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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楚萌

为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服
务能力，推进高水平科研平台
建设，10月25日，郑州市中医
院聘任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首
席研究员、主任医师、博士生
导师、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973”计划）首席科学家仝小
林教授为医院名誉院长，郑州
市卫生计生委主任付桂荣向
仝小林教授颁发了聘任证书。

早在2014年，该院就特
聘仝小林教授为医院糖尿病
科指导老师，从那以后，仝小
林多次来河南，到郑州市中医
院进行教学查房，开展学术交
流，并带领该院共同致力于糖
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相关研究。

2013年，郑州市中医院牵
头成立了郑州市中医医疗联
合体，成员单位现已发展为78
家。在 10月 25日的聘任会

上，仝小林教授同时被特聘为
郑州市中医医疗联合体首席
专家。

据了解，仝小林今后将为
郑州市中医院中医人才梯队
建设、学科发展方面给予指
导，进一步促进医院科研水平
的提高与临床医疗水平的提
升。此外，郑州市中医院参与
编写了仝小林教授主持的第
一部国际中医药专病诊疗指
南——《国际中医药糖尿病诊
疗指南》，并成为了该指南的
首批推广单位。届时，该指南
也将在郑州市中医医联体内
广泛推广，借用互联网优势指
导基层医生工作，将优势资源
下沉，进一步提升郑州市中医
基层诊疗水平和医疗服务质
量，充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的“坚持中西医并
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要
求。

60岁的曾女士从来没想
到，自己原本觉得已经无望的
膝关节，重新恢复了活力。

洛阳的曾女士是一位风
湿病患者，双膝增生，患病40
余年。她曾到上海、西安、南
京多地求医，病情有缓解，但
长年服药使脏器受到损害。
一次，她不慎右膝扭伤，无法
行走，多家医院诊断需膝关节
置换……偶然的机会，她听朋
友说起了张喜海。

据了解，张喜海是六代中
医传承人，擅长用内病外治中
药热敷治疗颈、腰、膝、股坏
死、强直、风湿、运动外伤等疑

难骨病，不吃药，不打针，不牵
引，不手术。于是，曾女士抱
着试试看的心情，前往治病。
一个月后扔掉了拐杖，四个月
后扭伤的右膝走路能打弯了，
一年后双腿可以交替上楼等
于可以爬山了。

为了帮助更多的骨病患
者，位于郑州迎宾路与田园路
交叉口的张氏中医馆决定，对
患者在周末期间的治疗实行
免费政策，如有疑问，可拨打
0371-55182120 进行咨询。

“精湛医术加地道药材再加上
患者积极配合，疾病治疗才有
显著疗效。”张喜海说。

□记者 李晓敏

自从步入不惑之年，刘先生
的双手便开始不停抖动，而且这
种情况日益加重，发展到后来，筷
子拿不住，笔也捏不住。近日，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被诊
断为特发性震颤的他做了脑起搏
器手术，而这也成为了我省首例
脑起搏器手术应用于特发性震颤
的治疗。

同样是双手抖动，特发性震
颤和帕金森有何区别？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
外科副主任医师陆卫风说，特发
性震颤听上去很陌生，其实这是
生活中常见的运动障碍疾病，同
时也占了“震颤病”中的多数，其

症状容易和帕金森病混淆，因此
漏诊、误诊情况比较常见。

“特发性震颤为姿势性震颤
或动作性震颤，主要发生在身体
的上半部分，最常见的是手部。
此病的主要特点是，拿东西时开
始发生抖动，一旦休息，抖动就停
止。”陆卫风说，帕金森则刚好相
反。帕金森是身体休息时发生抖
动，一旦有动作发生，抖动则停止。

除此以外，特发性震颤没有
肌肉僵硬和动作迟缓，以双上肢
持物时不自主抖动的特发性震颤
更为常见，少数患者表现为特发
性直立性震颤。

怎么预防特发性震颤呢？
“特发性震颤原因不明，和遗

传有关，多数药物治疗无效。”陆

卫风说，对于症状较轻的患者，要
注意情绪，不必过度紧张，愉快的
心情和合理的运动可以延缓疾
病发作。对于震颤严重、影响日
常生活的患者，则可以考虑脑深
部电刺激疗法，即脑起搏器手术。

脑深部电刺激术是在胸前皮
下植入神经刺激器发射微弱电脉
冲，通过延伸导线到达植入脑内
特定核团的电极形成电刺激，达
到即刻控制震颤的目的，这一手
术具有微创、可逆、可调节等优
势，通过手术可以立竿见影地控
制患者的震颤症状，提高生活质
量。目前，该项技术已经非常成
熟，对于特发性震颤的患者来说，
脑起搏器手术在河南的开展，无
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是
困扰老年人视力健康的两大重要
疾病。其中，黄斑病变是可以导
致失明的眼科疾病。然而，有些
老人错把老年性黄斑病变当成白
内障，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张
海军说，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
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病，需具体
病症具体医治。

老年性黄斑病变是黄斑部视
网膜下有新生血管长入所致，其
症状是中心视力减退，有中心暗
点，视物变形。而白内障这种发
生在眼球里面晶状体上的疾病，
则会让患者出现视力减退和视力
模糊的症状。不过，目前的医疗
技术不仅能通过手术彻底治愈白
内障，还能帮助患者改善视力。

张海军说，黄斑病变和白内
障是很好区别的。白内障看东西

时整个都是模糊的，黄斑病变看
东西时则是物体扭曲变形，物体
的四周清楚中间模糊。平时，老
人在家也可自测，即找一张经纬
交织形成相同大小正方形的图
片，遮住一只眼睛测视力，如果视
线全部模糊则是白内障，如果出
现变形或只是某一片地方模糊则
很有可能是老年性黄斑病变。

形成这两种病的病因有很
多，且都具有一定的潜伏性。张

海军说，55岁以上人群应该每年
接受一次眼底检查，特别是“三
高”人群和烟民这样的高危人群，
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在预防上，张海军建议，老年
人饮食可以多吃绿色蔬菜、新鲜
水果等，帮助补充叶黄素，多吃深
海鱼，少吃肉类，平常注意用眼卫
生，不要长时间看电视、手机，避
免在烈日下长时间接受紫外线，
同时避免剧烈运动。

除以上内容外，报名参与种
植牙公开课，还享受镶牙、烤瓷牙
6.9折优惠，并有机会赢取手机、
电饭煲等礼品。需要特别提醒的
是，本次活动涉及的所有优惠，由
于力度过大，都有严格时间限制，

活动结束优惠截止，不接受任何
形式的优惠预留，因此有需要的
读者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
以便享受以下优惠：

1.公开课现场，有 20 颗 2 折
种植牙供活动参与者赢取；

2.签到可领取食用油1桶；
3.镶牙、烤瓷牙6.9折优惠；
4.牙齿矫正最低4999元起；
5.指定隐形矫正5折起；
6.全瓷牙999元/颗！

重阳节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推出不一样的种牙公益活动

重阳种植牙2折 镶牙6.9折 太划算了
赢奖后种植体仅需1160元，镶牙6.9折优惠，仅限重阳节当天，大河报爱牙热线：0371-65795698

核心提示 | 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举行的种植牙公开课，将于明日（10月28日）召开，报名进
入倒计时！到场签到就能领食用油，赢2折种植牙（折后最低1160元/颗），不弄虚作假，实实在在
惠民！另外，还有镶牙、烤瓷牙6.9折、牙齿矫正最低4999元、全瓷牙999元/颗等爱牙优惠！有
需要的读者抓紧时间拨打大河报爱牙热线：0371-65795698报名！

由于多颗牙缺失，62岁的李
老来到唯美口腔种牙。唯美的种
植专家根据他的缺牙位置、数量、
年龄、体质等情况，为他量身定制
了种植方案，选用适合的种植体

和种植技术进行微创种植。术
后，李老高兴地说：“之前听别人
说到唯美种牙一点也不受罪，我
还不相信，自己体验过才知道是
真的！价格也不贵。”

对此，唯美口腔的种植牙专
家表示，种植牙是一项高、精、尖
的医疗技术，专家、技术还有先进
设备缺一不可，因此，老人种牙一
定要到有实力的口腔机构！

种牙找到好机构 不受罪不花冤枉钱

□记者 刘静

唯美口腔的种植牙专家表
示，年龄、体质、缺牙颗数及时间
的不同，都会影响到种植牙方案
的制订，种植牙的选择也并非越
贵越好，而应该是最适合患者身

体情况的！对此，本报提醒广大
读者：在种植牙的选择上，千万不
要盲目！

为了解决种植牙难题，避免
读者陷入种牙盲区，本报联合唯

美口腔于本周六举办种植牙公开
课，与名医面对面，直击种植牙难
题，到场听课还能领食用油，抽2
折种植牙，是读者底价种牙的好
机会！

参与种植牙公开课 直击种植牙难题

真真实实惠民 解决百姓种牙需求

双手不停震颤 未必是帕金森

白内障、黄斑病变大不同
专家建议，55岁以上人群应当每年接受一次眼底检查

疑难骨病必须手术？
中医六代传人张喜海说：NO

仝小林教授受聘
郑州市中医院名誉院长

健康资讯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陈倩

适量饮酒对大多数人的
健康并没损害，若长期过量饮
酒，就会使肝细胞反复发生脂
肪变性、坏死和再生，最终导
致肝硬化，造成消化道出血，
严重的可导致肝癌、肝昏迷甚
至死亡。

32岁的王先生因经常喝
酒，年纪轻轻便患上酒精性肝
硬化。近日，他再次饮酒后，
突感上腹不舒服，喷出一大口
血，面色苍白，意识逐渐昏
迷。经检查，其消化道大出
血，严重休克，重度贫血，合并
严重乳酸酸中毒。据了解，肝
硬化引起严重乳酸酸中毒非
常少见，一旦发生，患者将因

病情迅速恶化而死亡。
患者很快被转入郑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ICU。该院消化
内科副主任医师陈洪超、内镜
护士李景山随即对其实施抢
救。“患者出血量较大，当时血
量仅有正常人的十分之一，休
克及酸中毒使患者随时有生
命危险，如果得不到及时治
疗，存活下来的几率几乎为
零，即便在检查治疗过程中，
患者依然存在极大的死亡风
险。”陈洪超介绍，进行胃镜检
查发现，患者食管胃底静脉曲
张破裂导致了出血，也是最为
凶险的类型。后经紧急手术，
破裂部位出血停止，手术顺利
完成。目前，患者已由ICU转
入普通病房。

多学科联合

酒精性肝硬化合并
严重乳酸酸中毒患者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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