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多颗牙缺失，李大伯
不仅看起来特别显老，吃东西
还嚼不烂，久而久之消化道疾
病、营养不良等问题全来了，用
他自己的话说：“缺了几颗牙，

半条命都快没了！”据调查，我
省老年人普遍存在多颗牙缺失
情况，种一口好牙，成了他们晚
年生活的重中之重。

针对这一问题，本报联合

唯美口腔启动“多颗种植牙疑
难病例论坛”，为多颗牙缺失、
种牙困难者搭建放心种植平
台，甄选种牙名医坐诊，让老人
重拾晚年好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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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有两种以上系统
性疾病的60岁以上老年人，缺
牙数目明显多于身体健康的老
年人。因此可以说，种一口好
牙，是提高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品
质的重要手段。母亲节将至，不
少孝顺儿女都送种植牙当孝心
礼，想预约名医种牙就快拨打电
话，种牙还可0首付0利率分期
付，并享受以下优惠：

1. 德 国 种 植 牙 每 颗 报 销
4600元；

2.其他进口种植牙每颗报
销3400元；

3.免费设计种牙方案及口
腔检查！

□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张丹凤

经过半年时间的集中培训，
我省选派的28名医疗人员，将
奔赴非洲，执行为期1年的援外
医疗任务。5月5日上午，省卫
计委专门为医疗队举行欢送会
并授旗，5月15日，作为中国援
赞比亚第十九批医疗队的一部

分，他们将奔赴赞比亚。
据了解，河南省本次派出的

中国援赞比亚第19批医疗队由
南阳市卫计委选派，队员来自南
阳市中心医院、南阳市第一人民
医院、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南
阳市中医院、南阳南石医院、南
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及该校第
一附属医院。

在援赞的一年时间里，医疗
队除了在当地开展疾病治疗外，
还要帮助赞比亚提高医疗技术。

从1973年开始，河南省已
先后向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厄
立特里亚等国派遣 50批医疗
队，1007名队员。目前，仍有62
名队员在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
亚、赞比亚3个国家的6个医疗

点开展工作。医疗队员先后为
受援国群众诊治650多万人次，
开展各类手术4.4万余次，培养
当地医务人员7500余名，开展
新技术、新项目1300多项，成功
开展了心、脑、巨大肿瘤摘除、断
肢再植等高难度手术，这为我国
发展援外医疗事业、深化中非传
统友谊作出了突出贡献。

□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李涵

5月6日，“第三届中国医师
协会青春期健康与医学专业委
员会年会暨第五届中国青春期
健康与医学继教班——性健康”
主题会议在郑拉开序幕。会上，

“5·6青春期卫生日”正式启动。
“希望每年的5月6日全社

会都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青春
期发育。”中国医师协会青春期
健康与医学专业委员会于泓主
委介绍，由中国医师协会青春期

健康与医学专业委员会发起的
“5·6青春期卫生日”纪念活动，
旨在提醒全社会、家长、孩子共
同关注-1岁~24岁儿童青少年
的性发育、生长发育、心理行为
发育，为孩子的身心健康适时适
度科学保驾护航。活动互动站
点包括哈尔滨、大连、北京、天
津、郑州、上海、杭州 武汉、深
圳、广州、海口等。

于泓说，从传统观念或躯体
发育意义上理解：青春期是儿童
到成人的过渡，青春期的发动或

起点是第二性征开始出现，结束
或止点是生长发育的停止，但从
现代精准医学或胎儿程序化角
度理解，青春期是从精卵结合
（-1岁）开始，从胎儿染色体基
因的表达到出生，经过躯体发育
的结束，再到心理行为发育接近
成熟（24岁），是人整体发育真
正意义上的全过程和结束。

当前我国约有4.5亿儿童少
年即将或正在迈入青春期“门
槛”，但青春期各种心理、生理及
行为问题往往被忽视——早在

2016年5月7日~9日召开的中
国医师协会青春期健康与医学
专业委员会2016年年会暨第四
届中国青春期医学继续医学教
育学习班上，本次大会主席、中
国医师协会青春期健康与医学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哈尔滨市
儿童医院青春期医学专科主任
于泓与500余位专家学者就发
出倡议：充分发挥青春期医学的
学科专长，创建以卫生为主体、
教育为辅助的健康体检新模式；
适时设立“青春期卫生纪念日”。

多颗种植牙疑难病例论坛暨大河报种植牙报销工程隆重启动

缺牙多颗人群福利：名医种牙费用还报销
核心提示 | 多颗牙缺失、种牙困难者有福了！本报联合唯
美口腔推出的“多颗种植牙疑难病例论坛暨大河报种植牙
报销工程”已于昨日隆重启动，即日起种牙不仅有名医，费
用每颗还可报销3400元~4600元。因牙缺失严重影响生
活品质的读者，可拨打电话0371-65795698预约种牙！

□记者 李彬

通过“多颗种植牙疑难病
例论坛”的验证，唯美口腔独创
的细分种植牙标准显出了强大
优势。这项种植牙领域的重要
新成果，有针对牙槽骨流失严

重患者的骨增量种植牙，即刻
种植牙、美学种植牙等种植方
法，让种牙困难者均可找到最
适合自己的种牙方法。种植方
法更科学，种植牙更耐用。为

更大限度让市民受惠，本报同
时启动“种植牙报销工程”，凡
是有种牙需求的，种牙费用每
颗还可报销3400元~4600元，
为你省大钱！

缺牙多颗险丢半条命 名医种牙重拾好口福

科学方法种好牙 每颗费用最低报销3400元

母亲节送孝心礼
种牙0首付0利率分期付

“青春期卫生日”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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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中医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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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便秘可能是肠癌
核心提示丨便秘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是常见病。很多老人不愿意麻烦孩子，不舒服扛着，这种
现象非常普遍。刘佃温教授提醒有便秘的老年朋友，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看看，如果不是肿瘤
更好，对肠癌，早发现治疗效果会很好。目前位于郑州市嵩山南路103号的郑州丰益肛肠医
院正联合大河报举行肛肠病免费检查，市民拨打电话0371-65795660均可报名参加。

□记者 魏浩

近日，郑州丰益肛肠医院
主任医师刘佃温教授告诉记
者，他的老同学说其父亲长期
便秘，最近有点不对，老人家开
始不吃东西了。家人要送老人
到医院，老人坚决不肯。“我就

是长期便秘，不用去医院。”老
人坚持道。后来，他同学打来
电话：“不好了，我父亲肚子好
像很胀，便秘有这么厉害吗？”

刘佃温教授立即询问：“老
人除了便秘还有别的表现吗？”

“消瘦许多，也不想吃东西了。”
“来医院看看吧。”刘佃温

教授建议其带着父亲到医院做
检查。到医院，诊断是直肠
癌！已经造成肠梗阻。所幸及
时手术，病人现在恢复得不错。

“这是一个典型案例。”刘
佃温教授说，老年人便秘非常
常见。但究竟是便秘还是肿瘤
呢？应该非常注意。

首先，习惯性便秘是由许
多因素形成的，老年人居多。
表现为每2~3天排一次大便，

甚至一周排一次。但这种便秘
也要到医院检查。必要时要做
一些排便功能的检查。

直肠癌的表现症状有：1.长
期便秘，近期加重；2.原因不明
的便血；3.消瘦，不想吃东西；4.
精神变差，萎靡；5.肚子胀；6.肛

门疼痛；7.肛门瘙痒；8.频繁腹
泻；9.便不成形。出现一项或多
项症状的患者，更要及时就诊。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采用的
韩国超导光肛肠镜，可实现全
程影像检查，结果科学准确，检
查过程时间短，几乎无不适感。

便秘加重，竟是肠梗阻所致

出现便血、食欲不振更须警惕

专家
推荐

因到院患者众多，市民可
拨打0371—65795660预约。

我省“援非”医疗队将再出发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卢勇兵

出于好奇，3岁的宝宝趁大
人不注意吃下了多片晕车药，幸
亏被家人及时发现，送到医院洗
胃后，情况逐渐好转。

河南省人民医院急救医学
部主任医师秦历杰介绍，5月2
日晚上9时许，一位家长抱着一
名三岁小儿急匆匆来到河南省
急救中心，一边跑一边喊，“救救
我孩子。”经过简单询问，值班医
生得知，原来是家长疏忽大意，
把自己的晕车药放在了桌子上，
由于桌子离床较近，在大人不注
意时，孩子拿到晕车药，拧开瓶
盖后吃进了嘴里。发现情况的
父母赶紧带孩子来医院寻求救
治。

所幸孩子服药时间不算太
长，急诊儿科医生立即给患儿开
了温开水六百毫升进行洗胃。
经过紧急洗胃，患儿情况有所好
转，随后对其进行对症处理。

“我们急救中心每月都会收
治几例小儿误服药的病例。”秦
历杰说，小儿服药是有严格限制
的，按体重计算，一旦误服或者
过量很容易造成肝肾功能损害，
哪怕是拉到医院也可能抢救不
过来。因此，秦历杰特别提醒广
大家长，物品、药品等，要放置在
高处或锁在柜子里，防止小儿误
吃，避免小儿受到伤害。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张东升

5月6日，来自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复兴医院的妇产科主任、
硕士生导师赖爱鸾教授，携手河
南生殖医学专家团在郑州陇海
医院会诊。当天上午，专家团共
会诊来自省内的不孕不育患者
近50名，并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制定了个性化治疗方案。

据该院副院长范红云称，此
次京豫三甲妇科专家联合会诊
大型公益活动，前后共持续一个
多月。在5月底前的每个周末，
都会有来自北京、河南生殖医学
领域的资深专家，亲自为不孕不
育患者把脉健康，让广大患者不
出河南就能享受一站式精准会
诊，得到更为权威规范的诊断和
治疗。“除了这次参加会诊的赖
爱鸾教授，还会有更多专家前
来，比如北京天坛医院妇科主任
冯力民教授、郑大一附院生殖中
心的郭艺红教授、河南省人民医
院妇产科的党群教授、郑大二附
院生殖中心主任谭丽教授等。”
范红云说。

3岁好奇宝宝
吃下多片晕车药

京豫妇科专家联合会诊

省内不孕不育
患者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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