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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牙作为牙科中“塔尖”
科技，对种植专家的经验和技术
要求非常高。在这方面，唯美口
腔有天然优势，专家种牙团精湛
的种牙技术及丰富的种植经验
一直深受追捧。现在到唯美口
腔种牙，不仅可享受到全省超强
的种牙技术，种牙0首付0利率
分期付款，还享以下优惠：

1.韩国种植牙 100 元能当
3700元花；

2.德国种植牙 200 元能当
5500元花；

3.免费口腔检查、拍片，牙
冠7折！

□ 记者 李彬 通讯员 华小亚

怀孕腹泻可以吃药吗？吃
完韭菜胎动很厉害，孕期有哪些
食物不能吃？怀孕六周总是头
疼，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孕期
40周，准妈妈孕育宝宝幸福又
辛苦的同时，总会遇上不少问

题，到底该怎么办呢？
如果您有孕育问题，别错过

本周大河报健康微信公众号“大
河微医”的在线问诊活动。今天
（6月16日）下午5点至6点，郑
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省妇幼）
产科一病区主任李根霞，将做客
大河微医“名医在线”，为孕妈妈

答疑解惑。李根霞主任从事妇
产科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10
余年，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
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妇产科常见
病、多发病、各种疑难病和急危
重病的诊治，尤其擅长产前诊
断、遗传咨询、胎儿医学以及孕
期合并症、并发症、难产的处理。

参与方式：扫码关注“大河
微医”，现在至下午6点前，都可
以 给 大 河
微 医 留 言
提问，届时
专 家 会 对
您 的 问 题
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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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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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郑州丰益肛肠医院是
医保、新农合定点医院，患者
来诊时请携带相关证件。医
院地址：嵩山路与陇海路交叉
口向北100米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高雯静

一名21岁小伙体重119公
斤，长期严重超标。今年1月，
一次弯腰动作后腰部不适症状
加重，不得不卧床休息四个多
月，最终被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
并建议手术。

郑大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神
经外科主任闵有会说，腰椎间盘
突出的致病因素较多，主要分为
基本因素和诱发因素。前者主
要有腰椎间盘的退行性改变、长
期反复的外力造成轻微损害
等。诱发因素则是腹压增加、长
期不正确用腰、突然负重、妊娠、
受寒和受潮等。针对腰椎间盘
突出患者来说，忍一忍并不能使
病患自愈，如果不注意治疗、预
防的话极有可能出现症状加重，
甚至导致腰部神经受到压迫，严
重到非手术治疗不能缓解。

闵有会提醒，生活中如果发
现自己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应及
时到医院就医，避免症状加重。

父亲节撞上6·18，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推出“6·18种牙节”

仅五天！种植牙100元能当3700元花
全省超强种植牙专家团亲自种牙，牙冠7折优惠，时间有限，过期不延，大河爱牙热线：0371-65795698

核心提示丨父亲节撞上6·18，本报联合唯美口腔推出6·18
种牙节，即日起至20日，种植牙100元能当3700元花，术前
免费检查，牙冠7折优惠，全省超强种植牙专家团亲自种牙，
种牙一次可享终身维护！仅此5天，过期不延，牙缺失患者赶
紧拨打电话0371-65795698抢约！

父亲节撞上6·18，孝心礼
选啥最好？记者来到唯美口
腔，发现带父母来种牙的子女
比往常增了数倍！他们表示，
父母辛苦一辈子，到安享晚年

的时候，生活却被缺牙打乱，说
话漏风，吐字不清，很多美味只
能看不能吃，让他们这些当子
女的看着心里实在难受。趁着
父亲节，给父母种上一口好牙，

让他们想吃啥就吃啥，比啥都
强！尤其是今年6·18撞上父
亲节，本报联合唯美口腔推出

“6·18种牙节”，种植牙100元
可当3700元花，实在太超值！

虽然近年来种植牙日渐普
及，可还是有不少对种植牙不
够了解的老人，因为怕疼怕受
罪，宁肯将就着用活动假牙也
不敢种牙。

其实，唯美口腔的种牙专
家团早已在以往上万例疑难病
例的基础上，独创出细分种植
牙标准。针对怕疼的老人，专
家团将采用微创即刻种植技

术，它具有“快、准、微、稳”的特
点，只需在牙龈上切开3~4毫
米微孔，便可在几分钟内种好
一颗牙，且能达到长久使用的
效果！

6·18种牙节撞上父亲节 种植牙成热门孝心礼

科学方法轻松种牙 一劳永逸享口福

□记者 李彬

全省超强种牙专家团
100元能当3700元花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肖婧菁

“小崔，听说你抑郁了。”当
年春晚宋丹丹的一句小品对话，
让“抑郁”这个词随着春晚传遍
大江南北。然而，全社会仍然欠
缺对心理健康的正确认识。目
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将中医
心理学确定为中医学的重点学
科。为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
势，促进临床心理科室建设，
2017年6月15日，由世界中医
药联合会主导，河南省直第三人
民医院和中国中医科学广安门
医院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心理
睡眠科室联合体落户河南省直
第三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据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院长曹晓强介绍，中医科学院广
安门医院心理与睡眠科是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定点的全国中医
心理科示范科室，拥有中医心理
学学科带头人汪卫东教授等一
批专家及成熟有效的技术与方
法。河南省直三院引进中国中
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理与睡
眠科优质专家学术资源、先进的
管理经验，联手共建心理科室联
合体，把联合体打造成为人才培
养基地、学员实习基地、学科科
研基地、科室建设管理示范基
地。

河南省直三院与中国中医
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还专门成立
了京豫心理专科战略合作联盟，
目的就是为了打造出中原以临
床睡眠障碍为主的中西医结合
诊断、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
重点特色专科联合体。

此外，河南省中医心理师培
训基地也落户河南省直三院。
该院将不定期开展中医心理师
培训班，课程注重传授实用中医
心理临床技术，培养中医心理临
床实战人才。

□记者 林辉

夏天烈日炎炎，紫外线扑面
而来。爱美人士纷纷开启防晒
模式，防晒霜、防晒衣、遮阳伞粉
墨登场！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白内障一病区主任王骞提醒，在
阻止皮肤变黑的时候，还要当心
惹上难缠的白内障。

据王骞介绍，眼睛是对紫外
线最为敏感的部位。波长为
230毫微米的紫外线可全部为
角膜上皮吸收，波长为280毫微
米的紫外线对角膜损伤力最

大。波长为290～400毫微米的
近紫外线能对晶状体造成损伤，
是白内障的致病因素之一。此
外，暴露于过量紫外线下除了容
易导致白内障以外还能引发多
种疾病，如皮肤黑色素瘤、基底
细胞癌、慢性日光损伤、日光灼
伤、皮质性白内障、角膜及结膜
肿瘤等。

“在白内障门诊中经常有来
自高原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发病
年龄普遍低于平原地区。且大
部分患者未能注意户外强烈紫
外线照射下对眼睛的防护。”王

骞强调，需要注意的是，在紫外
线强烈的地区做较长时间户外
旅游，一定要注意避免紫外线照
射，预防眼部疾病的发生。

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并非
一朝一夕，而是日积月累形成。
王骞提醒，在户外强烈的阳光下
一定注意戴帽子、太阳镜或者偏
光镜，避免紫外线照射，同时服
用适当的维生素及矿物质，常吃
水果、蔬菜，以降低白内障等眼
病的发病率。

线索提供 朱俊英 陈燕

夏日，莫让紫外线“伤眼”

妇产专家在线解答 孕育那些事儿

把大肠癌当痔疮，这事咋一直有？
有便血、肛门疼痛、便秘等高危症状，
赶紧拨打0371-65795660，报名参加大河肛肠病免费检查公益活动
核心提示丨“健康郑州”是省市卫生行政部门从2011年开始的一项惠民工程，其中大肠癌筛
查作为重点项目，已累计为全市十多万市民进行了免费检查。然而数据统计显示，临床上还
是有八成以上患者把大肠癌当痔疮来治。

40岁的康某在郑州打工，
去年11月，他开始经常便血，
最初出血量很少，以为是痔疮，
没有当回事。今年3月，他的大
便次数明显增多，且时间变长，
最多一天要上十多次厕所。

今年6月2日，随着出血
越来越多，康某终于熬不住
了，报名参加了大河报联合郑
州丰益肛肠医院的肛肠病免
费检查活动。医生检查发现
他的直肠上居然长了一个约
8cm的肿瘤，占据了直肠三分
之二的空间。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刘佃温
教授强调，便血、便秘、腹泻、肛
门肿物突出、肛门疼痛或瘙痒
都是大肠肿瘤的早期症状，很
多患者常因症状时有时无，不
影响工作及生活，置之不理，造
成恶变，贻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据了解，郑州丰益肛肠医

院的超导电子肛肠镜，采用医
用视频高清探头及摄像技术，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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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双方均可看到病情发
展情况，减少了误诊和漏诊。
检查仅需三五分钟，没有痛苦
和不适。

中医有“夏天治痔疮，一天
顶三天”的说法，刘佃温教授介
绍，因为夏季人体新陈代谢加
快，血液循环通畅，药物更容易
吸收，有利于药效的发挥以及

手术创口的愈合。这个季节人
们衣着单薄，手术创口部位通
风良好、不易受摩擦，便于术后
护理，因此，夏季是治疗痔疮等
肛肠病的黄金期。

便血大半年，
一查竟是直肠癌

□记者 魏浩

拨打健康热线 申请肛肠病免费检查

夏季治痔疮，一天顶三天

专家
推荐

全国首个
心理科室联合体
落户郑州

体重119公斤
小伙腰椎间盘突出

大咖微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