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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微问诊

据悉，成立 IDDC的口
腔机构，具备24年历史，覆
盖50座城市、全国200家连
锁，并引进高精度、高舒适
度、具备3D导板辅助的数字
化种植牙，为缺牙人服务。

据悉，IDDC聘请国内外
知名种植牙专家，国外部分
包 含 美 国 南 加 州 大 学
Homa H.Zadeh教授、来自
伦敦的 Andrew Dawood
教授等，国内包含来自首都
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口腔医
学院等知名专家。

□记者 李彬 林辉
通讯员 廉万营

让儿子高大威猛、玉树临
风，让女儿身材姣好、亭亭玉立
是每位家长的心愿。可影响儿
童身高的因素有很多，父母身
材高大，孩子未必一定是高个
子；父母身材不高，孩子也可以
长高。了解儿童生长发育的规
律，通过适当的干预，可以帮助
孩子健康成长。

本周六（7月1日）上午，河
南省中医院将举办“关注儿童
身高，促进健康成长”公益健康
讲座，由从事儿科工作30年、河
南省中医院儿科主任董志巧主
任医师主讲，为大家分享1.儿童
生长发育规律；2.影响生长发育
的因素；3.骨骼是怎样生长的；
4.儿童矮身材的病因；5.儿童身
高监测及生长发育的促进措施；
6.养成7个好习惯。

想听现场讲座的朋友，请
扫码关注大河微医，回复：“长
高 姓名 联系方式”，成功报名
的朋友，会收到讲座具体的时
间、地点哦！

核心提示| 老工程师缺牙多年，在IDDC，他如何找回一口好牙？
IDDC种牙专线：0371-5599 3333

“没有想到牙掉了，竟然这
么害人！”张老是刚刚退休3年
的工程师，由于忽视对口腔健
康的保健，早在退休前2年，张
老的牙齿就开始松动，而后竟
然慢慢脱落了6颗。

尽管知道种植牙几乎媲美真
牙，由于从事机械类工作，张老本
身对于种植牙还是有抵触情绪的，

“年轻工作时候我可见过电钻头钻
墙，太吓人了！想起来要把牙钻钻
入牙龈，我就害怕！”

近乎半口没有牙的张老，
没有办法吃饭，只能顿顿喝稀
饭，半年下来，瘦了十几斤，还
患上了低血糖、高血压等老年
病，痛苦的张老这才下定决心
给自己种口牙。

由于身边很多朋友都通过
IDDC数字化种植牙帮助自己找
回“好牙”，张老也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来到了IDDC。接诊的是彭
布强院长，经过口腔检测，IDDC
彭院长为张老设计了连冠搭桥
的半口种植方案。张老起初很

害怕，问了“种植牙会疼吗？”
彭院长用电脑回放了ID-

DC数字化种植牙直播视频给
张老看，听到许多牙友分享的
在IDDC种牙的感受，张老这才
彻底放下心来。手术过程中，
IDDC彭院长借助导板，精准控

制种植体植入位置、深度、角度，
快速完成种植体植入，并当场为
张老戴上了牙冠。

从手术室出来时，张老激
动极了。“感谢IDDC，整个种牙
过程非常轻松舒适，我很满
意。”

“老工程师”遭遇缺牙困扰 吃不了饭，还体弱多病

精准、快速完成半口种牙 当天戴冠、当天“长新牙”

□记者 林辉

24年50城
200家连锁
融合国内外
先进种植技术

□记者 李彬 魏浩
通讯员 王晓

怀孕6个月肚子经常会变
硬，怎么回事呢？孕晚期会有果
冻状分泌物？怀孕8个月长了
30多斤，可检查医生说宝宝偏
小，怎样才能长胎不长肉？还在
被孕期种种问题折磨得体无完
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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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专家消除你所有的不
安吧！

今天（6月30日）下午4点
至5点，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产
科主任程丽珍主任医师，将做客
大河微医“名医在线”，为孕妈妈
答疑解惑。程丽珍主任从事妇
产科临床工作近30年，对危重
孕产妇的抢救有丰富的临床经
验和较深的造诣，抢救了无数产
科疑难急危重病例，特别对凶险
性前置胎盘、妊娠合并重症肝
炎、妊娠期急性脂肪肝、严重产
科出血等疾病有较深的独特的
经验。

参与方式：扫码关注“大河
微医”，现在至下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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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
资深产科主任
在线问诊！

周六上午,
听讲座学习
咋让孩子长高□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高雯静

近来我省气温一路飙升，
专家提醒谨防热射病。该病
虽不常见，但后果严重。郑大
附属郑州中心医院急诊与重
症医学部主任王宝玉介绍，热
射病实际上就是中暑，是中暑
中最严重的类型。

“长时间大量出汗会造成
人体脱水，脱水后血液黏稠度

上升，血液循环不畅，机体供
氧不足，可能会导致休克，严
重时甚至会导致死亡。”王宝
玉说，发生热射病的患者会出
现局部肌肉痉挛、高热、无汗、
口干、昏迷、血压升高、咳嗽、
呼吸困难，甚至呼吸衰竭等现
象，如得不到及时妥善的救
治，死亡率高达40%至50%。

盛夏时节应尽量避免长
时间在烈日下或温度较高的

环境中活动、滞留。王宝玉
说，外出时，最好穿浅色、宽松
的衣服，戴宽边帽或打遮阳
伞。尤其是高龄老人、孕产
妇、婴幼儿、有慢性疾病的人
员，在高温天气尽可能减少外
出，如有不适，及时就医。

王宝玉提醒说，一旦出现
中暑症状，首先要迅速从高温
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
并喝一些含盐分的清凉饮料，

如淡盐水、绿豆汤等；可在太
阳穴涂抹清凉油、风油精，或
服用仁丹、十滴水、藿香正气
水等；如果体温升高，可用凉
湿毛巾或冰袋冷敷头部、腋下
及大腿根部，或用30%酒精擦
浴直至皮肤发红；如果出现重
症中暑症状，要立即拨打急救
电话，及时将病人送到医院进
行救治。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艳涛

手麻症状，很多人都会
遇到，如趴着睡觉或者枕着
手臂睡觉，都可能导致手麻，
休息下就好了。但是如果你
同时还经常敲键盘或玩手
机，或是从事和手部反复活
动有关的职业，那么，就要警
惕可能患上了腕管综合征。

腕管综合征，是指由于
多种原因导致的腕管压力增
高，压迫正中神经后引起腕
部以下正中神经分布区域感
觉和运动功能障碍的一系列
症候群，是周围神经卡压综
合征中最为常见的一种。

河 南 省 洛 阳 正 骨 医 院
（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
手外显微骨科主任赵治伟解
释说，腕管综合征实际是手
腕过度使用、受凉等造成神
经血管肌腱被压迫，主要是

“正中神经”被压迫到了，导
致手可支配的区域出现麻
木、肿胀、疼痛，主要是掌内
外两侧疼痛，指头麻木，严重
的出现肌肉萎缩。疼痛感会
蔓延到手关节上方。

据赵治伟介绍，腕管综
合征常见于以下几类人：是
和手部反复活动有关的职
业；需要使用手承受较高压
力的日常工作，或手必须处

于持久的不适位置；手抓握
产生振动的工具；频繁地在
腕及掌基部形成压力，如肉
类加工、食品包装、泥瓦匠、
木 工、牙 科 医 生、打 字、绘
画、纺织等；还有许多家庭妇
女长期用手搓洗衣服等也可
成为诱发因素。

赵治伟说，随着电脑、智
能手机的普及出现的“鼠标
手”、“键盘腕”，也是属于腕
部正中神经的损害；还有一
些疾病或状况下易发腕管综
合征，如更年期妇女、妊娠或
过早停经、糖尿病、肢端肥
大、淀粉样变性、类风湿关节
炎、甲旁亢、甲减黏液水肿、

结缔组织疾病等。
“早期轻度的患者一般

会接受保守治疗，包括物理
治疗、服用一些营养神经药
物，石膏固定或者超声波治
疗等。” 赵治伟说，比较严
重的患者，在医生的建议下，
有可能就要采取手术治疗，
包括各种切开手术、小切口
减压及内窥镜手术等。手术
目的是松解正中神经，切开
松解减压最好在止血带下进
行，可减少或避免造成一束
甚至几束正中神经损伤。对
于已经严重到出现肌肉萎
缩，即使进行手术治疗，也只
能部分恢复肌肉功能。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陈倩

近些年，儿童肥胖发生率
正在逐渐增加。虽然传统上
有孩子养得越胖越好的观念，
但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
分泌科主任王志宏看来，儿童
肥胖会带来很多危害。

专家称，儿童肥胖除了潜
藏着生长迟缓、高血压、高血
脂、糖尿病和动脉粥样硬化的
隐患。部分儿童还会因肥胖
导致性发育障碍：男孩出现隐

睾，乳房发育等性器官和性征
发育障碍；女孩则出现性早熟
或月经异常。对于儿童肥胖
症的病因，不仅有遗传因素和
饮食因素，部分家长还应考虑
心理因素和服用某些药物的
原因。

根据小儿生长发育的特
点，小儿有两个时期容易发生
肥胖：一是婴儿期，另一个时
期是 5～10 岁这一阶段。不
仅如此，在这两个时期都迅速
肥胖的儿童，日后若营养过

剩，使脂肪细胞体积增大，都
有可能呈现肥胖。

针对儿童肥胖症的预防
和治疗，王志宏说，防止儿童
肥胖，首先要从幼儿做起，从
出生后做起，要早期预防，在
孩子出现体重超重时就进行
早期干预。“家长应注意避免
儿童过度饮食，建立正常饮
食制度。需要给家长强调的
是，喂养过度对小儿是有害
的。”王志宏说，此外还应加
强 体 育 锻 炼 ，增 加 体 力 活

动。当小儿存在严重超重或
有某些肥胖并发症时则应该
求助于儿科或内分泌科的专
业医师给予相应的治疗，切
不可随便买些减肥药吃，否
则将会延误病情，无异于雪
上加霜。“当然，年轻的父母们
也应该以身作则，有意识地为
孩子们树立一个规矩进食的
好榜样，而绝不能督促孩子快
吃多吃。”王志宏说。

睡觉手麻？
有可能是腕管综合征

天气炎热，谨防热射病

家有小胖墩，该喜还是忧？

IDDC种牙受热捧！引领舒适种牙新潮流！
进口种植牙包干价3980元/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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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种牙专线：0371-6579 56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