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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29日升级盛典当日，
唯美口腔联合本报邀请知名口
腔专家现场坐诊，到场就能领取
到院礼一份！由于唯美口腔此

次升级盛典主要针对提前预约
顾客，未经预约恕不接待。现
在，读者只要拨打电话，提前预
约到院，还可领取精美礼品1份！

□记者 林辉

为促进我省儿童康复医
学事业的发展，了解更多国内
外儿童康复医学新进展，学习
国内外康复的新理念、新知
识、新技术，促进学术交流。
7月27日~28日，河南省职工
医院、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将在郑州联合举办“首届国际
儿童康复高峰论坛”。

本次高峰论坛将在河南
省职工医院举行，力邀在国际
享誉盛名的美国顶尖专家圣
地 亚 哥 州 立 大 学 Dr.
Li-Rong Lilly Cheng、美
国得克萨斯A＆M国际大学
Dr.Sumalai Maroonroge
及中国台湾高雄师范大学Dr.
Hsiaoi-Chaun Chen、省内
一流专家到会做专题报告。

本次会议的宗旨是使患
儿通过康复最大限度地发挥
自身的潜能，提高各方面的能
力，使听觉、言语、语言、认知、
沟通，五大领域共同发展。最
大限度地让患儿能生活自理、
接受教育，缩小与健康儿之间
的差距，实现患儿的康复梦
想，最终回归社会。

会议期间，所有来诊的患
儿可以享受美国顶尖专家及
省内一流专家免费会诊、评
估，住院治疗的患儿根据情况
也可免除部分费用。

据悉，河南省职工医院成
立了（中美合作）儿童康复病
区，采用国际领先的新理念、
新方法，同时糅合本土的中医
中药疗法，全力打造国内一流
的儿童康复治疗中心。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最近热
播，其中第一集第三者凌玲就以
一盒胃药“上位”了。如今，很多
上班族有着共同特点：熬夜、焦
虑、工作压力大、久坐等。胃病发
病率高达80%，成了都市人不得
不说的痛。胃一不舒服就随便吃
胃药？究竟靠不靠谱？

“大家常说的胃病是指胃痛、
胃胀、消化不良等胃部不适症状，
药店卖的非处方胃药的确可以暂
时缓解这些症状，但不建议自己
随便买来吃。”郑州市第二人民医
院消化内科一病区主任辛克北解
释说，因为引起胃部不适的原因
有很多，可能是急性胃炎、慢性胃
炎，可能是胃溃疡、十二指肠溃
疡，也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甚
至可能是胃部肿瘤。在没有明确
诊断前，大多数人自己无法判断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胃部不适，加
上胃药之间也有区别，分抗酸药、

抑酸药、胃黏膜保护药、促胃动力
药等，盲目吃药反而对病情不利。

辛克北说，不少人胃一疼就
吃止痛药，隐患更大。一是有的
止痛药所含化学成分对胃有刺激
性，会加重病情；二是疼痛的部
位、性质及规律被止痛药暂时掩
盖，不利于医生观察病情，可能造
成误诊。

据辛克北介绍，对功能性消
化不良，治疗的关键不是吃药，而
是心理疏导；对慢性胃炎，还需清
除幽门螺杆菌，不能一味地吃药；
而消化性溃疡，如十二指肠球部
溃疡，需维持治疗6周到8周，否
则易反复发作，形成疤痕，引起球
腔狭窄，影响胃排空，那会导致无
法根治。若是肿瘤，更是越早干
预越好。

“此外，胃所在的地方疼未必
是胃病。”辛克北说，很多疼痛都
不是固定的，比如一开始疼痛的
部位在胃脘部，但是如果慢慢向
右下腹转移，这时候需要考虑是

不是阑尾炎引发的疼痛；如果向
会阴部放射，需要考虑输尿管结
石，这些都需要及时就医。

辛克北说，引起上腹部疼痛
的常见原因除了胃病，还有胆囊
疾病、胰腺炎、肝胆道的肿瘤。因
此，上腹部疼痛时要及时就医，切
不可按胃病自诊自疗，一般到医
院就诊后做个B超检查就能发现
基本的病情。根据检查结果按医
嘱对症用药才能标本兼治。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邢璐

你还抱着孩子挤在拥挤
的门诊进行预防接种吗？现
在，有新选择啦！经过紧张的
筹备，河南大学附属郑州颐和
医院预防接种门诊于今天（7
月24日）正式开诊。

走进郑州颐和医院门诊
三楼，如果不是看到门前挂着

“预防接种门诊”的牌子，您会
以为这里是儿童游乐园。大
厅墙上画着卡通图案，等候区
内摆放着各种彩色的儿童座
椅，走进门诊就如同置身一个
童话世界。没错！这里就是
郑州颐和医院预防接种门

诊。郑州颐和医院预防接种
门诊内诊室宽敞明亮，设置有
独立的候诊区、预检登记区、
接种室、留观室、宣教室、冷链
室、预防接种反应处置室等，
医院还贴心地为宝妈们特别
设置了温馨的哺乳室。

据郑州颐和医院郭凤云
副院长介绍，预防接种门诊的
卡通乐园式风格是特别针对
儿童的性格特点设计的，主要
为了缓解孩子打针时的紧张
情绪，负责接种门诊的医护人
员接受了专门的预防接种培
训，有儿科工作经验，有爱心
和责任心，在面对儿童患者时
更具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徐倩楠

7月20日，河南科技大学
教学医院授牌仪式在郑州市
金水区总医院举行。双方签
订合作协议之后，河南科技大
学副校长雷方代表学校为金
水区总医院授牌。

据了解，河南科技大学医
学专业和学科建设方面，在省
内有较强的竞争力，郑州市金
水区总医院作为金水区政府
主办的唯一一家公立医院，在
区域内承担着为居民健康保
驾护航的重任。

在双方的合作内容中，大

家对医疗卫生和人才培养等
内容，寄予了更高期望。按照
协议，河南科技大学将利用高
校平台优势，全方位支持提高
金水区总医院医务人员的理
论水平、临床技能，双方共同
打造一批优势学科和特色专
科，促进金水区医疗卫生事业
的健康快速发展；同时河南科
技大学还将利用研究生委托
培养、培训班等形式，为医院
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及学科带
头人。此外，双方将共建互联
网医疗与健康服务平台，以增
强医院的核心竞争力。

唯美口腔新增1500平方米豪华诊区盛大升级，本月29日邀您体验

唯美种植牙矫正牙 价格太低不便公开
种植牙补贴送牙冠再砸金蛋，牙齿矫正折上折，未经预约恕不接待，大河爱牙热线：0371-65795698

核心提示 | 先进的设
备、精湛的技术是口腔机构为
患者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
保证！唯美口腔五年磨砺，专
注价格亲民、技术精益求精的
理念受到十万口腔顾客信
赖。2017年唯美口腔品质
再升级，新增1500元平方米
豪华诊区（整体诊疗面积达到
3500平方米），并联合大河
报邀请读者于本月29日到
唯美体验更高精尖的医疗科
技，抢1折看牙钜惠，牙齿种
植厂家补贴送牙冠，牙齿矫正
折上折，折扣后再领取费用减
免！烤瓷牙、全瓷牙、全瓷贴
面价格太低不便公开，全项目
都是省内超低价。除优惠外，
还可砸金蛋，赢现金大奖、小
米电视、手机、品牌口红、花生
油等，百分百有礼品。

有看牙需求的读者，赶紧
拨打抢约大河爱牙热线：
0371-65795698！

近日，唯美口腔全新升级，
3500平方米空前规模引起老患
者关注，并纷纷打进电话询问：

“有没有优惠？”“我想预约你们
的三甲专家矫正牙齿，要是有更
多优惠就好了！”“种植牙有优惠
没有？我想预约刘艳广医生种

牙！”为回馈老患者，唯美口腔联
合本报于本月29日进行升级盛
典，届时将送出多项到院礼、矫
正礼、种植礼、美牙礼及满额砸
金蛋等优惠！此次优惠活动的
价格是唯美自开诊以来最低一
次，一经推出预约量就已爆棚！

谈及此次升级的原因，唯美
口腔表示，牙科技术正处于飞速
发展的时代，不进步就意味着落
后，一家好的牙科机构必须紧跟
发展脚步，不断升级，才能为患
者提供更新更先进更超值的医
疗服务！为此，唯美口腔自进驻
郑州以来，始终紧跟国际步伐，

不断更新医疗设备、精研牙科技
术、甄选口腔专家，近日更是进
行再升级，新增1500平方米豪
华诊区，高端牙椅再增加15台，
配套消毒设施全面升级，雄厚的
实力，保持先进，正是唯美口腔
想要切实提高口腔健康水平的
决心与诚心的集中体现！

□记者 李彬

钜惠全项目1折起 小米电视等您来砸

唯美口腔盛大升级 面积升级品质升级

价格太低不便公开 未经预约恕不接待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张毅

7月22日至23日，河南心脏
血管联盟成立大会暨首届河南心
脏血管联盟学术大会在郑州召
开。

河南心脏血管联盟（以下简
称联盟）由河南省胸科医院牵头
成立，我省70多家医疗机构参
与，与会专业人员近千人，基本涵
盖了我省心脏血管相关专业的机
构和技术人员。

河南省胸科医院院长苑星
说，联盟致力于规范和发展全省
心脏血管疾病的防治能力，由相
关各级医疗机构和医师自愿组
成，这是进一步贯彻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基层首诊、分级诊疗、上
下联动、共同发展的医改精神，为
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服务的一

项实际举措。
国家心血管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马长生主任为联盟名誉主席，
我国著名心血管外科专家、河南
省胸科医院副院长王平凡被选举
为联盟主席。

2013年，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发布了《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报
告显示，由于心血管病危险因素
的流行，我国心血管病的发病人
数仍在持续增加，相当于每5个
成年人中就有1个心血管病患
者。我省人口超过一亿，相对的
心脏病患者数量庞大，防治任务
极为艰巨，因此，组成全省心脏血
管联盟势在必行。

据了解，该联盟成立后，将建
立心脏血管专科人才及培新体系
和业务指导机制，为联盟成员单
位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免费进修机

会，免费安排住宿并给予一定的
生活补助，同时将建立远程会诊
中心，利用远程会诊的方式及时
解决联盟成员遇到的心脏及大血
管疾病方面的疑难问题等。

早在2011年，河南省胸科医
院与西华县成立了类似联盟性质
的协作医院。西华县医院心内科
主任王春彤说：“在胸科医院的帮
助下，我科技术得到了不断提升，
并取得了显著的效益。”

多年来，河南省胸科医院与
我省70多家基层单位建立了协
作关系，长期合作使得双方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据悉，河南省胸科医院本年
度将陆续建立河南省胸部疾病联
盟、呼吸系统疾病联盟及结核病
医联体。

河南心脏血管联盟成立

胃疼就吃药，靠谱吗？

河南将举办
国际儿童康复高峰论坛
会议期间，患儿可享免费国际会诊

郑州颐和医院
预防接种门诊今天开诊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
挂牌河科大教学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