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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华小亚

6月9日，现任美国贝勒
医学院母胎医学专业及胎儿
干预专业博士后导师、外科及
麻醉科教授 Michael An-
thony Belfort受聘成为郑州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客座教授。

郑大三附院张小安院长
代表该院与Belfort教授签订
聘任协议。张小安说，Belfort
教授受聘为该院的客座教授

后，将在围产医学和胎儿医学
两方面与该院进行深入的交流
与合作，对于学院扩宽国际学
术交流渠道，加速人才质量建
设和围产医学及胎儿医学等学
科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据了解，Belfort教授还在
6月10日参与了“助产技术及
2017 年河南省围产医学年
会”，并进行“脊柱裂宫内治疗
的胎儿镜下修补”和“胎盘植入
的诊断和手术”讲座，与全省围
产医学工作者分享研究成果。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廉万营

肘关节疼痛的原因有很
多，像骨质增生、风湿痹证，还
有劳损、扭伤，甚至受风受凉，
等等。近些年，有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被“网球肘”所困扰，该
病与职业有关，多见于需反复
用力伸腕活动的成年人，尤其
是频繁用力旋转前臂者。但
无论何种原因引起的疼痛，都
要注意避免患肢肘关节用劲，

注意休息、保暖，保持良好的
生活习惯、坚持适当锻炼。

6 月 16 日 15:30～17:
30，河南省中医院2号病房楼
1楼会议室，将举办“肘部疼
痛都是网球肘吗”公益健康讲
座，由河南省中医院推拿科主
任王勤俭主讲。讲座内容：1.
肘部疼痛的原因有哪些；2.网
球肘是怎么回事；3.怎样科学
治疗肘部疼痛；4.日常的预防
和康复锻炼有哪些方法。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潘黎黎

近日，杭州一天出现了两起
跑步猝死事件。事发当天早上，
先是27岁小伙晨跑猝死。到了
晚上，一女子在健身房跑步机跑
步时突然倒地猝死。一个城市一
天俩人跑步猝死，让人心疼让人
唏嘘。原本是为了锻炼身体，不
承想却因跑步致命，这是什么原
因？来听听郑州人民医院心内科
二病区主任刘恒亮的解答。

“绝大多数跑步猝死者，是有
心脏病基础的。心脏病是猝死的
基础病因，剧烈运动是猝死的一
个诱因。完全健康的人出现跑步
猝死的，极其罕见。”刘恒亮说，有
心脏病的人，在猝死发生前，一般
都会有胸闷、胸疼、气喘症状。因

此，如果运动中出现这样的情况，
要立即停止运动，及时求助。

还有一些心脏病患者，平时
没有任何症状，其本人也不知道
自己有心脏病，在跑步或超负荷
运动时，心脏不能耐受，比较容易
发生猝死。刘恒亮就此建议，不
论男女老少，在选择跑步健身、竞
技运动特别是跑马拉松之前，一
定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做个基础体格检查很有必要。

刘恒亮表示，对于跑步爱好
者来说，首先，循序渐进原则很重
要。开始练习时，每天跑步里程
能比前一天增加 10%就可以
了。其次，要遵守量力而行的原
则。作为无专业人员陪伴的普通
健身人群，不建议挑战极限。另
外，运动前需要充分热身，每次热

身不少于10分钟。
“万一遇到运动猝死状况，要

第一时间做心肺复苏，同时，身边
的人务必联系 120，请医生抢
救。”刘恒亮提醒。

□记者 林辉

王女士有个难以启齿的毛
病，说话时嘴里会飘出异味，刷牙
时总是牙龈出血，吃苹果时会在
苹果上留下几条血印子，有时牙
龈还肿痛一阵，这令她颇为烦
恼。医生明确诊断为牙周炎。她
曾经去过各大医院，服用过许多
药物，也接受了很多治疗方法，无
奈牙龈出血症状仍反复发生……

一年前，王女士因反复头晕
来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高压氧医

学科接受治疗。治疗5次后，王
女士意外地发现牙龈出血症状明
显改善，治疗10次后症状彻底消
失。口气没再出现异味，牙龈也
不肿痛，牙龈出血症状未再复发。

这是怎么回事？郑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高压氧医学科主任楚金
亭介绍，高压氧治疗就是在高于
一个大气压的环境下吸纯氧，以
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目前常用
的治疗压力是两个大气压。

楚金亭说，高压氧治疗能够
对慢性牙龈出血有如此神奇的疗

效主要是因为：
1.高压氧治疗可抑制牙菌斑

内某些细菌的生长；
2.可改善牙龈微循环，使牙

龈氧含量增加、血流速度加快、促
进微血管生成；

3.高压氧治疗有免疫调节作
用，抑制牙龈炎症及牙槽骨的吸收；

4.还可促进牙龈组织修复。
不过，楚金亭提醒，牙周基础

治疗不能少，两者结合治疗牙周
病效果才会更好。

线索提供 杨旭 陈燕

一天俩人跑步猝死

爱跑步的千万别忽视这件事！

慢性牙龈出血能用高压氧治

肘部疼痛都是网球肘吗？

□记者 李晓敏

5月30日是我国首个“全
国科技工作者日”。昨天，记
者了解到，为庆祝这一节日，
河南省人社厅等六部门共同
设立“河南省创新争先奖”，
以百万奖金表彰优秀科技工
作者和先进科技创新团队。

“中原学者”、郑大一附院
介入科主任韩新巍教授荣获
河南省创新争先奖奖章，郑大
一附院生殖与遗传科技创新
团队荣获河南省创新争先奖
牌。此外，该院科研处副处
长、生物细胞治疗中心主任张

毅荣获郑州市科技创新工作
先进个人称号。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是
经国务院2016年同意批准设
立的，旨在鼓励广大科技工作
者牢记使命责任，切实担负起
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作用。

作为郑大一附院首位中
原学者，国家863计划首席科
学家，韩新巍教授长期以来一
直工作在临床科研第一线。
在布-加综合征、气道病变、
上消化道病变和阻塞性黄疸
的影像诊断与介入治疗中有
多项技术创新和专利发明。

线索提供 曹咏 周厚亮

“中原学者”韩新巍
荣获省创新争先奖奖章

美国胎儿医学大腕
受聘为郑大三附院客座教授

□记者 李晓敏
6月12日，记者从省胸科

医院获悉，即日起，我省开通
全省 0~18岁先心病救治绿
色通道，所有经市、县卫生局
初筛确诊为农村 0~18岁先
心病患儿，名单一经汇总至省
胸科医院，即实施简化入院流
程、绿色通道术前诊断，获得
救助资格的患儿免交与治疗
相关的所有费用。此外，困难
家庭在住院期间，还获得医院
发放的500元餐费补贴。

治疗后，相关医疗费用经
由医保报销后由省胸科医院
合作的各基金会给予救助，使
患儿得到全免费治疗。

据了解，从2010年开始，
河南省胸科医院就与多家慈
善机构及省内有关部门联合

开展各类慈善救助活动，累计
救助了5000多例贫困家庭的
先心病患儿，并为他们申请到
5000多万元的救助款。

有数字显示，我国每年新
增先天性心脏病患儿30万例，
我省每年新增1.08万先心病
患儿。先心病患儿的治疗费
用常常成为贫困家庭求医的
最大阻碍，也是一些家庭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因素。

2016年在河南省胸科医
院接受先心病全免费救助的
患儿中，77%以上为复杂重症
先心病，病情重，费用高。在
救助过程中，该院不仅确保手
术安全，还配备了专业医务社
工，为所救助的贫困患儿的家
庭成员提供情绪疏导、心灵关
怀等服务。

我省开通0~18岁先心病救治绿色通道

困难先心患儿“修心”免费

本次种牙直播是由大河报联
合“郑州金牌口腔评榜”榜首口腔
医院主办，该口腔机构系专业的
二级医院资质，引进高精度、高舒
适度、具备3D导板辅助的IDDC

数字化种植牙，为缺牙人服务。
据悉，自IDDC数字化种牙

不断提升种牙速度，缺牙人选择
IDDC数字化种植牙热情持续高
涨。有牙友表示“种牙前一直很

怕疼，IDDC数字化种牙后，才发
现并不疼，且手术速度快，感觉就
躺在牙椅上休息了一会儿”，“感
觉IDDC数字化种植牙的过程，
就像是洗牙一样，很清爽舒适。”

“郑州金牌口腔评榜”榜首，国家二级口腔医院，正规医院更放心

缺牙人见证：IDDC实现2分1秒种好1颗牙！
父亲节献礼缺牙人，进口植体3280元/颗，即将被抢完！大河种牙专线：0371-6579 5671
核心提示丨6月10日，在大河报等媒体共同见证下，IDDC再创2分01秒种好1颗牙的新纪录，现
场缺牙观众情绪激动，纷纷竖起了大拇指，争相预约 IDDC数字化种植牙。大河种牙专线：
0371-6579 5671

种1颗牙通常要七八分钟，
IDDC数字化种植牙却创造了2
分54秒种好1颗的纪录，不仅仅
是短短几分钟的差别，更意味着
IDDC精益求精的种牙技术以及
雄厚的专家实力。也正因此，越
来越多缺牙人认准 IDDC 种植

牙。6月10日，数字化种植牙直
播现场，IDDC再次创造种牙速
度纪录，2分01秒种好1颗牙。

据悉，IDDC聘请国内外知
名种植牙专家，国外专家有美国
南加州大学Homa H.Zadeh教
授、来自伦敦的 Andrew Da-

wood教授等，国内有来自首都
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的知名专家，并引进先进的数字
化种植牙技术。2分01秒种好1
颗牙，意味着什么？平时在家倒
杯水、喝口水也得要2分钟，下楼
取个快递可能超过2分钟……

在IDDC数字化种牙直播现
场，除了阵阵掌声与赞美外，也有
几位老人对于IDDC能够在2分
01秒就种好1颗牙提出了自己的
想法。

“彭医生，咱的IDDC种牙速
度越来越快，我不懂医学，我想知

道种牙速度快对我们种牙人来
说，有什么好处？”

IDDC彭院长解释道：“从医
学角度讲，种牙手术速度越快痛
感越低，还能提高安全系数，出血
少、创口小，术后恢复更快。ID-
DC数字化种植牙，通过一系列数

字化设备扫描患者口腔数据、建
模，确定优质种植点及科学的种
植方案，再借助3D种植导板等数
字化设备，高度精准地锁定优质
种植点的种植入口及角度，植体
植入过程精准有序，速度当然更
快。”

【专注种牙】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IDDC创2分1秒种牙纪录

【患者疑问】 IDDC数字化种牙速度快 这对种牙者有啥意义？

【专业品质】 国家专业二级医院资质 “郑州金牌口腔评榜”榜首

□记者 林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