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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牙不仅危害身体健康和生命
质量，还是引发老年人非传染性慢
性病的诱因，推广种植牙有着重要
意义！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祝贺种
植牙新品上市，原价4980元/颗的
种植牙，种一颗送一颗，每颗才
2490元，剩余数量不多，读者拨打
电话抢约，不仅可享受大牌专家亲
自种牙，五年质保终身维护，还可享
受以下优惠：

1.新品种植牙4980元/颗，种一
颗送一颗；

2.大牌种牙专家亲诊，种牙方
案免费得；

3.先种牙后付款，0首付0利率
分期付！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没想到不出夏邑，我这
腰椎间盘突出症就被大专家
微创手术治好了。”7月7日中
午，在鹿邑县人民医院手术
室，刚在局麻下做完椎间孔镜
手术的55岁的患者陈女士紧
握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病诊疗中心青年专家贺
毅的手，表示感谢。当天上
午，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病第18家专科联盟正式
落户鹿邑县人民医院，陈女士
正是受益的第一位患者。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病诊疗中心每年开展
椎间孔镜等脊柱微创手术上
万台，为国内上百家医院培养
技术人员数千人，被骨科界称
为成长最快的“黑马”和“奇
兵”，已成为河南骨科界的一
张金名片。

为了让更多的省内外患
者从椎间孔镜等先进医学技
术中获益，今年春节后，河南
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启动了椎
间盘病专科联盟建设。

7月7日上午，简短的签
约揭牌仪式结束后，河南省直
三院椎间盘诊疗中心副主任
杨贺军进行了专题讲座和现
场答疑；青年专家贺毅则为患
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陈女士
进行了微创的椎间孔镜手
术。与会的骨科专业医护人
员均表示受益良多，将不断学
习该院椎间盘病诊疗方面的
先进技术，提升自身的诊疗水
平，为广大脊柱、椎间盘病患
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业务院长袁启东表示，与鹿邑
县人民医院结成联盟后，将通
过定期坐诊、手术指导、现场
学术讲座、集中培训、资源共
享等多种形式，带动一批业务
骨干的快速成长，为鹿邑县人
民群众提供优质、便利、高效、
安全的医疗服务。

“这种实打实的专科联盟
合作，对我们基层医院真是太
有用了。”鹿邑县人民医院院
长、党委书记李涛说，老百姓
在家门口接受优质医疗资源
诊治的愿望正在梦想成真。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王淑娟

“这个药原来是这样服
用！”“太好了，经过你们指导，
我对自己的药更清楚了。”7月
7日上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河医院区门诊广场上，十
几名专家教授被患者围得水
泄不通，患者争相咨询在药物
使用中遇到的问题。为了宣
传安全用药知识，推行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当天，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举行了

“药师在您身边”大型专业药
学咨询服务活动。

随着国家医疗制度改革
进程的不断推进，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药学部结合自身
特点，转变药师工作重心，通
过开展多种活动，逐渐实现从

“保障患者药品供应”向“以病
人为中心的药学服务”模式转
变。

“通过举办这些活动，我
们希望走到患者中间，进行面
对面交流，更直接、更有针对
性地保障患者用药安全，让药
师回归临床，延伸药学服务空

间，创新药学服务模式，提升
药师服务能力。”该院药学部
主任张晓坚说，他们还制作了
调查问卷，现场发放填写，了
解患者的药学服务需求和方
向，创新医院的药学服务理
念，更准确地定位药师的药学
服务方向，做好8月底我省公
立医院药品加成取消后药师
的转型工作。

“2012年以来，我们已多
次成功举办类似活动。今后
活动将继续在医院之外的公
园、社区等公共场所举办，旨
在服务群众、保障患者安全合
理用药。”该院药学部副主任
康建表示。

据了解，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药学部通过门诊药物
咨询室、药师值班窗口、微信
公众号、24小时值班电话等多
种方式向患者提供用药咨询
服务，在2017年上半年共提
供3000余人次的药物咨询服
务。在本次活动中，该院药师
共解答376人次的患者咨询，
现场发放了7200余份的药物
宣传使用手册和宣传彩页。

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祝贺种植牙新品上市，种一颗送一颗

抓住机会！2490元种植牙数量不多了
原价4980元/颗，大牌种植牙专家亲自种牙，五年质保，终身免费维护，大河爱牙热线：0371-65795698

核心提示丨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祝贺种植牙新品上市，原
价4980元/颗的种植牙，种一颗送一颗，每颗才2490元，
还是大牌专家亲自种！活动一开始，就彻底点燃省内牙缺
失患者的种牙热情！现在，限量100颗的新品种植牙剩余
数量不多了，想种牙的读者，一定要抓住机会，拨打大河爱
牙热线：0371-65795698抢定！

今年63岁的刘大伯，40
多岁时开始缺牙。当时怕痛
没有及时种牙，后来牙越掉
越多，虽然装了活动假牙，还
是没办法痛痛快快地咀嚼、
吃饭。“想着种牙太受罪，可
是缺牙的日子实在痛苦！”刘

大伯听说唯美口腔的大牌专
家种牙不疼，决定试一试。
这次的种牙体验，令他备感
意外：“我年纪大了，跟年轻
人比更加受不了疼，没想到
不但不疼，也没有肿，唯美的
大牌专家技术就是好！”

种过牙的患者都知道，种
植牙作为牙科中的“塔尖”科
技，对专家技术水平和临床经
验都有严格的要求。正因如
此，唯美口腔的大牌种牙专
家，才会一直深受省内牙缺失
患者的追捧。大家都想知道

为啥唯美大牌专家种牙不
疼？这是由于唯美大牌专家
会在术前精密检查、术中精准
微创、术后精确修复，让牙槽
骨与种植体短时间内更紧密
愈合，全方面保证种植牙的安
全、微创及无痛。

□记者 李彬

老人怕痛缺牙20年 找到大牌专家轻松种牙

术前术后全方面保证 种植牙不痛还更安全

现在种牙2490元/颗
五年质保终身维护

大型咨询服务
药师就在您身边

专科联盟
让患者在家门口获治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赵婷婷

咬一口花生馅汤圆，却险些
休克；夏天一晒太阳，身上就长满
皮疹；闻到油烟，呼吸就困难……
以上这些影视剧里出现过的镜
头，并不是什么怪病，而是过敏。

2017年 7月 8日是第13个
世界过敏日。近年来，儿童过敏
性疾病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
升趋势，孩子过敏不再只是小
事。经常过敏，会严重影响孩子
生活质量。一般常见的儿童过敏
性疾病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
喘和过敏性皮肤病。

据郑州儿童医院东区呼吸科
主任汤昱介绍，孩子早晚鼻子堵
塞严重、流鼻涕、打喷嚏、鼻子痒
等症状均为过敏性鼻炎，“引起过
敏性鼻炎的原因很多，包括吸入性
过敏原、过敏体质、遗传因素等”。

夏季，很多家庭会选择空调
降温，空调若是长期得不到清洗
就会产生尘螨、灰尘等大量过敏

原，儿童免疫力、抵抗力本来就比
较低，加上长期在空调屋里吹风，
过敏性鼻炎自然会找上身来。

此外，她介绍，花粉、尘螨、病
菌等都是引起过敏体质者发生哮
喘的原因，因此，孩子的居住环境
要通风良好，保持一定温度与湿
度，常晒被褥、床垫、枕头等，减少
尘螨、霉菌等的滋生。对于哮喘
患儿，一方面要避免其进行剧烈
的运动，另一方面要对其不良情
绪做好心理疏导和精神安慰，避
免不良因素的刺激。

对于孩子来说，过敏性皮肤
病也需警惕。郑州儿童医院东区
皮肤科负责人张嫦娥介绍，夏季
是过敏性荨麻疹的高发期，一般
性的荨麻疹是由不同的致敏物质
或其他问题导致的皮肤黏膜过敏
反应，主要表现为大小不等的风
团且伴有剧烈瘙痒。

“荨麻疹主要与昆虫叮咬有
关，如臭虫、跳蚤、虱子、螨虫等叮
咬。”张嫦娥介绍，真菌感染、食物

过敏也会诱发荨麻疹，它多发生
于四肢或皮肤暴露部位，为绿豆
至花生米大小略带纺锤形的红色
风团样损害，也可出现水疱、大
疱，受刺激或抓挠后易发生糜烂。

预防过敏性皮肤病，最关键
的是让过敏体质的儿童避免接触
致敏原，防止复发。对于食物过
敏的患儿，没有特殊的药物治疗，
只能靠忌口。不过很多孩子随着
肠道功能的健全，很多原来不耐
受的食物可以耐受了。

过敏性疾病无处不在

谨防宝宝被过敏“盯”上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鲁美苏

孩子小鸡鸡翻不上来，需要
割包皮吗？孩子尿尿时老鼓包，
需要割包皮吗？割完包皮会不会
影响以后发育？进入暑假以来，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主任医师罗向阳主任的门诊就特
别忙，前来咨询有关孩子包皮问
题的家长明显增多。那么，哪些
情况的包皮才需要家长注意呢？

罗向阳说，正常男孩包皮有
三种状态：正常、包皮过长和包
茎。建议家长首先要先学会辨别
孩子是否有包皮过长和包茎。包
皮过长是指包皮较长，覆盖龟头，
但在阴茎勃起或用手将包皮往下
翻时龟头和尿道口能够露出来。

而包茎则是不但包皮长且包皮口
还过小，阴茎勃起或用手将包皮往
下翻时，龟头和尿道口无法露出。

是不是所有包皮过长和包茎
都需要手术？罗向阳说，包茎和
包皮过长不一定都要手术，是否
需要手术，主要根据孩子生长发
育的情况。如健康的新生男孩都
是包茎，幼儿时期的包茎也是正
常情况，绝不是疾病。因此，并非
所有男孩都需包皮手术！

但罗向阳指出，如孩子出现
以下三种情况，家长不可忽视，一
定要带孩子及时就诊。

第一种情况，孩子排尿时，小
鸡鸡的前端会像气球一样鼓起，
排尿时细得像一条线，并且很费
力。这种情况如不及时手术，容

易引起反复泌尿系感染，严重时
还会影响肾功能。

第二种情况，包茎清洁困难，
出现反复频繁发作的包皮龟头炎。

第三种情况，男孩开始发育
后，如包皮口狭小，上翻时仍不能
露出龟头和尿道口，且勃起时疼
痛，如不及时手术，将会影响阴茎
的发育。

那么，包皮手术多大年龄合
适？术后有没有不良影响？罗向
阳建议，孩子在3岁后到学龄前
手术最好，因为男孩进入青春期
后外生殖器也会快速发育，如不
及时手术，将会影响阴茎发育。
包皮术后不会对孩子造成不良影
响，反而会让阴茎发育有更大的
空间，减少感染几率。

并非所有男孩都需包皮手术
三种情况家长不可忽视

本报联合唯美口腔回馈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