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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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身心健康出现问题，您
第一反应是向谁求助？报告显
示，31.15%的人选择网络查询，
34.94%选择专业医院。于泓指
出，这显示，当今网络是家长和儿
童青少年同时利用查询青春期相
关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

值得警惕的是，报告显示，在
参与接受调查人群中，孩子心理
行为发育异常占比为22.65％～
45.58％；生长发育异常占比为
48.57％～63.31％；性发育方面，

除了“不能正确回答是和否”、在
没有经过医学验证的前提下，女
孩疑似性早熟2.74％~8.41％，疑
似性发育延迟3.45％~22.08％；
男 孩 疑 似 性 早 熟 3.38％ ~
11.87％，疑似性发育延迟5.66％
~24.98％。

每半年至1年，您会带孩子
去专业医院做1次身心健康体检
吗？统计显示，肯定回答的人数
仅占 23.57%，而 76.43%的人选
择不做或不知道在专业医院做身

心健康体检。
“儿童青少年性发育、生长发

育、心理行为发育是唯一、同时、
动态、交叉出现的过程，又会因人
而异，跨度之大，明暗不一，使每
3个月一小变化，每6个月一大变
化，甚至会出现生活年龄过1个
月，骨龄年龄悄悄长5个月的极
端现象，意味着会以5倍的速度
走向成长发育的结束。”于泓呼
吁，儿童青少年急需接受更为科
学的体检和医学干预。

□记者 林辉 实习生 韩笑恬

话说已经过了立夏，又
到了露出美腿的季节，美女
们都知道，高跟鞋配连衣裙
可是能美翻一条街！然而，
高跟鞋虽然能让你美出新高
度，但它也是把“双刃剑”，会
带来不少健康隐患。最近，
影视演员杨紫琼被报道因常
年穿着高跟鞋而严重变形的
脚，只见她的左脚大拇指严
重外翻，都快压到第二根脚
趾了，看上去非常恐怖。此
外，当红明星宋茜由于常年
学习舞蹈，再加上经常穿高
跟鞋，脚趾也是有问题的。

“其实，像杨紫琼的大拇
指外翻是一种足踝的常见病，
叫做拇外翻。”河南省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
任于远东介绍说，这种病多由
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的生活
习惯因素共同构成，多有家族
遗传病史，发病通常偏爱中老
年女性，但目前年轻女性经常
穿高跟鞋及尖头鞋也比较容
易发病。除了对脚趾造成影
响，经常穿高跟鞋对人的颈
椎、腰椎等关节的损害更加严
重，只是由于这种损害的发生
和发展比较缓慢，所以容易被
人们忽视。

那么，高跟鞋到底该怎么

穿？于远东建议：
1.穿高跟鞋时步子迈小

一点，一定要让脚尖指向前
方；

2.女性在选择高跟鞋时，
最好将高跟鞋的高度限制在
3.8厘米以内，并可通过增加
鞋内垫减小鞋跟给脚关节带
来的压力；

3.两腿尽量靠近一点，尽
量让足跟先着地；

4.回家后赤脚走路，能让
踝关节更自由活动；

5.自我按摩，晚上用热水
泡脚10～15分钟；

6.高跟鞋好看，也不能天
天穿，最好和平底鞋、低跟鞋
交替着穿。
线索提供 程正军 肖婧菁

种牙选名医“即刻种·即刻用”“All-on-4/6”不是每家都能做

感恩母亲节 到德贝种牙充1000送500 不封顶
德贝植牙只做种植牙，更专业！种牙就去郑州找德贝 大河植牙热线0371-65796135

吴豪阳 教授 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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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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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口腔医学会种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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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口腔医院种植中心
主任

刘兴国 教授 主任医师
德贝植牙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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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nnarOssi 博士
德贝植牙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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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绍忠 教授
德贝植牙专家组成员
美国加州大学种植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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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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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丨母亲节就要到了，可口的大餐父母吃不了，美好的旅行去不了……都是没牙惹的祸。
送美食、送礼品、送旅行，都不如送父母舒适的牙齿更实在。万病从口入，牙口不好易引发多种并
发症。浓情五月，感恩母亲节！德贝植牙联合本报推出母亲节特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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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晓敏

德贝植牙作为中原“即刻
种·即刻用”指定种牙机构，名
医荟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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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每家种牙机构都有
这个实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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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即刻种·即刻用”“All-on-4/6”
全省征集大龄疑难没牙顾客

德贝“即刻种·即刻用”种植专家

种好牙：好植体、好方案、好医生、好角度
一个都不能少

1.免专家预约挂号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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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状况社会深度调查报告”在郑州发布

孩子健康问题，三成人求助网络
核心提示丨对于孩子的身心变化，您关注吗？八成的家

长回答是，其中多数是妈妈；孩子的身心一旦出现问题，您第
一反应是向谁求助？三成的家长回答是：网络……

5月5日，“中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状况社会深度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在郑州发布，其中涉及诸多问题牵动了家
长的神经。该报告由中国医师协会青春期健康与医学专业委
员会与《医师报》联合发起，并在全国6家媒体上发放问卷，这
个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66618份。

对孩子的身心变化，您关心
吗？84.09%的家长选择了特别
关心或者是关心。报告显示，参
与回答问题的家长，近七成是医
护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

“国家、社会和家长都非常想
关心儿童青少年，为其制定了许
多政策、法规，提供了大量财力物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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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于泓指出，但家长不知道关心
什么、如何科学关心。

于泓认为，儿童青少年成长
过程中除了关注躯体健康（包括
性发育、生长发育），还要关注心
理行为发育健康。

有趣的是，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2015 年我国人口总数为

13.7462亿，男女比例为1.05:1，
男性多于女性。而本次调查显
示，被关注儿童青少年的男女性

别比为1:1.16，女性略高。其中
关注孩子的家长男女性别比为

1:1.89。
“这反映了女性家长比较细

腻，男性家长比较粗心，男孩子的
性发育又比较隐蔽。此外，还反
映了性别交叉关注。”于泓指出，
从躯体（生理）角度来看，同性别
的家长更便于观察孩子；从心理
角度来看，异性别的家长更好奇
和关注孩子的生理变化。

想关心却不知如何关心孩子身心变化

获取青春期相关信息主要靠网络

宋茜、杨紫琼穿鞋穿到脚变形

高跟鞋到底该怎么穿？

□记者 李彬 实习生 张丹凤

在上周大河微医名医在
线问诊活动中，除了皮肤过
敏、痤疮治疗、脚气、灰指甲等
问题，脱发也是众多网友提及
较多的问题之一。皮肤科专
家表示，雄性激素过多、生活
作息不规律、饮食不健康等因
素已成为不少男性未老先

“秃”的主要原因。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刘学伟说，
常见脱发有两种：第一种是雄
性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
脱发。二氢睾酮是人体内雄
性激素，若分泌过多，会逐渐
让头发毛囊萎缩，缩短头发的
生长周期，最终导致头发细
软、稀疏，直至脱落。这种情
况引起的脱发是从头顶秃发、
发际线后移，这类人面部油脂
分泌多，痤疮、有头屑。第二
种是斑秃，俗称鬼剃头，指一
夜醒来，头发脱落。多与精神
情绪有关，熬夜、压力大、心情
不好、情绪暴躁导致的内分泌
失调。

脱发该如何治疗？刘学
伟表示，对于雄性激素增多导

致的，一旦发现，治疗应趁
早。中医治疗秃发，一是辨证
论治，方药因人而异；二是整
体观念，注重全身调理。雄性
激素增多导致脱发的人从中
医角度看，要么是湿热上蒸，
要么是肝肾阴虚，治疗上要从
这两点入手。对于内因导致
的脱发、斑秃，以预防为主。
要注意避免熬夜、舒缓情绪、
不急躁，改变生活方式，不吃
油腻食物等，分症型进行辨证
治疗。

对于民间流传的按摩头
皮、生姜擦头皮等办法，刘学
伟表示，这些办法确实能帮助
按摩头皮促进血液循环，利于
毛发生长和保养，但在治疗过
程中只起辅助作用。遇到脱
发问题，最好先去医院检查，
根据医生建议服用药物。

脱发年轻化，
未老先“秃”有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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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张丹凤

31.15%

84.09%

大咖微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