资质认证的全球60位特级专
家之一

吴豪阳 教授 主任医师
德贝植牙专家组成员

“即刻种·即刻用”种植专家
河南省口腔医学会种植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郑州大学口腔医学院、河南
省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专家

刘兴国 教授 主任医师
德贝植牙专家组成员

“即刻种·即刻用”种植专家
河南省口腔医学会种植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人民医院口腔种植
科主任

时绍忠 院长
德贝植牙专家组成员

“即刻种·即刻用”种植专家
美国加州大学种植博士
美国加州大学口腔种植客座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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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家预约挂号费
2.免价值950元3D口腔CT检查费

3.免种植牙权威专家亲诊费
4.免专家种植牙方案设计费

■常年
免收

大咖微问诊

□记者 魏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