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Ⅰ·142017年6月16日 责编刘静 美编冯帅 邮箱 ttjkdh@126.com天天健康

1.国内外专家亲诊，免亲诊费；
2.植体种2颗送1颗；
3.年龄当钱花；
4.享受终身质保。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李燕

58岁的李女士被查出肺癌
晚期。不吸烟不喝酒，定期锻炼
身体，却仍然患上了肺癌。

经了解，李女士家住在一
楼，是那种窗户小通风不好的老
房子。家里地面铺的是水泥地，
且已经有裂缝，厨房正对卧室。
查出肺癌后，她请人用仪器检测
室内空气，发现氡气严重超标，
可能这就是患肺癌的原因。

很多人都知道吸烟会导致
肺癌，但是很少人知道氡气是导
致肺癌的第二杀手！

什么是氡气？据河南省肿
瘤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副主
任高启龙介绍，氡是由自然界中
镭等放射性元素衰变后产生的
放射性物质。无色无味，比重是

空气的7.5倍，所以居住在地下
室或是地上一层，吸入氡气的概
率要比高层的人们相对来说更
多一点。

氡气最大的来源是受到污
染的混凝土、水泥、大理石、花岗
岩。在室外空气中，氡气被稀释
到很低的浓度，几乎对人体不构
成威胁。但如果将有问题的大
理石、花岗岩装饰在房内，氡就
会在室内大量积聚。氡气对人
体的危害有体内辐射和体外辐
射。体内辐射会伤害人体的呼
吸道特别是肺部，甚至致癌。体
外辐射能扰乱和破坏细胞组织
的结构，导致生育力降低，女性
流产，遗传性死亡和先天畸形
等。

如果已经使用了大理石、花
岗石怎么办？高启龙建议：第

一，多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
通。第二，适当地养一些绿色植
物，例如常青藤、吊兰、仙人球、
芦荟等。第三，必要的时候，也
可以使用空气净化器，帮助洁净
室内空气。

此外，天然气燃烧之后也会

产生氡气。高启龙就此提醒，厨
房用天然气做饭后要注意通风，
尤其好多家庭卧室正对着厨房，
厨房里天然气燃烧后产生的氡
气会进入卧室，造成卧室内空气
污染，从而引发肺癌。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朱浩歌

3年前，年轻姑娘赵某无明
显诱因出现间断性头痛，经常靠
口服止痛药来缓解头痛，查头颅

MRI 提示左侧颞极蛛网膜囊
肿。由于种种原因，她未予诊
治，近半月来头痛明显加重，带
来很多生活上的烦恼，遂求诊河
南省中医院。

“患者再次复查头颅MRI，
发现蛛网膜囊肿增大了不少。”
河南省中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郑
慧军介绍说，蛛网膜囊肿是一种
良性脑囊肿病变，囊内充满脑脊
液，以前也称之为“水瘤”。囊肿
常位于脑表面、脑裂及脑池部，
不累及脑实质。多为单发，少数
多发。该病多无症状，体积大者
可同时压迫脑组织及颅骨，可产
生神经症状及颅骨发育改变。

“打个形象比喻，脑子正常

的部位多了一泡水，而这一泡水
正好对周围的脑结构施加了影
响，导致眩晕、头痛、癫痫发作
等，甚至产生神经功能缺损表
现。”郑慧军说，手术是治疗蛛网
膜囊肿最有效的方法。传统的
蛛网膜囊肿是行“蛛网膜囊肿-
腹腔分流术”，手术有效率高，但
创伤大，并发症多，需终身携带
分流管，给患者带来很多不便。

而显微镜下微创手术切除
囊肿壁，打开囊肿与脑池沟通，
同时采用颞肌放入囊腔，使脑脊
液可以顺肌瓣至颞肌吸收，彻底
消除了囊肿对周围脑组织的影
响，就等于把这泡水给消灭了。
这是目前采用较理想的手术方

法，创伤小，效果好，恢复快。
发现蛛网膜囊肿怎么办？

郑慧军建议：
1.对于稳定型囊肿，若患者

无颅高压、脑受压情况，可给予
观察或对症治疗；

2.对于进展增大型囊肿，若
患者最终多合并颅高压、脑受压
等表现，应积极手术治疗；

3.对于囊肿伴癫痫，尤其是
运动皮层区囊肿，即使颅内压不
高，也应考虑手术；

4.对于婴幼儿囊肿，因脑组
织处于生长发育期，若囊肿大于
3cm，就算颅内压不高，也应积
极考虑手术治疗，减少脑发育受
限或并发癫痫等病症的风险。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李金隆

放屁多的现象在婴儿期极
为常见。刚出生十几天的宝宝，
一直母乳喂养，他们放屁时有时
会带出一点便便，肚子里面还经
常咕噜咕噜响。大多数情况下，
宝宝放屁多是正常的，有时却暗
藏着宝宝的一些疾病。

“婴儿时期的宝宝如果屁
多，家长首先要检查喂奶方式是
否正确，可先减少喂奶量，将奶
冲稀。”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科
主任马占敏说，家长还可以在宝
宝吃完奶后，将宝宝直立抱起，
用空心掌轻轻拍其背部，让宝宝
打嗝排气，这样宝宝会舒服很
多。观察喂奶方式改变后宝宝
是否还继续多屁，如果判断是肠
胃问题，要及时医治。

两三岁的宝宝经常会尝试
一些自己以前没吃过的东西，并
且吃的东西种类也多。所以，如
果宝宝放屁了，要尽量回想一下
他几小时前吃了什么，很可能跟
他吃过的东西有关。

马占敏说，如果宝宝放屁特
别多，也可能表示他有某种问题
需要注意。例如，要是宝宝的屁
特别臭，且大便反常，就应该警
惕是不是肠胃出现问题了，要及
时去医院检查。

“健康人每天都要有不等次
数的放屁现象，其频率一般为
6～20个/天。”马占敏说，肠道
里细菌分解残留食物后产生的
废气通过放屁排出体外，对人体
是有好处的。但如果出现以上
几种异常情况，家长就一定要格
外留意宝宝的健康状况了。

德国种植牙专家团携手河南名医 献礼父亲节！
“即拔·即种·即用”，拨打大河植牙专线：0371-65796135预约省种植名医有惊喜
核心提示丨在中原地区，种植牙凭借它独有的优势已被人们广泛认可，
植牙技术也日益先进，良莠不齐的各医院口腔科、门诊部等如雨后春笋
般“拔地而起”，如何选择规范、合适的种牙机构成为令中老年朋友头疼
的“难题”，河南省种植牙专家吴豪阳教授提醒：口腔内种牙不简单，选择
种植牙机构一看专家，二看技术，三看性价比，认准好品质，才能减少后
顾之忧！

父亲节，德贝植牙汇聚国内外种植牙名医 齐献好礼！
76岁的老郑州人陈老先生，年

轻时威武潇洒，可自退休后，牙齿接
二连三掉落，十几年来，牙齿掉了
补，补了掉，活动假牙没少换，眼见
脸庞逐渐凹陷，精神状态大不如前，
吃东西只喊牙花子疼，儿女看在眼
里，疼在心里。一家子考虑过种牙，
又担心父亲年纪大了，受不了普通种

牙的痛苦。咨询多个种牙机构，医生
对种牙方案含糊不清，拖延至今。

德贝植牙在临床医疗规程、消毒
灭菌制度、医疗监管等方面严格遵循
国际标准规范化行医。父亲节来临
之际，汇聚德国种植牙专家及河南名
医，在植牙领域创新高，“即拔即种即
用”，承诺客户当天用好牙，享终身质保！

ZannarOssi博士、郑大一附院
吴豪阳教授详细检查，发现陈老先
生缺牙分布多处，牙槽骨条件差，还
有2颗残根。专家当即采用“即种即
用”，拔除两颗残根，植入6颗植体，
特定种植体间隙植入骨粉，搭桥做
连冠修复，整个过程耗时43分钟。
回忆种牙过程，陈老先生用“轻松”
二字形容。

“即刻种·即刻用”“All-on-4/
6”采用新一代精密微创种植技术，
通过人工智能计算避开密集牙神

经，严格控制伤口面积，把握种植角
度、深度、吻合度，精确定位、精准植
入。根据牙槽骨骨质密度、高度、宽
度精确定位，将种植体精准嵌入牙
槽骨，做到出血少、恢复快，种植过
程几乎无疼痛。

“即刻种·即刻用”“All-on-4/6” 43分钟种好牙

□记者 李晓敏

德
贝
﹃
即
刻
种·
即
刻
用
﹄
种
植
专
家

吴豪阳 教授 主任医师
德贝植牙专家组成员

“即刻种·即刻用”种植专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种植科主任
河南省口腔医学会种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河南省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

刘兴国 教授 主任医师
德贝植牙专家组成员

“即刻种·即刻用”种植专家
河南省口腔医学会种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人民医院口腔种植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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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会锋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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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时顺 主任
口腔种植修复医师

“即刻种·即刻用”种植专家
《医学美学美容》杂志特邀口腔美容顾问
郑州隐适美、时代天使无托槽隐形矫正认证医生

头痛千日，原来脑袋里多了一泡水！

家里竟有致癌气体！

快来看看你家有没有？

宝宝“屁”多
爸妈需留心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曹能力

日前，郑州市骨科医院手外
显微外科二病区主任刘建惠和
他的团队，完成一例旋股外侧动
脉降支嵌合——显微修薄穿支
皮瓣修复足部大面积皮肤软组
织缺损骨外露创面手术，目前患
者皮瓣成活良好。据介绍，该手
术填补了我省一项技术空白。

患者王女士近日发生意外
导致双下肢多发骨折、脱位，软
组织损伤。尤其是右足严重骨
折、脱位，皮肤、肌肉大量缺损坏
死。虽多次手术，但仍有大量组
织坏死，骨骼及肌腱外露。如果
采用传统手术方式，不仅对大腿
损伤大，而且术后皮瓣坏死概率
高。刘建惠和其他专家反复讨
论，决定实施穿支皮瓣技术切取
旋股外侧动脉降支嵌合——显
微修薄穿支皮瓣修复创面，肌瓣
填充覆盖窦道腔隙和外露骨质。

刘建惠说，穿支皮瓣较传统
皮瓣手术的优势明显：皮瓣成活
率高；外形更美观；术后伤口可
直接缝合，避免植皮引起的二次
伤害；还可同时重建感觉及运动
功能。由于对术者的显微外科
技术要求较高，且技术复杂。目
前国内完全开展该技术的单位
并不多。

一例手术填补
我省一项技术空白

育儿贴士

父亲节种牙特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