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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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医外科
学会主任委员，曾荣获“全国
中医肛肠学科名专家”“五一
劳动奖章”等荣誉。

大河肛肠病免费普查公
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市民出现
肛 肠 不 适 症 状 ，可 拨 打
0371-65795660电话报名。

□记者 林辉 实习生 韩笑恬
通讯员 卢亚敏

更年期几乎是每个女性都
要经历的生理时期。然而，很多

人对待更年期的态度通常都是
顺其自然或“忍”，更少有人会去
看医生。殊不知这样不但影响
更年期的将抗状况和生活质量，
还会影响更年期后的健康和生
活质量。5月12日，由大河报与
郑州人民医院联合举办的第二
场健康讲座准时开讲，郑州人民
医院妇科主任姚丽以“女性更年
期的保健和管理”为题讲解女性
如何顺利度过更年期，提升晚年
生活质量。

“更年期在医学上称为围绝
经期，大概在45～55岁，是女性
迈向中老年阶段的必经之路，标
志着女性卵巢功能衰退以及随
之而来激素水平骤变的生理过
程。”姚丽说，更年期症状的出现
都是因为女性自身雌激素分泌

减弱造成的。因此，如果想顺利
度过更年期，想让绝经后的晚年
生活更健康和快乐，除了合理饮
食、适当锻炼、调整心态外，最重
要的就是进行综合的更年期管
理，其中会使用天然的刺激素进
行调节。

提到雌激素，很多人是恐惧
的，觉得它会让人发胖，会增加
癌症风险。姚丽说，几十年前的
雌激素确实有这些风险，但经过
医学、药学水平的不断提高，现
在正规医院所使用的雌激素是
天然的，而在专业医生的指导和
制定方案下，合理利用，会让女
人更健康，不会造成伤害。

“不少人担心使用雌激素后
会发胖，其实随着年龄增长、饮
食过多以及锻炼较少均可引起

体重增加，并不是雌激素造成，
最主要的还是需合理饮食，适量
锻炼。”姚丽说，也有人担心使用
雌激素后，乳腺癌风险会增加，
其实乳腺癌风险主要和孕激素
的使用有关，和雌激素关系不
大。对于50岁以上的女性，绝
经期激素治疗和乳腺癌风险的
关系是很复杂的。总之，医生会
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经过评
估，因人而异，制定个体化治疗
方案，将雌激素和孕激素分不同
时期搭配使用。

姚丽提醒，更年期管理要尽
早，在窗口期（即60岁以下、绝
经期10年内），如果没有禁忌
证，就开始进行管理，过了窗口
期后再进行管理，效果欠佳，弊
大于利。

□记者 李彬

天气渐热，一些夏天常见病
可能会接踵而来，父母该如何保
护儿童远离疾病的侵扰呢？

孩子感冒、发烧、腹泻、食
积、便秘、补钙等问题困扰着家
长，特别是每年这个时候多发的
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家长
更是“谈虎色变”。您有育儿方
面的困惑吗？想要不出家门就
能向医生提问吗？大河报健康
微信公众号“大河微医”力邀河
南省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李玮，
5月17日上午10点30分至11
点 30 分做客大河微医名医在
线，为您解答育儿方面的难题！

参与方式很简单：扫码关注
大河报天天健康微信公众号“大
河微医”，在明天上午11点 30
分前，都可以给大河微医留言，
专家会对你的问题一一解答。

李玮医生专业特长中医儿
科。临床上擅长中医中药调理
小儿体质，治疗小儿反复呼吸道
感染、小儿哮喘、慢性咳嗽、泄
泻、抽动症等。尤以中药为主治
疗小儿哮喘，
分期治疗，急
性期以平喘
为主，缓解期
扶 正 为 主 。
减少小儿发
病次数。

德贝“即刻种·即刻用”种植专家

□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李涵
通讯员 尹沅沅

5月13日，中国医药教育协
会肺部肿瘤专委会肺癌规范化
诊治（COE）项目河南示范中心
启动会在省人民医院举行，郑州
成为继上海、杭州、武汉、哈尔滨
后第五个大区域示范中心。

COE项目由中国医药教育
协会肺部肿瘤专委会于今年启
动，该项目以区域性COE中心
和省市级分中心为单位向下级
医院辐射，通过搭建学术交流平
台、开展医生规范化培训、建立
多学科诊疗团队等多种方式不
断规范和提高肺癌诊治水平，并
对患者进行科普教育和心理支
持，逐步提高患者生存率及生活
质量。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会长黄
正明表示，示范中心能够培养大
批专业人才，提升医生，尤其是
基层医生的业务水平，实现培养
人才、锻炼队伍、打造品牌、服务
患者的目的。

该院副院长孙培春说，示范
中心的落户对于规范肺病诊治、
提升医疗技术有重要意义，省医
作为区域性中心单位能够辐射
下级医院，建立上下联动的肺癌
诊治绿色通道，提高河南肺癌治
疗水平。

许会锋 主诊医师
德贝植牙专家组成员

“即刻种·即刻用”种植专家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中华口腔医学会种植专委
会会员

省种植名医 实力见证种牙新技术“即刻种·即刻用”“All-on-4/6”

浓情五月，爱ta就到德贝送ta种植牙
520大胆表达你的爱，德贝种牙充1000送500 储值不封顶 大河植牙热线：0371-65796135
核心提示丨为爱种牙不能等，520大胆表达你的爱。百病从口入，人到中老年，牙齿
缺失数量多、牙槽骨流失严重，耽搁不得，拖延时间越久后期修复就会越复杂。德贝
植牙专家团提醒：选对机构，种牙很简单，种牙要到专业植牙机构。德贝植牙为爱延
伸：种牙充1000送500，储值不封顶。 □记者 李晓敏

81岁的刘奶奶年轻时遇
见现在的老伴儿，两人相爱
相伴一生。这次由于刘奶奶
牙齿缺失严重，老伴儿辗转
找到德贝植牙，虽然他也缺
了好几颗牙，前牙还十分明
显，可老先生笑着说：“我没
关系，只要她种好牙就行。”

老先生在年前带刘奶奶
来过一次，但因刘奶奶有些

胆怯，初诊医生将白大褂脱
了给奶奶讲解，他们倍感亲
切。在老伴儿的说服及医护
人员耐心讲解下，刘奶奶5月
初再次来院，接受种植牙。

省级种植名医吴豪阳教
授检查后发现，刘奶奶上颌
骨发育不健全，考虑到她的
年纪及自身因素，吴教授制
定了全口即刻用种植手术方

案，技术专业与患者心理结
合，全口即刻用种植手术分
两次进行，先进行下颌种植
手术，次日进行较难的上颌
种植手术。整个手术过程，
刘奶奶没有任何不适，从手
术到佩戴好牙冠，都没闹情
绪，十分顺利。看着戴好牙冠
的老伴儿，老先生闪着泪花，

“感谢德贝植牙医护人员”！

一贯节俭的刘奶奶担心
多花钱。老先生告诉她：“参
加了德贝植牙特惠种牙充
1000送 500，储值不封顶的
活动，相当于打个大折扣，挺
合算！”老先生说，看着老伴
儿高兴，感觉这钱花得真值。

在口腔内做手术，好的
方案、好的植体、好的医生、

全方位的检查一个都不能
少。“比来比去，选择德贝就
是中！”老先生说。因医生的
资质、资历等不同，不是每位
医生都能做好种植牙手术。

对于每一个顾客，德贝
植牙都会由经验丰富的河南
省植牙名医（吴豪阳、刘兴
国、时绍忠、ZannarOssi 博

士、许会锋等专家）为其设计
一套最适合的植牙方案，而
且由这些种植名医亲自进行
种植，全程把控。

“我忍忍没关系，可看着她缺牙实在难受”

“选德贝种牙，专家、技术没的说，还省钱！”

■常年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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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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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客座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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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会龙 博士
德贝植牙专家组成员
首都医科大学种植医学博士
中华口腔医学会种植专委
会委员
国际口腔重建科学委员会
（FOR）会员

女性更年期 综合管理很重要

肠炎与肠癌症状相似，别“傻傻”分不清
大便带血、腹泻、便不成形是肠肿瘤的高危症状
市民可拨打大河健康热线0371-65795660申请肛肠镜免费检查
核心提示丨随着我国居民高蛋白、高脂肪食品摄入增多，大肠癌的发病率正在逐渐上升。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聘专家刘佃温
教授表示，肠炎是一种常见的肛肠病，大便带血、腹泻、便不成形、腹痛属于肠癌和肠炎的共有症状，因此临床上，约90%的肠
癌在初期都被误诊为肠炎。

郑州樱桃沟的张老伯，最
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3年来，
饮食稍微不注意，冷热刺激都
会导致他腹痛腹泻，没有精神，
最近几个月，他的身体日益消
瘦，而且以前的大便带血更加
严重了，出现了脓血便，臭不可

闻。这才赶紧来到郑州市嵩山
南路与陇海路交叉口北100米
的丰益肛肠医院就医。

刘佃温教授在为张老伯做
完肠镜后，不无遗憾地告诉他
是结肠癌，幸亏还没发生转移，
需要抓紧时间做手术。

区别一：肠癌早期=便血+
消化不良+排便习惯改变。肠
癌早期症状虽不明显，但还是
会有便血、大便次数增多、便
秘、黏液便等现象。肠癌越到
晚期症状越是明显。

区别二：慢性肠炎：肠蠕动
——腹部不适(如腹痛)——排
便——疼痛缓解。肠炎一般不
会转变为肠癌，但肠炎的两种
特殊类型溃疡性肠炎和克罗恩
病，却是有转变成肠癌的可能。

刘佃温教授表示，很多人
不愿做肛肠镜检查，一是没有
意识，二是害怕痛苦。事实上，
肛肠镜没你想的那么可怕，而
且检查时间短，三五分钟就结
束了，整个过程也没什么痛苦
和不适。据了解，超导光肛肠
镜采用高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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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三年“老肠炎”，确诊为肠癌

解析 肠癌与肠炎的区别

福利
申请免费肛肠镜检查
每日限十名

专家
推荐

□记者 魏浩

儿科专家在线问诊

宝宝夏季少生病

大咖微问诊

肺癌规范化诊治项目
河南示范中心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