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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资讯

□记者 刘静

为解决脊柱病患者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以及一些脊柱病年
轻化患者的假日就诊需求，武警
河南总队医院脊柱微创治疗中
心将在这次长假期间，正常开展
专家门诊和手术等。

以国内著名的脊柱微创专
家朱卉敏教授为首的武警河南
总队医院脊柱微创治疗中心，放
假期间坚持接受检查患者，制订
个性化治疗方案，用各种微创技
术解决患者病痛。目前，脊柱微
创技术正向精准化、数字化、智
能化发展，并在颈椎、胸椎，尤其
腰椎得到很好的发展。

据悉，武警医院每周二下午
开设免费的椎间盘学校，10月3
日讲堂照常进行。专家讲堂通
过简单病理、解剖、诊断、治疗、
康复等知识培训告诉患者，人为
什么会得颈、肩、腰、腿疼？得了
怎么办？在日常生活中怎样避
免或减少此类疾病的发生？如
何保健和锻炼？以便对颈、腰椎
疾病及健康知识有充分的理解。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黄峥

很多人都有过心脏早搏的
经历，比如突然感觉心脏跳得很
快，或者感觉心脏跳着跳着突然
停了一下等。不少人忧心忡忡，
更担心会导致猝死。对此，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心
血管内科一病区主任陶海龙表
示，大部分人都经历过早搏，不
同类型的早搏危险度有所区别，
是否需要治疗要因人而异。

“心脏早搏是心律失常的一
种常见类型，但它只是一种症
状，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陶
海龙说，在健康人群中，心脏早
搏也十分常见。早搏可以分为

器质性和功能性两种。
其中，功能性早搏起因大多

是身体过于疲惫、精神紧张、消
化不良、情绪激动等，主要会出
现在本身无器质性病变的健康
人士或无器质性心脏病的儿童
身上，多数会因为剧烈的运动导
致心率过快而出现早搏，运动过
后早搏会慢慢消失，一般无需特
别的治疗。

器质性早搏，指的是在本身
患有心肌炎、风湿性心脏病、先
天性心脏病、电解质紊乱、洋地
黄等某些药物中毒、急性感染等
的基础上出现的早搏。器质性
早搏会在剧烈运动或心率加快
的时候而增多。

“功能性早搏一般是良性的
早搏，根据发生的次数分偶发早
搏和频发早搏，一般次数不多于
5次就是偶发早搏；每分钟出现
6次或以上的就是频发早搏。”
陶海龙说，偶发早搏对人体健康
一般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不影响
心脏的血液排出量和供血。而
频发的早搏一般都是器质性心
脏病引起的，出现时会伴有排血
量的减少，导致心脏、脑、肾等重
要脏器供血不足。患者会感到
胸闷、心悸、头晕无力等，导致患
者很快发生心力衰竭或其他严
重情况。

“如果出现早搏，最好的办
法就是立即去医院做心电图和

动态心电图检测，以防悲剧的发
生。”陶海龙提醒，一旦发现是器
质性心脏病导致的，要立即接受
治疗，消除各种诱因，防止早搏
的频繁出现。

刘佃温教授强调：大肠癌隐匿
性很高，早期症状不明显，临床上
很多患者出现明确症状时，已进入
中晚期。因此患者出现如下症状，
一定要早检查早确诊。

1.排便习惯改变。比如之前排
便很规律，但最近一段时间，拉肚

子或便秘的情况却十分频繁。
2.便秘。粪便变细或便秘，且

总感觉想排又排不干净。
3.腹泻。水性粪便中混杂血液。
4.肛门疼痛或瘙痒。
5.肛门肿物脱出。
6.大便带血。

不同类型的早搏 危险度有所区别

大肠癌免费筛查国庆假期发力，刘佃温教授亲诊亲治

长假别添堵，去参加大肠癌免费筛查吧
参加免费筛查的市民 可拨打大河健康热线：0371-65795660

“去年在家带孙子，也没
来得及报名，今年一定要检
查！”“老伴一直有便秘的毛
病，让专家瞧瞧才放心……”
自2017大肠癌免费筛查工作
开展以来，报名参检的中老年
市民特别多。记者了解到预
约国庆期间的患者已经达到
数百人。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负责
人表示，尽管报名的人很多，
但医院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完全有能力承接市民的筛查
工作。

□记者 李晓敏

去年开始，郑州市政府将“中
西医结合大肠癌筛查”列入“十件
实事”。数字显示，去年郑州市共
有3万多市民参与筛查，检测出结
直肠癌患者12例，结肠息肉等癌前
病变300余例，其他病变50余例。

为让更多市民受益，郑州丰益
肛肠医院联合本报推出大肠癌免
费筛查活动。初步筛查主要填写
普查问卷、做粪便潜血试验及肛肠
镜检查，对检查结果呈现阳性的患
者，再进行电子肠镜及病理检查。

国庆中秋长假
脊柱微创专家坐诊

过长假，
好身体比啥都关键

刘佃温 主任医师，
教授，硕士生导师。郑州
丰益肛肠医院特聘专家，
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
会副会长，全国中医药高
等教育学会肛肠分会副
会长，河南省中医外科学
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医疗
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曾
荣获“全国中医肛肠学科
名专家”“郑州市五一劳
动奖章”等荣誉。

注：因患者众多，市
民 可 拨 打 预 约 电 话
0371-65795660。

专家
推荐

政府出资，为百姓健康买单

大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中年人更需留意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庞红卫

9月26日，河南省肿瘤医院
建院40周年纪念表彰暨河南省
肿瘤医院专科医联体成立大会
在郑州举行。省肿瘤医院张建
功院长与新郑市人民医院、登封
市人民医院等20家医院的院长
一起，现场签署加入省肿瘤医联
体合作协议。

“我们这个医联体是利用医
院肿瘤诊断、治疗质量控制中心
和河南省癌症中心的优势，通过
开展‘线上+线下’的肿瘤规范
诊疗技术指导，推进县市级基层
医院肿瘤相关学科建设，逐步实
现医联体内诊疗业务一体化、同
质化。”省肿瘤医院医疗发展部
主任张鹏说。

据了解，本次入选成员单位
的20家县级医院，大多配备专
业的放疗加速器，硬件实力较
强，辐射面较广，但普遍存在恶
性肿瘤诊治能力相对薄弱，基层
医生缺乏严格、系统的规范化培
训等问题。

“省肿瘤医院专科医联体建
设的重点工作包括：建立统一的
诊疗质控机制、建立统一的信息
化平台、建立规范化人员培训体
系、建立统一医技检查诊断体
系、建立规范双向转诊机制、建
立责任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建
立项目合作和平台共享机制。”
张建功说，通过一个时期的共建，
将建设一个实现有机融合的医
联体，根据实际病情让肿瘤患者
在体系内实现科学、有序、合理
流动，最终实现省肿瘤医院向研
究型医院转型、县市级医院诊疗
能力提升、肿瘤患者各得其所
（早期、康复期患者转下去，疑难
重症患者转上来）的目标。

河南省肿瘤医院
专科医联体成立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卢炜舟

国庆长假，不少人都会选择
外出旅行。为此，郑州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的专家提醒，出境游
要关注目的地传染病流行状况。

针对国际近期正在流行的
传染病，郑州市疾控中心传染病

防控所副主任医师李国伟称，准
备出境游的朋友，应重点关注如
新加坡、加勒比海地区、墨西哥
等国家（地区）的寨卡病毒病，做
好个人防护，避免蚊虫叮咬；还
应关注沙特等国家的中东呼吸
综合征等传染病高发地区的疫
情，旅行途中尽量避免接触骆驼

等野生动物。
外出游玩特别是前往农家

游玩时，要远离屠宰现场，不自
行屠宰禽畜；不主动招惹陌生宠
物、流浪犬等，一旦被动物咬伤，
及时到正规的狂犬病暴露处置
门诊注射狂犬疫苗，必要时接受
相应的伤口处理。

外出就餐，应到有卫生许可
证的正规餐馆就餐；规律作息，
避免过度疲劳等。如在旅行期
间出现身体不适，尤其是出现发
热和皮疹症状时，应及时寻求医
疗救治，并且告知医生本人的外
出旅行史和动物暴露史。

出境游，提前关注传染病流行状况

71岁的赵老伯下半口缺牙两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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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岁老人半口无牙，种牙、戴牙1次完成
韩国种植体低至4.3折；部分欧美种植体7折再送牙冠。大河爱牙专线：0371-65795671
核心提示丨经过儿子多方打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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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中秋大“放价”，韩国种植体4.3折，部分欧美种植体7折再送牙冠。大河爱
牙专线：0371-65795671。

半口无牙，骨头严重萎缩，还能种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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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导板种植方案
不植骨完成半口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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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丨每年国庆，出游的市民都特别多。省知名肛肠专家刘佃温教授提醒市民,国庆出游，多
饮水、不久坐、少辛辣饮食刺激，才能免受肛肠疾病的困扰。

□记者 李晓敏

□记者 李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