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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链接

□记者 林辉 实习生 韩笑恬
通讯员 张浩

据天气预报，本周开始，气温
将持续升高，人体出汗较多，水分
丢失相对增加，容易造成体液代
谢失调和中暑。此时，人的抵抗
力相对较弱，细菌、病毒也会乘虚
而入，糖尿病患者更易遭受侵
袭。糖友在生活上要做些什么准
备呢？记者就此采访了郑州人民
医院内分泌科主任董其娟。

“糖友饮食应遵循‘无糖低脂
低盐少荤’的原则。”董其娟说，高
温天气，糖友不宜过量进食冷饮、
瓜果，否则容易导致胃肠炎或高
血糖。苦瓜和洋葱素有“降糖斗
士”之称，多吃有益。

高温天气赤脚机会多，脚部
出汗更多，更容易引起脚部外伤、
霉菌、细菌感染，进而导致或加重

脚部溃疡和感染，严重时甚至导
致截肢。

董其娟提醒糖友，应尽量让
脚部多透气。经常洗脚并保持脚
部干燥，定期检查脚部是否出现
感染等。尽量不要赤脚在沙滩等
地方走动，以免伤脚。

董其娟介绍说，患糖尿病后，
人体内部出现了物质代谢失调，
使体质变弱，抵抗力下降；而高血
糖又有利于细菌和病毒的繁殖，
使人体更容易招致感染。所以，
糖友更要当心感冒。

“高温天气，室内大多使用空
调，室内空气不易流通，容易引发
感冒，尤其是开着空调睡觉更易
着凉。”董其娟说，糖友不宜长期
呆在空调房间里。开空调后，室
内外温差以5℃内为佳，同时经常
开窗通风。一旦发生感冒，即使
是轻度感冒，也要及时治疗，切不

可拖延，否则容易诱发肺炎。
天气炎热，糖尿病患者往往

会放松运动治疗，运动不足必然
导致血糖升高。董其娟建议，糖
友可选择游泳或餐后快走40分
钟。切记不要空腹运动，以防低
血糖。同时要避免在阳光直射下
剧烈运动，以免中暑。“特别要提
醒的是，糖友运动时不宜在卵石
道等不平的道路上行走。因为长
期处于高血糖状态，导致了神经
变性，引起感觉障碍，行走在卵石
道上时，容易被硌伤。”

“糖尿病和心脏病等慢性病
患者更易中暑。”董其娟说，如果
糖友出现头晕眼花或昏倒、过量
出汗、肌肉痉挛、皮肤发冷潮湿、
头痛、心跳加快同时可能伴有恶
心等症状，有可能是中暑，应立即
转移到阴凉处，大量饮用凉白开、
果汁或运动饮料，必要时需就医。

□记者 魏浩 实习生 韩笑恬
通讯员 文静

5月6日，“银杏·新视野”帕
金森病、慢性意识障碍诊断与治
疗新进展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
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举行。来自
全国多地的神经科专家和省内医
生代表150余人，就变性病与脑
小血管病之间的关系、帕金森病

的外科治疗、帕金森病及帕金森
综合征的诊断与鉴别、帕金森病
综合管理、帕金森病毁损外科治疗
进展等热门课题进行了分享交流。

据介绍，郑大附属郑州中心
医院昏迷促醒中心成立以来，已
促醒昏迷患者52人。专家提醒，
帕金森病是仅次于阿尔茨海默病
的全球第二大老年人常见神经变
性病，发病主要与年龄老化、遗

传、环境因素有关。除了肌肉紧
绷颤抖外，早期帕金森病还存在
很多非运动症状，如肌肉强直、便
秘、失眠、多汗等，不容忽视。很
多时候，非运动症状会在运动症
状前2~5年发生，若能及时发现
确诊治疗，确立以患者为中心的
全程诊治及管理理念，积极进行
干预和治疗，可有效延缓病情的
发展。

□记者 林辉 实习生 李涵

不到30岁的男子，乳
房突然莫名肿胀，轻轻一挤
还流出“乳汁”。这个难以
启齿的烦恼，困扰了李先生
近3年。他惊恐不安：“自己
是不是患上了什么不好的
疾病？”在胸部出现情况后，
原本性格开朗的李先生变
得沉默寡言闷闷不乐。

由于近三个月双侧视
力明显下降，李先生来到河
南省中医院检查。经过检
查，李先生的泌乳素高达
1800多，而正常人则是在
三百以下。由于促使乳汁
分泌的激素来自脑垂体，一
旦出现溢乳，很可能是垂体
出问题。在为李先生做核
磁共振脑垂体扫描时，果不
其然，医生发现了一个几毫
米大的垂体瘤。

据河南省中医院神经
外科主任郑慧军介绍，李先
生为典型的泌乳素性垂体
腺瘤，女性多见，主要以泌
乳素增高、雌激素减少所致
闭经、溢乳、不育为临床症
状，又称闭经泌乳综合征。
男性少见，表现为性欲减
退、阳痿、乳房发育、溢乳、
胡须稀少，重者生殖器萎

缩，精子少、活力低、不育，
其不孕不育的主要原因为
高泌乳素血症所致。若肿
瘤长大，向鞍上发展压迫视
神经交叉、视神经引起视野
障碍，重者乏力、精神异常、
毛发脱落、肥胖等。

李先生入院后，行微创
单鼻孔经蝶入路垂体瘤切
除术，术后当晚泌乳素即由
入院时的1886ng/ml降为
81.14ng/ml。第二天，李先
生自身感觉到视力比术前
改善，出院时复查泌乳素为
41ng/ml，泌乳已停止，自
述乳房感觉缩小。

“治疗方法有手术、药
物和放射治疗，其中首选手
术治疗。”郑慧军说，经鼻蝶
切除肿瘤是显微外科的一
种微创手术方式，具有创伤
小、恢复快、术后不留疤痕
等优点。

郑慧军提醒，和男性相
比，脑垂体泌乳素腺瘤在女
性中更为常见。作为人体
各种重要激素的“源头”，脑
垂体一旦发生病变，症状五
花八门，因此非孕期的女性
出现月经不调、乳头溢乳等
症状，也要考虑脑垂体瘤的
可能性。发现类似症状，一
定要到正规医院及时就诊。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李娜

8岁女童妙妙（化名）下
体莫名出血，最后去医院一
检查，医生发现孩子阴道中
有一枚1元硬币。

妙妙来自豫南农村。
今年春节时，妙妙告诉妈
妈，她的内裤脏了，妈妈一
看，发现小女孩下体流出的
鲜血把内裤染红了。一看
这种情况，家人惊了，立即
带她去当地医院就诊，消
炎、止血，没有效果。

妈妈又带着妙妙去了
两家大医院，挂号、排队、检
查。转眼2个多月过去了，
肿瘤排除，性早熟排除，血
仍在流，病因还是没有找
到，可把家里人急坏了。最
后，家人带着她赶到了河南
省人民医院。

接诊的是该院妇产科
教授张菊新。详细询问了
来龙去脉后，张菊新认为很
有必要做一个内镜检查，排

除一下阴道异物引发的出
血。

随后的检查印证了这
种推测，医生在妙妙阴道中
段发现了一个类似硬币的
东西，表面已经完全发黑，
附着处的阴道黏膜已经溃
烂，硬币周围已经长出了鲜
红的息肉。

医生轻轻取出这个类
似硬币的东西，拿棉球仔细
擦拭后一看，真的是一枚面
值一元的硬币。

该院宫腔镜室副主任
医师史素娥说，类似的小病
人并不少见，大的有十来
岁，小的甚至有两三岁，这
些孩子可能是因为好奇把
黄豆、橡皮等形形色色的东
西塞进鼻孔、耳朵眼、阴道，
也有些孩子被别有用心的
人伤害不敢告诉大人，隐瞒
了病史。但无论如何，父母
都需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呵护孩子生理和心理的成
长，不要让此类事件重演。

大河报金牌口腔评榜：拜博口腔夺魁！万名缺牙人共同的选择

种牙怕疼、怕贵？IDDC数字化种牙来了！
种1颗牙送1颗牙冠，进口种植牙包干价3980元！前期检查费、专家亲诊费全免，大河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核心提示|感恩母亲节，凡年满55周岁的母亲，1-14日拔牙首
颗免费，第二颗半价；种植牙包干价3980元！大河种牙专
线：0371-65795671

□记者 林辉

“我希望自己种牙时能不
疼、轻松点儿！”“我想让自己的
种植牙质量可靠、牢固耐用！”

“我希望种好牙后，能啃排骨，能
咬牛肉！”

为解决种牙人的需要，拜博
IDDC 引进数字化导板种植技
术，该技术有4大优势：

1.更舒适：减少侵入过程并
缩短愈合时间。

2.少奔波：缩短患者的椅旁
时间，减少患者就诊次数。

3.可预见：提高最终种植体
位置的修复效果以及可预测性。

4.更精准：数字化准确度高，
减少外科风险。

二十一世纪以来，数字化浪
潮席卷全球，3D打印、数字化精
加工、人工智能，让制造业跨入了
工业4.0，口腔种植专业也随之进
入数字化时代。

2017年，拜博 IDDC应运而

生！IDDC通过先进的数字化诊
疗技术平台，让全国的种植诊疗
成为一个有机系统。IDDC聚合
全国各地知名种植牙专家，以集
团200余家连锁、24年植牙经验
数据库等资源为依托，对拜博口

腔全国200余家连锁机构开展实
时远程会诊，河南老百姓不用耗
时耗力耗路费跑到“北上广深”，
就能享受到专家“0距离”手术指
导和方案执行。

拜博口腔医疗集团，24年历
史，联想控股成员企业，覆盖50
城，全国200余家连锁，每年为中国
百万客户带来专业口腔诊疗服务。

拜博集团以“医者仁心、精益

求精”为企业精神，引进国际医疗
管理模式、前沿的诊疗设备与技
术，开设种植复杂病例诊断设计
中心（IDDC）、种植中心、口腔正
畸学科联合体、数字化口腔中心、

儿童牙科诊疗中心等专业机构。
拜博集团坚持“学术、技术、

特色”并行的发展之路，聘请包括
美国、英国、德国、韩国、中国香港等
地知名口腔专家组建学术委员会。

【请问】 种牙舒适、快速、耐用
这样的种植牙哪里有？

【愿景】 种好牙不必跑“北上广深” 融合全国知名种植专家

【品质】 24年全国200余家连锁 每年服务百万口腔患者

1.省大钱：1个电话，5项全免（明星专家挂号费，高清德国CT三维重建，个性化种植方案设计费等5项费用）。
2.包干价：特价种植牙3980元/颗（韩国Dentis种植体+标准基台+钴铬冠）。
3.全省征集疑难种植牙病例，IDDC大牌专家亲诊。
4.凡年满55周岁的母亲，1-14日拔牙首颗免费，第二颗半价。

气温持续升高，糖友咋平稳度过？

帕金森病早期非运动症状不容忽视

男子胸部肿胀泌乳
病起垂体瘤

女童阴道出血，
祸首是枚1元硬币

病例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