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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推出“6·18 种牙节” 仅剩今明两天！

最后机会！种植牙 100 元能当 3700 元花
大牌专家亲自种牙，牙冠 7 折优惠，种牙一次终身维护，活动过期不延，热线：
0371-65795698
核心提示|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推出“6·18 种牙节”，种植
牙 100 元能当 3700 元，活动开始 3 天，已有超过 200 颗种
植牙被预定。省内大牌种牙专家亲自种牙，一天之内就能
获得一口坚固好牙！活动仅剩今明两天，过期不延，牙缺
失患者赶紧拨打大河爱牙热线：0371-65795698 抢约！

健康

□记者 李彬

事实证明：缺牙后做种植牙
张老于 5 年前掉了一颗
牙后，选择烤瓷牙修复。刚过
一年，烤瓷牙就开始疼痛松
动，且由于烤瓷牙与真牙间不
完全密合，容易残留食物残
渣，引发口臭。换上活动假牙
后，也还是这个不能吃，那个
咬不动。5 年换两次牙，也没

大牌专家亲自种牙
想要让种植牙能用上一
辈子，除种植体的选择外，还
需要有好专家种牙。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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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大程度
上解决省内牙齿缺失群体的
问题，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

一天之内获好牙
推出“6·18 种牙节”，汇聚了
一大批省内大牌种牙专家，
亲自为患者种牙。大牌专家
所擅长的即刻种植牙，打破
了传统种牙技术的困局，从
植入“牙根”到戴牙冠，一次
性完成，当天种牙当天就能
使用！

落户郑大一附院
种植牙100元能当3700元花
仅剩今明两天
除大牌种牙专家外，在“6·18 种
牙节”上，种植牙 100 元能当 3700 元
花！种牙一次终身维护，还可以先种
牙 0 首付 0 利率分期付款。活动仅剩
今明两天，机会难得，牙缺失读者赶紧
拨打电话，抢以下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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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越长越歪？当心脊柱侧弯！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艳涛
发现自己的孩子出现“高低
肩”，不少家长会认为，这是孩子
“坐无坐相”、喜欢单肩背书包等
不良习惯引起的。但是，河南省
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郑州院区脊柱外一科主任马虎升
提醒广大家长，还有一种可能不
应忽略：孩子可能患上了脊柱侧
弯这种疾病，让原本玉树临风、亭
亭玉立的小身板越长越
“歪”。
“90%的脊柱侧弯可以通过
早期干预纠正康复，但脊柱侧弯
大都集中在 10 岁至 15 岁这个年
龄段，学业的压力让家长和孩子
都忽略了这个严重问题。”马虎升
说，脊柱侧弯的青少年脊柱曲线
生长，会严重影响孩子的骨骼发
育，个头往往低于同龄人；同时由
于外观畸形极易引起孩子产生自
卑的心理。此外，变形的脊柱压
迫自身脏器功能和脊髓神经，容
易产生心肺能力下降，心慌气短

甚至瘫痪的情况。
如何发现脊柱是否侧弯呢？
马虎升说，
家长可让孩子双臂垂直
向下，
双手在身前合十，
指尖向下，
向前弯腰，观察孩子背部是否平
衡，
如出现一高一低则提示可能出
现脊柱侧弯。不过，马虎升提醒，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发现脊柱
侧弯，
但对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
来说仍较难察觉，
因为脊柱早期改
变可能很轻微，
且不一定会产生疼
痛症状，以至于被忽略而延误治
疗。必要时需到医院进行检查。
“当出现以上现象或自己无法
确定但怀疑有疑似脊柱侧凸的现
象时，
应向有资质认证的脊柱外科
医师征询意见或到正规的医院就
诊。
”
马虎升说，
专科医生会根据情
况拍摄全脊柱X光片和MRI做出
相应诊断，
并给出治疗建议。
在预防方面，马虎升建议，首
先要纠正不良姿势，包括站姿、坐

6 月 16 日，全国首个互联
网医疗系统与应用国家工程实
验室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揭牌成立。河南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戴柏华，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胜利、程京、陈志南、黄璐琦
等相关领导出席揭牌仪式。
郑大一附院党委副书记、
互联网医疗系统与应用国家工
程实验室主任赵杰说，该实验
室落户河南，
落户郑大一附院，
不仅实现了我省医疗卫生领域
国家级科技平台“零”的突破，
还意味着我省互联网医疗健
康、医疗健康大数据等产业将
拥有自己的人才培养助力器、
科技创新驱动器、临床应用孵
化器和产业推广放大器。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药卫

生科技发展中心代涛主任说，
河南省是我国远程医疗事业
发展比较领先的省份之一，在
全国率先建立起覆盖全省的
“省-市-县-乡-村”五级联
动的远程医疗服务体系，是全
国全程医疗发展的典范。
据悉，
“十三五”国家规划
建设 8 家“互联网+”领域国家
工程实验室，该实验室是其中
之一。
目前，郑大一附院建立了
国 内 覆 盖 面 最 广、技 术 最 领
先、服务规模最大的远程医疗
网络，与省内外 400 余家县市
级医院建立了教学协作关系
和远程会诊分中心，每年远程
诊 疗 15 万 人 次 ，远 程 授 课
230 多次，先后取得了我国互
联网医疗领域多项领先的科
研成果，实现了优质医疗资源
的惠民共享。

在郑州举行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崔冰心

姿、
睡姿及学习、
看电视电脑、
背书
包的姿势等。其次，科学锻炼，除
了上好体育课、做广播操外，每天
都应坚持其他体育锻炼。如：俯
卧，两臂弯曲体前撑地，将脊柱侧
弯一侧的腿用力向上抬起，
同时异
侧手臂伸直前举，
保持 3～4 秒，
再
还原。练习3组，
每组10～15次。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李惠子
但直肠癌的便血往往呈暗红色的
脓血便，是静脉血，而且往往会觉
得大便排不干净，会有下坠的感
觉，不会有疼痛感，直肠癌的病史
相对较短，很多病人只有三个月
甚至两周的病史。
“肠道疾病经过初步治疗还
没有好转的迹象，就应迅速到肛
肠科、普外科等专科医院就诊，不
要大意，更不要拖着不去看。”李
智说，一旦怀疑是肠癌，就要做肠
镜检查，也是诊断大肠癌最直接、
最有效的途径，
“也有人说做直肠
指诊也能确认，但由于确诊需要
取出组织进行活检，指诊也许能
摸到肿块，但无法取出活检，最终
还是确诊不出是否有癌变。”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曹咏 吴静

2017 年第十四届介入放射学学术大会

发现便血，不能掉以轻心！
家住郑州的小王最近上厕所
总是便血还有点排便困难，他怀
疑自己是得了痔疮。到了医院，
医生建议小王做肠镜检查，并告
诉他便血不能掉以轻心。小王心
里不禁嘀咕，不就是痔疮吗，干吗
还要做肠镜？
河南省肿瘤医院普外科副主
任李智主任医师说，痔疮通常情
况下都有一个较长的、缓慢的病
史，而且痔疮的大便带血 90%都
是鲜红色的血，就像我们手碰破
了一样出的血，出的是动脉血；另
外在大便时会感到非常疼痛，甚
至无法站立或影响走路，这都是
痔疮特有的症状。直肠癌和痔疮
类似的症状是直肠癌也会便血，

讯

互联网医疗系统与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健康还省钱

能真正告别缺牙痛苦的张老
最终决定种牙！唯美口腔种
牙专家介绍，相较于烤瓷牙和
活动牙修复，种植牙不仅能达
到和真牙一样的咀嚼效果，而
且可以种牙一次使用终身。
从长远角度来看，不仅更健康
而且还更省钱！

资

很多患者提到肠镜会有莫名
的恐惧感，所谓的“想到就疼”。
李智说，现在的无痛肠镜不仅会
改变这一认知，甚至是在“不知
情”
的情况下就能完成检查。
直肠癌常常被称作“富癌”。
李智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
注意均衡饮食，合理膳食，做到饮
食“有粗有细”，多吃青菜和含纤
维素较高的食物，这是由于蔬菜
中的纤维素在肠道中发酵产生短
链脂肪酸，促进细胞分化，可预防
肠癌的发生。
最后，
李智提醒，
年龄超过 40
岁，需要两年做一次肠镜，更不要
说有便血、大便习惯改变等症状
时，
就更应该做肠镜检查。

6 月 15 日-18 日，由中华
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
会、中华放射学分会介入放射
专业委员会主办，河南省医学
会、河南省人民医院等机构承
办的 2017 年第十四届介入放
射学学术大会，在郑州如期举
行。
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英
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介入放射学领域的专家、学者
5000 余人参会。来自中国医
科大附属一院的徐克教授、北
京协和医院的金征宇教授、解
放军火箭军总医院的姜卫剑
教授等专家，就“肝癌介入靶
向治疗与治疗响应检测研究

新进展”
“ 介入治疗与人工智
能 ”等 最 新 技 术 ，和 与 会 的
5000 多名中外专家、学者进
行了分享。
在本届大会上，还对推动
介入医学国际化进程，为促进
中国介入事业发展做出杰出
贡献的专家们进行了表彰。
分 别 颁 发 了 CSIR 荣 誉 会 员
奖、海外华人介入医师杰出贡
献奖、林贵-刘子江优秀青年
介入医师研究奖。据了解，本
届大会共设立分会场 20 个，
论 坛 板 块 146 个 、专 题 讲 座
614 个，涵盖了神经、外周血
管、肿瘤、综合及护理等多个
领域。是我国介入放射专业
领 域 学 术 水 平 最 高、规 模 最
大，与国际水平同步，并最具
国内外影响力的学术盛宴。

省、市幽门螺杆菌与医学微生态院士工作站

落户郑大五附院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王凯
6 月 17 日，诺贝尔医学奖
获得者巴里·马歇尔教授第四
次来到河南，此行是参加河南
省 2017 幽门螺杆菌微生态与
消化疾病论坛，
并为河南省、
郑
州市幽门螺杆菌与医学微生态
院士工作站揭牌。此工作站成
立后，
巴里·马歇尔将会每年来
一两次，
现场指导工作。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院长郑鹏远介绍，该工作站的
主 要 工 作 有 两 块 ，一 是 和 巴
里·马 歇 尔 一 起 联 合 培 养 博
士；二是开通远程医疗功能，
为疑难的幽门螺旋杆菌提供

国际会诊。
“我们将建设成一个国际
领先的幽门螺杆菌科研平台，
这对提升医院在河南省消化疾
病领域的科研水平，提高我省
幽门螺杆菌的临床防治能力，
降低我省乃至全国的胃癌发病
率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具有
良好的社会效益。
”
郑鹏远说。
此外，当天的会议上，河
南省预防医学会微生态专业
学会还进行了改选工作，郑大
五附院康复医院副院长汤有
才教授，消化科专家于泳当选
为第六届河南省预防医学会
微生态专业学会副主任委员，
郑大五附院消化内科专家夏
兴洲主任等当选为常务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