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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大河报联合知名口腔机构祝贺种植牙新品上市，原价4980元/颗的种植牙，种一
颗送一颗，算下来每颗才2490元！15天限量100颗，活动刚刚开始三天就已经被预定几
十颗。机会难得，抢到就是赚到，还有大牌专家亲自为您种牙，牙缺失读者抓紧时间拨打电
话：0371-65795698抢定！

“我运气真不赖！抢到了
这批新品种植牙。”近日，大河
报联合知名口腔机构庆祝种植
牙新品上市，推出新品种植牙
特惠价，55岁的许阿姨成功抢

种8颗。
据许阿姨介绍，她早就想

找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大牌
种牙专家给自己种牙，就是担
心费用太高。“有了这个活动，

每颗种植牙划下来才2490元，
省下一大笔钱！”除价格外，专
家技术也令她格外惊喜，“种牙
的时候几乎没感觉到疼，种完
的当天就正常吃饭了！”

许阿姨成功种牙的秘诀
有哪些？据专家介绍，这离不
开大河报从知名口腔机构邀
请来的大牌种牙专家，在术前
根据许阿姨的牙齿、年龄、身
体等情况及具体需求进行精

密的方案设计，还离不开先进
设备的辅助。传统种植在盲
视情况下操作，医师需凭经验
植入种植体，误差较大，容易
造成日常饮食过程中，种植牙
不稳，用不上力。但现在，在

省内知名口腔机构有全系统
一体数字化设备，能让种植牙
全程高清直视，并将误差控制
在 2 微米以内（比头发丝还
细），确保植入更精准，种植牙
更稳固、耐用！

种植牙新品上市 每颗仅需2490元

术前精密设计 数字化设备更精准

□记者 李彬

□记者 李彬 林辉
通讯员 卢亚敏

由于夏季阳气旺盛，人体阳
气也达到四季高峰，尤其是三伏
天，肌肤腠理开泄，选取穴位敷
贴，药物最容易由皮肤渗入穴位
经络，能通过经络气血直达病
处，所以在夏季治疗冬病，往往
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今年的三伏贴贴敷时间将
从7月2日开始。三伏贴有哪些
作用？三伏贴贴在哪儿？哪些
人不能贴三伏贴？三伏贴期间
有忌口吗？贴完三伏贴注意
啥？贴三伏贴后起水泡怎么
办？……如果您对三伏贴有种
种疑问，今天下午可以到郑州人
民医院听听由郑州人民医院中
医科主任中医师张士金带来的
《冬病夏治三伏贴》现场讲座
吧。届时，现场参与抢答，还有
机会获得免一次三伏贴费用。
时间：6月30日下午4点。
地点：郑州人民医院门诊7楼会
议室。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陈玉
博

6月 29日上午，在河南省
肿瘤医院内，“双域计划”精准
诊疗项目正式启动，会上，省肿
瘤医院河南省10家县级医疗机
构的代表签约。

“双域计划”是由河南省
卫生计生委发起，由河南省肿
瘤医院联合部分县级医疗机
构开展的肿瘤精准医疗适宜
技术推广项目。“双域计划”以
提高基层肿瘤诊疗能力为重
点，以“资源下沉、上下联动”
为手段，通过与县级医院建立

医联体战略合作关系，将省级
的优势技术，特别是将基因检
测和精准治疗方面的技术应
用到县域临床肿瘤科室，协助
培训基层医生病理和临床规
范化诊疗，基层医院将耐药复
发患者转向省肿瘤医院，逐步
拓展“医联体”模式的肿瘤诊
疗覆盖模式，最终形成“基层
首诊、规范诊疗、双向转诊”科
学合理的就医秩序。

根据“双域计划”安排，河
南省肿瘤医院从全省筛选出达
标的县域医院共10家，建立肺
癌肿瘤精准检测合作共赢的医

联体模式。在项目合作期间，
河南省肿瘤医院将免费向10家
县域医院提供EGFR基因检测
服务，并提供电子报告，寄送纸
质版检测报告；建立肺癌患者
规范化治疗管理机制，指定副
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临床专
家提供免费的、及时的规范化
治疗咨询指导；建立快速转诊
通道，为县域医院转诊的患者
提供绿色通道服务；举办肺癌
临床病理检测培训班及“肺癌
临床诊治及病理检测”的患教
活动等。

河南省肿瘤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张建功说，作为项目承
担单位，省肿瘤医院将充分利
用医院专家和技术优势，加强
对基层医院的培训，积极推广
精准诊疗模式。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相关负
责人说，“双域计划”项目旨在
整合现有资源，推动河南省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和助推试
点县域医疗卫生改革，搭建省
域和县域医疗机构互联桥梁，
形成1+X辐射型联动诊疗模
式，使县域居民从基层诊疗开
始即可得到省级优质服务，充
分满足县域群众就医需求。

“双域计划”肺癌精准诊疗项目在郑启动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骨关节炎是老年人中最常
见的慢性疾病之一，会给老年
人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困扰。
对于骨关节炎患者的诸多疑
惑，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
副主任刘宇杰说，老年人患骨
关节炎后，担心运动会加重病
情，而不敢运动，其实这种想法
并不正确。患上关节炎仍有必
要运动，因为运动会使关节相
关的肌肉力量增强，这样会加
强关节的应力，对关节具有保
护作用。但是患关节炎后选择
哪种运动是有讲究的。刘宇杰
建议说，骨关节炎患者要避免
跑、跳、登山、爬楼梯等负重性

的活动，深蹲也不建议；可以增
加游泳、骑单车等关节伸屈为
主的活动，坐在床边或椅子上，
反复抬起小腿来进行运动也是
可以的。在不加重关节痛的前
提下，应鼓励骨关节炎患者每
日走平路1小时左右。另外，肥
胖者需要减肥，以降低骨关节
的负重。

此外，骨关节炎患者在生
活中一定要注意保暖。这是因
为我们的关节腔没有血液供
应，只是靠关节滑液来提供滋
养，因此关节非常怕冷，寒冷的
刺激会加速关节变性，民间“老
寒腿”的说法也是由此而来。
即使在夏天，骨关节炎患者也
要注意避免关节受凉，如避免

长期待在空调环境内，或是避
免空调口正对着腿部吹。刘宇
杰提醒，女性在绝经后，雌激素
下降，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增高，
骨质疏松与骨关节炎也有密切

关系，因此女性骨关节炎患者
在日常生活中应更加注意补
钙。男性患者可检测骨密度，
若已出现了骨质疏松也建议适
当补钙。

盛夏，骨关节炎患者需防凉

送福利

今天下午，
听讲座
抢三伏贴

□记者 林辉

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提
升，常规心电图检查已经被公
众普遍认识，然而，人们还是经
常有疑问：“大夫，心电图检查
不准吧？我心脏有问题都看不
出来。”“大夫，心电图做不做都
不要紧的，反正也没啥用。”

心电图检查有没有用，到
底为什么做？ 据河南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功能科主任安晓飞
介绍，心电图是心脏电生理的
综合向量在平面纸上的一个投
影。首先，住院期间心电图是

一个常规检查，无论基于什么
疾病住院，临床医生要先了解
患者心脏基本情况，就如胸片
了解肺部基本情况一样。

其次，临床上，心绞痛、急
性心肌梗塞的患者起病时并无
心前区疼痛，而是以其他症状
首发，这些症状都是心绞痛或
急性心肌梗塞疾病反射或伴发
症状，疼痛可反射至左侧牙部、
头部、咽部，左侧颈部、肩背部、
胳膊、上腹部，甚至大腿部，临
床表现为相应部位的疼痛，而
患者常会去相应的科室首诊。

“医生诊断疾病就像福尔

摩斯分析案情一样，需要一步
步推理一层层鉴别。”安晓飞
说，患者出现上述任何不适，如
及时进行心电图检查，则能在
最短时间内快速判断心脏问
题，避免漏诊而且能对致命性
的心肌梗塞、心肌炎快速反应
迅速救治生命。

另外，心电图检查有一个
突出优势：筛查并早期发现心
肌梗塞，判断心肌梗塞的分
期。并且，心电图检查对心肌
梗塞诊断的重要性是无法替代
的。由于心肌梗塞或心律失常
引起的胸闷或胸口不适，心电

图检查是完全可以表现出来。
心电图检查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发现心律失常并判断心律
失常的性质。安晓飞说，大家
常见的心律失常有早搏、室上
性心动过速、室性心动过速等，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大家不常见
的心律失常都需要心电图来予
以判断。

最后，安晓飞提醒大家，一
旦出现胸口周围有不舒服或有
异常搏动，一定要记得及时进
行心电图检查。

线索提供 吴宝丽 贾莉
子 肖婧菁

医生为什么总让你做心电图？

□记者 林辉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
来比母亲！”昨日上午9时许，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
诊楼一楼大厅，传来一阵嘹亮的
歌声，就诊的患者和家属全都停
下来寻找声音的来源。

《江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
太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一曲接一曲，不知从哪
里来那么多医务人员，从四面八
方围拢而来，聚集在大厅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
这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为了庆祝建党96周年而举
办的红歌庆“七一”快闪活动。

“快闪”是指在一个特定的
地点，在明确指定的时间，出人
意料地同时做一系列指定的歌
舞或其他行为，然后迅速闪开。

在随后的十多分钟中，参与
快闪的医务人员边舞边唱了群
众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曲目，前
去就诊的患者和家属纷纷驻足
观看，还有很多人掏出手机拍照
并大声喝彩。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党委书记翟剑波告诉记者：

“很多参演的医务人员本身就是
党员身份，能以这样形式为党的
生日献祝福，大家都觉得新鲜且
难得。”

线索提供 毋杨 陈璐

河南中医一附院

红歌“快闪”
庆“七一”

大河报联合知名口腔机构祝贺种植牙新品上市 4980元/颗，种一颗送一颗

种植牙每颗仅需2490元 15天限量100颗
大牌种植牙专家亲自为您种牙，五年质保，终身维护，抢到就是赚到，电话：0371-65795698

15天限量100颗
五年质保终身维护

由于活动仅15天且限量
100颗，又有大牌专家亲自种
牙，因此才开始三天就被预定几
十颗。除此外，新品种植牙还可
享受五年质保，终身维护，抢到
就是赚到，读者们一定要抓紧时
间拨打电话，抢以下优惠：

1.新品种植牙 4980 元/
颗，种一颗送一颗；

2.三甲种牙专家亲诊，种
牙方案免费得；

3.先种牙后付款，0首付0
利率分期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