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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著名面肌痉挛专家、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神经中心主任陈国强教授，率先
把脑科内镜技术引入微血管减压术中，每年完成微血管减压术1500余例。5月18日（本
周四），陈教授将在中泰脑科医院对本月第二批面肌痉挛患者手术，可提前预约咨询。

告别困扰多年的“面抽”痛苦
本周还有一次集中手术

□记者 魏浩 实习生 韩笑恬
通讯员 徐小娟

核心提示丨民间有种说法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然
而从去年开始，信阳的齐女
士左眼下侧肌肉一直跳。
以为要有财运，却没想到天
天跳个不停，后来被诊断为
面肌痉挛。今年5月初，齐
女士和省内的另外17名面
肌痉挛患者一起，在郑州中
泰脑科医院成功接受手术，
告别困扰多年的“面抽”痛
苦。该院业务院长张旭光
提醒，眼皮跳一般和休息不
佳、精神紧张有关，短期内
可自动消失。但如果持续
不停，甚至发展到嘴角抽
搐，就可能是“面肌痉挛”，
需要到医院查找病因。

5月的第一个周末，在郑
州市二环支路的中泰脑科医
院，手术室门前坐着患者家
属。一名患者家属说：“专家
专门给我们开了个术前宣讲
会，对我们的担心和疑惑做
了解答，其实已经放心了，但

毕竟是家人做手术，还有点
紧张。”

业务院长张旭光说，面
肌痉挛是一种先天性血管畸
形压迫面神经根部所引起的
疾病，多在三四十岁以后发
生，发病率男女没有明显差

别。面肌痉挛发作时，患者
面部会呈阵发性、不自主地
抽搐，随着病情发展，间歇逐
渐缩短，抽搐可连动到嘴角
甚至颈部，严重者呈强直性，
致同侧眼不能睁开，口角向同
侧歪斜，以致影响日常生活。

饱受“面抽”困扰，18名患者两天内接受手术

对于面肌痉挛的治疗，
神经营养药物、抗癫痫药及
各种镇静药，仅对少数症状
较轻的病人起作用；注射肉
毒素虽然见效快，但病情易
反复，长期采用还可能导致
永久性面瘫。那么，哪种治
疗方法才是安全有效？“通过
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

挛，是目前安全有效的办
法。”张旭光说，通过微创手
术，在手术显微镜下解除血
管对神经的压迫，达到治疗
目的。绝大多数病人从手术
室出来就停止了面肌抽搐，
且面神经功能完好保留。

据介绍，郑州中泰脑科
医院面肌痉挛治疗中心聘请

全国著名面肌痉挛治疗专家
陈国强教授为首席专家，成
立面肌痉挛治疗中心，在面
肌痉挛、三叉神经痛等领域
颇有建树。自2004年成立
以来，在陈国强教授和张旭
光院长的密切配合下，运用
微血管减压术已让数千名面
肌痉挛患者成功解除痛苦。

数千面肌痉挛患者解除病痛，医生详解微血管减压术

温馨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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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可电话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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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大便发生了质的改
变，那你就应该尽快去医院检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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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大河健康热线：0371-65795660

温馨提示>>

□记者 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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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癌患者大便次数会增
加，每次排便不多，甚至没有
粪便，只排出一些黏液、血液，
同时伴有排便不尽感。结肠

癌患者排便习惯改变不如直
肠癌患者明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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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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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肛肠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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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源上减少了误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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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销工程启动至今，已帮
助几十位多颗种植牙疑难者
报销了费用。本报提醒，早一
天种牙，早一天健康，现在拨
打电话预约还可享受种牙0
首付0利率分期付款，及以下
报销优惠：

□记者 魏浩 实习生 韩笑恬
通讯员 侯巧红

5月12日，第十二届郑州国际微笑
公益活动拉开帷幕。全球50多名医学
专家将在郑州为国内唇腭裂患儿进行
术前筛查，并免费手术。

当天上午，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来自世界各地的整形外科、麻醉科、
儿科等专业权威聚在一起，共同为来自
全国近300名唇腭裂患儿进行术前筛
查，其中最远的患儿来自新疆。该院整
形外科主任李永林说，经过筛查符合手
术指征的患儿，将于本月13日~16日
接受集中手术，并在术后进行语音训
练、心理咨询等进一步治疗。如果有患
儿未能赶上本次集中手术，也可以随后
进行信息登记，在后期进行免费救助。

郑州市一院是国际微笑公益活动
组织在河南的诊疗基地暨慈善基金定
点医院，常年为先天性唇腭裂患儿进行
免费手术。本次活动得到了中国扶贫
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以及毕马威（华
振）会计师事务所的鼎力支持。自2006
年至今,郑州市一院成功举办12次“郑
州国际微笑公益活动”，先后为2300多
名唇腭裂患儿实施了免费手术。凡年
龄在6个月以上的唇腭裂患者，符合手
术指征的均可到院免费手术。

□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张丹凤
通讯员 冯金灿

5月12日~14日，由河南省人民医
院主办的第二届嵩山论剑暨全国肝胆
胰外科高峰论坛在郑州举行。中国科
学院院士陈孝平、刘允怡，河南省卫计
委主任李广胜，河南省人民医院院长顾
建钦等领导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为落户
省医的河南省肝脏肿瘤微创治疗与基
因诊断院士工作站揭牌。同时，河南省
人民医院互联智慧学科联盟之肝癌精
准治疗联盟也于当天揭牌。

顾建钦说，河南省肝脏肿瘤微创治
疗与基因诊断院士工作站揭牌成立后，
将努力建设全国一流肝癌综合性诊疗
中心，推动河南肝胆外科人才队伍和科
研平台建设，培养出1~2位在国内有较
高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围绕肝癌的临
床治疗和基础研究，使肝胆外科在肝癌
临床治疗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水平和
规模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成为河南省肝
癌诊疗培训基地，为临床肝癌多学科综
合治疗提供基础理论和技术支撑，为广
大人民群众服务；深入开展微创肝癌治
疗关键技术攻关研究，研究腹腔镜肝癌
切除技术难点，优化肝癌微创治疗技术
流程，形成肝癌基础研究团队，将该院
士工作站建成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至此，省人民医院已先后成立7家
院士工作站：河南省心血管疾病防治院
士工作站、河南省临床基因诊断与治疗
院士工作站、河南省心血管疾病临床研
究与质量控制院士工作站、河南省慢性
肝病防治与控制院士工作站、河南省慢
性肾脏病防治院士工作站、河南省男科
基础与临床研究院士工作站、河南省肝
脏肿瘤微创治疗与基因诊断院士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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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牙颗数多 找名医种牙费用还报销
韩国牙报销3400元/颗、德国牙4600元/颗，科学方法种牙更耐用，大河爱牙热线：0371-65795698

核心提示 | 因缺牙多颗只能吃流质食物的老人，以及种植牙困难者，一定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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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实力派种牙名家联合会诊，专为缺牙多颗、种植牙疑难病例提供精准种
牙服务，每颗费用还报销3400元~4600元！赶紧拨打电话：0371-65795698
预约名医种牙！

据统计，我国至少有
6944万人患有牙缺失，其中
大部分缺牙多颗！在这个惊
人数字背后，隐藏着国人健
康的巨大危机，很多中老年
人因为缺牙多颗，只能吃流

质食物，导致营养不均衡，抵
抗力下降，而且还口齿不清、
面颊凹陷、迅速衰老、严重威
胁到晚年生活质量及寿命。
想要种牙摆脱痛苦，却又往
往因身体、口腔等因素面临

挑战。为此，本报联合唯美
口腔推出“多颗种植牙疑难
病例论坛”，由省内实力派种
牙名医联合会诊，为多颗种
植牙疑难病例提供精准种牙
服务。

除了名医，找到更科学
的种植牙方法也很关键。不
同年龄、不同体质、缺牙颗数
和时间的不同，都会影响种
植牙方案的制定。为了让种

植牙更精细，专业程度化更
高，唯美口腔的种植牙专家
团在以往上万疑难病例的基
础上独创出细分种植牙标准，
即便患者缺牙颗数多、口腔条

件差也能找到最适合的种牙
方法。“大河报种植牙报销工
程”启动，种牙费用每颗报销
3400元~4600元，能在最大
程度上解决种牙经济负担！

多颗牙缺失折磨人 名医会诊解决疑难种牙

科学方法种牙还报销 每颗最低3400元

0首付0利率分期付款
早种牙早健康

种植牙品牌 报销金额

韩国种植牙 3400元/颗

德国ICX种植牙 4600元/颗

□记者 李彬 河南省肝脏肿瘤微创治疗与基因诊
断院士工作站揭牌

省医第7家
院士工作站成立

第十二届郑州国际
微笑公益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