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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豪礼 德国camlog植体0元享
第二大豪礼 德国种植体直降4000元
第三大豪礼 种牙就送德国品牌厨具
第四大豪礼 咨询种牙进店就送养生

食品

□记者 林辉

22 岁的四川空姐娜娜
(化名)患感冒，但工作勤恳的
她吃了点药又上飞机了。可
没飞多久，她的耳朵便吃不消
了，总觉得像塞了一团棉花，
还伴有耳鸣，听力也受到影
响。在郑州下机后，她连忙向
航医咨询，并在航医的推荐
下，来到了河南省省立医院耳
鼻喉科门诊寻求治疗。

耳鼻喉科主任李克方询
问了娜娜的基本情况后，给
她做了耳镜检查，判断她得
的是典型的航空性中耳炎。

据李克方介绍，在航行
中，随着飞机上升或降落，座
舱内气压发生相应变化，含
气腔的气体也随之扩张或缩
小。一般在咽鼓管功能良好
的情况下，飞机在升降时，通
过咽鼓管的调节和做主动通
气动作，就可保持鼓膜内外
压力平衡，此时仅有耳胀感
或轻微的听力障碍，但不会
造成耳部损伤。若因上呼吸
道感染、鼻炎、鼻窦炎、鼻及
鼻咽部肿瘤、腭咽肌麻木和
上颌关节咬合不良等疾病导
致咽鼓管功能异常，中耳腔
内外压不能迅速取得平衡，
即可发病。

“患者主要有耳痛、耳内
堵塞感、耳鸣、耳道出血、听
力下降、眩晕等。”李克方说，

检查所见轻重不一，可以表
现为鼓膜充血内陷、鼓室积
液或鼓室积血，鼓膜破裂，严
重时还可对内耳功能造成损
害，进一步形成变压性眩晕，
伴恶心、呕吐等症状。若治
疗不及时可发展为粘连性中
耳炎、化脓性中耳炎等。

哪些人易“中招”呢？李
克方介绍，有以下4类人群：
婴儿和青少年；患有鼻咽炎、
鼻炎、鼻窦炎、鼻咽部肿瘤、
腭咽肌麻木和上颌关节咬合
不良等疾病的人；上呼吸道
感染、感冒、鼻塞的人；咽鼓
管功能不良的人。

李克方建议，飞行前如
有上呼吸道感染或耳鼻咽喉
科相关疾病(如鼻炎、鼻窦炎、
鼻及鼻咽部肿瘤、分泌性中
耳炎等)，应及时就医，行咽鼓
管功能相关检查，及时祛除
病因，并听从医师指导避免
航空性中耳炎发生。在飞机
上升或下降时，多做咀嚼、吞
咽、打呵欠等动作，若感觉症
状仍未消除，可做鼓气动作
(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子，闭
紧嘴巴，用力鼓气)，让气流冲
开咽鼓管进入中耳空气腔而
消除耳闷、耳重、耳痛等症
状。乘坐飞机后，一旦出现
耳闷、耳痛、耳鸣、听力下降
等症状，应及时就医，避免病
情进一步发展。
线索提供 闫良玉 石益铭

□记者 魏浩

近日，一男子在妻子的陪伴
下急匆匆赶到郑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急诊科，称背上突然长出来
一个“瘊子”，越长越大！经医生
检查发现，原来男子已被蜱虫咬
伤两天。

接诊的外科医生闫振界说，
当晚凌晨时分，该青年男子自称
背部有一个突起。仔细检查发
现，原来是吸足了血的蜱虫的肚
子。由于蜱虫的口器紧紧吸附
在患者皮肤里，强行拔出可能造

成进一步损伤。征得病人同意
后，医生在局麻下将被蜱虫叮咬
处的皮肤切除，并进行了皮肤修
补缝合和后续处理。

日前，患者到医院复查后，
发现恢复正常。

据患者回忆，他此前曾在池
塘边钓鱼，当时坐的地方有许多
杂草，且未穿上衣。

该院急诊科主任杨茜说，蜱
虫的体型从芝麻粒大到米粒大，
大多生活在草地、森林等野外环
境，可叮人、吸血，吸血时产生的
刺激小，不易被发觉。由于蜱虫

可携带多种病毒，因此蜱虫叮咬
后除了局部皮肤损伤外，还可能
传播无形体病、森林脑炎、莱姆
病、Q热、严重发热伴血小板减少
综合征等。该病的流行时间一
般为3~11月份，高峰期在5~7
月份。因此，在野外应尽量做好
个人防护，穿紧口的长衣长裤，
回住所后全面检查衣裤内外。
生活中一旦被蜱虫叮咬，切勿强
行取出，以免将蜱虫的头部遗留
在皮肤内，建议及时到医院由医
生处理。

线索提供 段亮亮 康荣叶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丁翠翠

糖尿病患者绝大多数都
是老年人，而且多为Ⅱ型糖
尿病患者。Ⅱ型糖尿病为何
偏爱老人？

“国内外研究都显示，Ⅱ
型糖尿病患病率有随着年龄
增长而升高的趋势，即年龄
是Ⅱ型糖尿病的重要危险因
素。”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
中心主任刘永生介绍说，《中
国 Ⅱ 型 糖 尿 病 防 治 指 南
（2013 年版）》提到，我国
2007~2008 年的调查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糖尿病患病率
在20%以上，比20~30岁人
群患病率高10倍，调整其他
因素后，年龄每增加10岁，
糖尿病患病率提高68%。”

刘永生解释说，这种情
况与老年人群的生理变化和
生活因素有关。

首先，老年人的胰岛β
细胞功能较差，一方面随着
年龄增长，β细胞凋亡增加，
另一方面胰腺组织中胰淀粉
样蛋白含量显著升高，损害
β细胞的胰岛素分泌功能。

其次，很多老年人由于

高糖、高热量饮食和体力活
动减少，出现超重或肥胖，这
是老年人易患糖尿病的一个
重要原因。

再次，很多老年人因为
身体衰弱、经济来源减少和
生活质量下降而产生心理应
激，这也在糖尿病的发生发
展中起作用。

此外，老年人容易患多
种慢性疾病，需要服用多种
药物，其中一些药物可能影
响机体糖代谢而诱发糖尿
病，如糖皮质激素、噻嗪类利
尿剂等。

“不过，年轻人也不能掉
以轻心。目前，中青年甚至
是青少年人群的糖尿病患病
率也出现明显增长。”刘永生
提醒说，不论发病年龄如何，
Ⅱ型糖尿病的发病都是遗传
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老年人如果能坚持健康
生活方式，保持理想体重和
良好的心理状态，就可以有
效降低糖尿病发生风险，而
年轻人（甚至儿童）如果不注
意减轻或消除这些环境因
素，同样可能发生糖尿病。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艳涛

不少人听说过“网球肘”，但
你知道还有一种病叫“网球腿”
吗？近段时间，河南省洛阳正骨
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
区运动医学科、关节镜科主任高
万旭坐诊时就经常遇到“网球
腿”患者。

据高万旭介绍，“网球腿”最
早由Powell于1883年提出，最
初指小腿跖肌的断裂，后来发现
更常见于腓肠肌的内侧头或腓
肠肌-比目鱼肌腱膜。大多发生
于膝关节伸直突然蹬地起跳时，
这个动作多发生在网球运动中，
因此称为“网球腿”，但“网球腿”
并不仅发生于网球运动中，足
球、篮球、乒乓球等其他球类也
可发生。

“网球腿”都有哪些症状
呢？比如运动时小腿后方突然
间疼痛，通常位于肌腱和肌腹结
合处；踮脚走路时小腿后方有疼
痛；小腿后方有压痛，局部发生
肿胀、瘀青；抗阻跖屈或抗阻收
缩肌肉引起疼痛。

高万旭说，有些人受伤时会
听到小腿后方有突然一声响，常
有人以为是被人打了一下，这种

情况下除了要考虑腓肠肌拉伤
外，也有可能跟腱断裂，所以需
要引起重视。

“‘网球腿’患者在做核磁共
振时，在腓肠肌-比目鱼肌间隙
有高信号积液，当然需要专业医
师甄别，是需要一些医学功力
的。”高万旭说，“网球腿“患者要
与腘窝囊肿破裂、深静脉血栓形
成相鉴别。有研究显示，表现为
网球腿的患者中有约10%为深
静脉血栓形成，严重的深静脉血
栓可以危及生命。所以，有上述
表现的患者要及时到专业医生
处就诊。

如何治疗？高万旭说，大多
采用保守治疗，除非并发筋膜室
综合征，才采用切开筋膜室减压
术。受伤后前两天采用冰敷、抬
高、休息。服用非甾体类消炎止
痛药物。石膏或支具固定2~4
周，之后行主、被动拉伸性肌肉
训练2周。肌肉愈合较缓慢，3~
16周可完全愈合。

如何预防？高万旭表示，腓
肠肌损伤最佳的预防方案是在
运动前适当热身，进行腓肠肌伸
展牵拉训练。如果参加有跳跃
或者短速跑的运动，热身运动非
常重要。

71岁老人半口无牙，种牙、戴牙1次完成
种4颗牙根修复半口牙，立刻啃苹果。大河种牙专线：0371-6579 5671

核心提示丨经过儿子的多方打听，赵
老伯终于约上了郑州拜博口腔彭布
强院长，用数字化导板种植技术，下
颌植入4颗种植体，并戴上临时牙
冠。本报联合拜博口腔回馈读者，本
周六来拜博可享4大豪礼，还可得到
留学德国种牙博士曹颖光的亲诊。
大河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记者 林辉

71岁的赵老伯下半口缺牙
两年了，牙槽骨薄如纸片，骨质
也疏松如沙粒。颌骨塌陷，面容
失去“支撑”，比同龄人老10岁。
原有的活动假牙彻底戴不住了，
在嘴巴里“乱窜”，痛苦不已。“骨
头条件太差，一般的种牙都有困

难，而我还要种半口，那更是难
上加难。”后来打听到拜博口腔
能解决高难度种牙问题，儿子陪
着父亲找到彭布强院长。

彭院长检查后通过“远程会
诊”平台，与美国南加州大学
HomaH.Zadeh教授联合会诊，

借助数字化技术反复研究、模
拟、设计，最后终于成功找到4个
种植位点，让赵老伯重新获得了
种牙的希望。“找到合适的位点
不容易，植入的植体距离下颌神
经管仅毫厘，犹如刀尖上跳舞，
非常考验医生水平。”

为了避免二次手术，彭布
强院长采用3D打印技术，打
印数字化导板，在导板导航作
用下，凭借娴熟的技巧，不植
骨，在下颌植入“两竖两斜”4
颗种植体，实现半口种植。

为了试试自己的新牙，赵
老伯拿起一个苹果“咔嚓咔
嚓”啃起来，苹果汁香甜的味
道浸润味蕾。“等到吃完我都
不敢相信，还特意摸了一下，
真的像自己的牙齿一样！”

半口无牙，骨头严重萎缩，还能种牙吗？

数字化导板种植方案，不植骨完成半口种植 8月26日（周六）来拜博，
4大豪礼乐翻天

运动先热身，可防“网球腿”

“瘊子”会长大?原是蜱虫咬伤

Ⅱ型糖尿病
为何偏爱老年人？

感冒期间上飞机
小心航空性中耳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