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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
在衰老的过程中，各器官功
能都会出现退化，泌尿系统
也不例外。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泌
尿外科主任葛永超介绍说，人
的排尿不仅和泌尿系统有关，
而且和很多其他器官也有关
系，比如心脏、大脑、内分泌系
统等。老年人的排尿功能障
碍，主要有憋不住、尿不尽（或
尿不出）、睡不好等三大类。
其中“尿不尽”的常见病因，主
要有前列腺增生、膀胱功能低
下、糖尿病、中风、帕金森等神
经系统疾病；而“睡不好”的主
要原因，则是夜尿多，导致老
人频繁起夜。

对于如何应对排尿障碍

的问题，葛永超称，首先家人
应该给予老人足够的关心。
生活中，不仅留意自己的排
尿有没有问题，也注意关心
下家中的老人有没有频繁起
夜、上厕所时间特别长、经常
漏尿到身上，担心咳嗽、打喷
嚏或跳广场舞，不大愿意和
人交往等问题，及早就医。

其次，通过医生提供简
单易懂的表格自测，患者根
据自己的排尿情况进行填
写，算出总分后对照。有没
有问题，自己在家一测便
知。

此外，葛永超还提醒说，
排尿相关问题多数是慢性疾
病，需要定期复查膀胱、肾
脏、前列腺的状况，根据情况
进行药物的调整，或者调整
治疗方案，因此患者需要坚
持随访。

解决老人排尿障碍
首要是家人关爱

□记者 魏浩

□记者 魏浩

由于衣着较少，幼儿在
天热时，也是烧烫伤的高发
期，特别是1至2岁的孩子。
而烧烫伤之后多久能痊愈，
也成为众多家长关心的话
题。就此，记者采访了郑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科主任
医师田社民。

据田社民介绍，如果宝宝
烫伤程度较轻，表现为红斑
性，皮肤变红，有轻度的肿、
热、无水泡、干燥，属于宝宝一
度烫伤感染。家长只需用大
量冷水冲洗创面20至30分
钟。2到3天内症状消退，无
需特殊治疗，即可自愈。如果
怕孩子抓挠，也可以抹点医用
透明质酸锌凝胶，包上消毒纱
布，用绷带缠好。

而如果宝宝烫伤有大小
不等的水泡，创面基底鲜红，
且局部红肿疼痛，就属于浅
二度烫伤。针对这种情况，
家长要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
净，保持伤口清洁，避免伤口
感染；如果有比较大的水泡，
一定要用无菌的针挑破，因

为水泡的位置在关节等活动
频繁处极易摩擦，之后可以
涂一点烫伤膏在患处。这种
情况下，一般需要1到2周痊
愈，但不会留疤痕。

而如果皮肤红、痛和灼
热，水泡较小或较扁薄，烫伤
局部肿胀的，创面基底发白
或红白相间，痛觉迟钝的，一
般需要3到4周后才会痊愈，
而且会留疤痕。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宝
宝烫伤脱皮的，属于深二度
烫伤（需要及时就医）。该情
况下，家长应保持创面清洁
和干燥，冷静处理，不要自行
涂抹任何药物，冷水冲洗后
应避免再浸水。约2到3天
后创面即可干燥，10天左右
就可脱痂愈合，一个月可长
新皮。届时若不愈合，则应
请医生看看是否烫伤较深或
有感染。需要提醒家长的
是，烫伤时脱皮尽量不要用
手撕掉，最好等它自然脱落。

此外，还须加强营养，补
充蛋、豆类、鱼、瘦肉、牛奶、
蔬菜和新鲜水果等。

线索提供 楚哲 李聪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肖婧菁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方便、
便宜、放心的健康服务，是广大百
姓的心愿。这不，家住郑东新区
的孙女士一家，和河南省直第三
人民医院承办的民生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生谢颖签下协议。

自此，谢颖不但会定期上门
巡诊，而且孙女士一家如有病情
严重的情况，将随时联系各大医

院，并开通转诊绿色通道，同时家
庭成员中65岁以上的老人每年
还可享受免费体检一次。

这一切完全得益于我省今年
7月下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

根据指导意见，2017年底，
全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要
超过30%，到2020年，力争每个
家庭拥有1名家庭医生，每个居
民拥有1份电子健康档案。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郑州市
郑东新区管委会事业局组建了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51个。

以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承
办的民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
例，该中心成立了60人组成的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对5万多
名居民进行了细致健康摸排。

截至8月7日，郑东新区已建
档37万人，系统签约近14万人，
重点人群签约近3万人。

签约家庭医生 家里多了健康“守门人”

家 有 两 宝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尹沅沅

打喷嚏、流鼻涕、皮肤不适
……更严重的，甚至哮喘发作。
每到立秋季节，北方地区步入“秋
高气爽”模式时，有一大群人却烦
恼不已。他们担忧的，是那种一
点就燃的过敏性疾病。

据河南省人民医院变态反应
科主任医师王思勤介绍，夏秋交替
之际，正是蒿草、葎草等植物开花、
成熟的时节。可正由于这些植物
的花粉极易扩散，且是北方地区吸
入性过敏物质的主要来源，因此，
很多人开始面临打喷嚏、流鼻涕、
皮肤不适甚至哮喘发作等情况。

“日常生活中，过敏情况无处
不在。”王思勤介绍说，觥筹交错
之后满脸通红，甚至背上也会布
满小红点，这可不是能喝酒的表
现，而是说明对酒精过敏；有些严
重酒精过敏的患者就是用酒精棉

球消毒都会引发身体不适。
这些也都是过敏的表现：有

的人一吃某种食物就腹泻。有的
人清晨起床一开窗户就打喷嚏。
有些爱美女士使用某种化妆品后
皮肤刺痛。还有人必须时刻注意
保暖，一不小心腹部着凉后，就会
出现明显腹痛、腹泻。还有比较
个别的例子，比如看到毛毛虫就
浑身不适甚至恶心呕吐。

“从医学角度而言，过敏几乎
涉及临床上所有科室。”王思勤
说，包括过敏性哮喘、慢性咳嗽、
变应性支气管肺曲菌病、过敏性
肺泡炎、遗传性血管性水肿、过敏
性鼻炎、鼻窦炎、荨麻疹、皮炎、食
物过敏、药物过敏、过敏性休克、
免疫缺陷、职业性过敏性疾病等。

王思勤表示，对于患者而言，
出现不适要及时就医，在医生指
导下判断是否属于过敏性疾病。
过敏性疾病是一个全身性疾病，

患者可能同时患有鼻炎、皮炎、哮
喘等，出现过敏症状时，应当前往
过敏性疾病专科门诊就诊。专科
医生通过临床病史、皮肤试验、体
外诊断等方式进行特异性诊断，
不能单凭一两项即做出过敏原的
诊断。

“过敏性疾病的迅速增多，与
长期、持续的环境因素和生活方
式的改变有关，也与遗传体质有
关。”王思勤说，积极健康的生活
方式，有助于过敏性疾病的改
善。患者应乐观向上，避免焦虑
情绪对免疫产生负面的影响。

王思勤提醒，如果明确存在
过敏原，患者应尽量避免接触；当
有过敏症状发生时，需要合理应
用对症药物，而这一点是过敏性
疾病防治非常重要的环节；另外，
大家也要多参加各种形式的科普
教育，了解正确的过敏防治知识，
防患于未然。

这类病从不爽约，得防着点！

花园口腔只专注老人种植
牙，针对老年人口腔特点，制订整
体化修复方案，而不是简单的“缺
一治一”。

李院长从德国弗莱堡大学进
修归来后，引入了专门针对老人

种牙的超微创种植技术、计算机
智能导板种植技术，以及心电监
护仪等先进设备。

上个月，李院长应邀做客郑
州广播电台FM107.9，给全市听
众朋友讲解种植牙知识。

应广大缺牙者强烈要求，李
院长取消了国外的学术交流活
动，本月在花园口腔亲诊，进口种
植牙最高可享六五折优惠。预约
李院长，只需拨打热线 0371—
65796286

老年人种植牙，到花园路上花园口腔

花园口腔:高龄老人种牙更需快、精、准！
李院长亲诊月，进口种植牙最高可享六五折优惠，详情咨询0371—65796286

核心提示 |“老年人的身体条件、口腔特点和骨质状况，决定了所使用的种植技术、种植体不能和
年轻人一样。”花园口腔的李院长对记者说，老年人一般情况下缺失牙多、松动牙多、残牙根多、慢
性疾病多，针对这些特点，花园口腔对症下药，引入专门给老年人种牙的技术。

高龄老人种牙为啥更要快、精、准？
李院长说，做种植牙的时候，

种植牙根数量越多，种植时间越
长，越有可能增加患者痛苦。传
统的种植方式对于缺牙较多的高
龄老年人来说，术后反应较大。
大家都知道，创口越小愈合越快，
种牙位置越精准，骨结合越快。
和中青年人相比，高龄老年人身
体耐受力差，这就决定了给高龄
老人种牙时，医生的技术要更加
精湛，质量标准要求更高，所以更
要快、精、准。

花园口腔采
用的专门针对高
龄老年人的超微
创种植，最大的好
处在于巧妙地借
力附着体，将种植
数量减到最少，既
恢复了咀嚼力，又
减 轻 了 患 者 痛
苦。在计算机智能导板的辅助
下，将纯钛制作的人工牙根精准
植入牙槽骨中，再在上面覆盖附

着体义齿，实现了以最少的牙根
数，恢复最大的咀嚼力。让老人
省时、省心、省钱，在舒适放松的
状态下种上新牙。

李院长的种牙技术，让90岁老人“长”新牙
李院长曾接诊过不少高龄老

人种牙，年纪最大的90岁。他们
选择种植牙的原因，多是出于对
生活品质的考虑：年纪大了更要
享受美食，享受生活，让人生不留
遗憾。

据了解，虽然种植牙和其他
治疗一样，也有适应证和禁忌证，
但很多机构婉拒高龄老人种植牙

手术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牙龈
的切口，对高龄老人身体产生影
响。李院长表示，“自从花园口腔
从德国引入超微创种植牙技术，
前期通过计算机扫描、诊断、设计
方案，后期通过计算机导板进行
种植手术，很多高龄缺牙老人欣
然接受种牙，而且手术创伤很小，
轻松舒适”。

李院长透露，如果老人身体
条件达到种植标准，全口缺牙仅
需8颗种植体；半口缺牙仅需4
颗种植体，2小时半口牙归位，1
天修复满口牙，术后2小时即可
进食。这大大缩短了患者的种植
周期，免除了患者的二次痛苦，很
受老年人青睐。

李院长亲诊月，预约只需拨打0371-65796286

宝宝烫伤后
多久才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