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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晓敏

近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与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正
式签约，之后，两家共建平台、共
享数据、共同交流，为患者提供
更好的服务。

“在目前的医改形势下，我
们要建立医联体、医共体、专病
医联体等，病理科同样要建立独
立中心。”郑大一附院院长刘章
锁说，医院前期在全省每个县投
放了病理设备，力争做到病理的
同步化、同质化、规范化，要达到
这种目的，就要做好远程的病理
诊断和会诊。此次和克利夫兰
医学中心合作，共建远程会诊，
对医院来说是一件很大、很好的
事情，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病理医
学检验部Dr. Kilpatrick 教授
表示，很高兴能分享中国医院优
质的、多平台的远程病理会诊。
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宗旨是为
病人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我
们希望这样的使命不仅仅适用
于美国的病人，同样适用于全球
的病人。”

Dr. Kilpatrick教授说，远
程是医学的未来，病理学的未来
就是远程病理，这个新的技术不
仅会逐渐取代传统的显微镜，而
且已经验证了对病人的隐私有
很好的保护作用。

据了解，随着数字化信息技
术的进步，病理医师手中的那张
小小的玻璃切片可以转化为数
字图片，通过网络，与美国病理
专家共同会诊。郑大一附院与
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共建的“国际
远程病理会诊中心”，就是基于
此原理，构建了数字化远程病理
会诊平台，让两国病理专家团
队，为医生和患者提供疑难病例
远程病理会诊及咨询。

线索提供 曹咏 符臻臻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彭永强

近日，“我们在行动·我们共
分享——2017中国医院院长改
善医疗服务高峰论坛”落幕。会
议对全国优秀医院进行了表彰，
其中，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荣
获了“2017年度全国优质服务
示范医院”。在河南，此奖属于
唯一，全国仅14家医疗机构获
此荣誉。

据悉，除了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荣获“2017年度全国优
质服务示范医院”之外，郑大一
附院在此次会议上获得“2017
年度全国改善医疗服务最具示
范案例”奖，河南省肿瘤医院获
得“2017年度全国优质服务示
范科室”称号等。

□记者 林辉

对大多数新生儿来说，黄疸
就跟长痱子一样普通，很快就
好。但新生儿患溶血症黄疸，一
定不能小觑。专家建议，为避免
这种状况的出现，想要孩子前，
夫妇双方最好先验血。

“孕期母亲血液中的抗A或
抗B成分进入胎儿体内，与胎儿
的A或B型抗原物质结合后对
红细胞产生破坏，造成胎儿溶
血。”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输血
科主任李洁平介绍说，溶血产生
的大量非结合胆红素，可通过胎
盘经由母体排泄，因此出生时可

无黄疸，但出生后由于自身生理
特点，婴儿体内非结合胆红素的
产生较多，排出能力却较弱，所
以很快就表现出以皮肤、巩膜发
黄为主要特点的黄疸。在我国，
ABO溶血较常见，其中母亲血
型为O型，父亲为非O型的宝
宝更易发生。

李洁平说，溶血造成的黄
疸，往往在出生后24小时内就
可出现，并迅速加重，通常48小
时内就从面部蔓延至全身及巩
膜，口服药物效果欠佳。此时家
长不可轻易将其视作普通黄疸，
若在患病期间发现孩子出现拒
乳、嗜睡、抽搐、尖叫、两眼无神

或凝视、四肢僵直或角弓反张等
症状，更要高度重视，积极就医。

“患儿还可能出现不同程度
的贫血。”李洁平说，贫血的程度
一般较轻，有时早期症状不重，
但到出生后2~6周发生晚期贫
血，或到出生后8~12周时“生理
性贫血”表现得特别严重。若贫
血严重，宝宝处于缺氧状态，心
肺负担加重，会有呼吸急促、心
跳加快、心脏扩大等表现；溶血
甚者，出生前就已有显著贫血和
水肿。

溶血还会导致红细胞寿命
缩短，这类患儿红细胞寿命仅
35天左右，正常为120天左右，

红细胞、血红蛋白等无法满足身
体需求，髓外造血机制启动，即
肝脾参与储血、造血，故而发生
代偿性增生、肿大。

最后，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产科主任蒋素玲提醒，常规检测
夫妇双方的血型、在产前对孕妇
进行ABO血型抗体以外的不规
则抗体筛查至关重要！一方面
可以预测新生儿溶血病的发生，
提前制订最合适的治疗方案；另
一方面对不规则抗体阳性的特
殊产妇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针
对性的备血，预防生产时大出血
无血可用的情况发生。

线索提供 张琼李 宁陈燕

种植牙价格贵也是比较显
著的问题。为此，本报联合唯美
口腔，严格选取100颗高质量进
口种植牙，每颗包干价仅需3800

元（包含种植体、牙冠、基台
等）。由于限时限量，有需要的
读者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预约，
以便享受以下优惠：

1.免费口腔检查，免费全景片；
2.种植牙包干价3800元/颗；
3.预约到院即可领取有机小

米1袋！

□记者 林辉

在我国，肩膀痛经常被认为
得了“肩周炎”。然而，现代医学
的发展告诉我们，绝大部分肩膀
痛不是肩周炎，而是由肩袖损
伤、肩峰撞击症、肩关节不稳等
十余类疾病引起。

更重要的是，每一类疾病都
有不同的症状和治疗手段，有不
同的运动锻炼方法和禁忌动
作。例如，当你的肩膀外展上抬
到一定的角度会出现疼痛，而活
动度正常，你可能得的是“肩峰
撞击症”；而当你的肩膀出现“疼
痛、上举无力、静息痛、夜间痛”

时，你得的可能是“肩袖损伤”。
需要提醒的是，上述两种病

都应避免做上肢超过头顶的活
动，如打球、游泳、拉吊环、甩手
臂等活动，否则可能会造成肩袖
损伤加重，甚至造成肩袖撕裂需
要手术的严重后果！

生活中，因肩膀痛被误诊为
“肩周炎”，导致误治、盲目运动、
病情恶化的现象非常普遍。为
此，坐落于郑东新区农业东路与
平安大道交会处的郑州颐和医
院特举办“肩痛大讲堂”——“肩
膀痛不等于肩周炎”健康知识讲
座，讲述肩关节疼痛的诊治误区
及新进展，由该院中国医药教育
协会肩肘运动医学委员会郑州
规范化培训基地主任委员、关节
与运动医学科黄遂柱主任医师
主讲。

讲座之后，还会有医院精心
编著的肩痛患教手册、DVD光

盘和精美提包免费赠送给大家，
专家将在现场接受患者及家属
咨询，帮助解惑释疑。

专家介绍：黄遂柱，主任医
师，医学博士(师从上海交通大
学戴尅戎院士)，硕士研究生导
师，郑州颐和医院副院长兼骨三
科主任。从事骨科临床工作近
30 年，主攻运动医学和关节外
科，有近 5000 例关节镜手术经
验。曾到法国、中国香港等地学
习关节镜和关节置换手术。担
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肩肘运动
医学专业委员会郑州规范化培
训基地主任委员及河南省医师
协会骨科分会关节镜学组组长。

专家门诊时间：周二、周四
上午

讲座时间：11月11日上午9
点～11点

讲座地点：郑州颐和医院D
座颐和会堂

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关爱缺牙老人掀秋冬种植牙热潮

高品质低价格 种植牙就是要实在
种植牙包干价3800元/颗，仅100颗，限时限量抢，实力派专家亲自种 大河报爱牙热线：0371-65795698

核心提示 | 进入秋
冬季节，市民对种植牙的
需求量大幅提升，但好的
种牙机构、专家难找，种
植牙贵等问题也伴随而
来！为了替市民解决这
些难题，本报联合省内知
名口腔机构——唯美口
腔推出进口种植牙包干
价3800元/颗！所有种
植牙均由唯美口腔实力
派种牙专家亲自种植，一
经种植终身维护！只有
100颗，限时限量，有需
要的读者，抓紧时间拨打
大 河 报 爱 牙 热 线 ：
0371-65795698！

由于两侧大牙都掉了，62岁
的李大伯吃饭只能用假牙一点
点磨。“根本不敢使劲，一使劲假
牙就掉，更别提吃肉了！我来种
牙，就是听说种植牙能啃骨头！”

提到自己下决心种牙的原因，李
大伯这样告诉记者。

专家介绍，种植牙作为牙齿
缺失的首选修复方式，的确可以
恢复到像天然好牙一样的咀嚼

力，帮助缺牙老人寻回健康好口
福。从长远来看，对老年人的身
体健康和寿命长短都有利。正
因如此，老百姓对于种植牙的需
求量才会逐年攀升！

面对当下的种牙热，专家特
别提醒：种植牙是一项高精尖的
齿科技术，并不是想种就能种，
尤其是对于部分严重骨吸收、上
颌骨缺损的老年人来说，种上一

口好牙相当棘手，对种牙医生的
技术、经验，以及设备要求也格
外高，可以说，这些条件能决定
种植牙的成败及后期使用效果。

为了让市民放心种植牙，唯

美口腔对种牙流程、就诊环境、
收费、技术、手术室标准层层把
关，并优选实力派专家亲自种
牙，使得种植牙能像天然好牙一
样坚固，且使用寿命更长！

62岁老人急种牙 原来是为了啃骨头

各方面层层把关 让种植牙更坚固耐用

拒绝低价陷阱 老百姓种牙就要实在

□记者 刘静

郑州颐和医院“肩痛大讲堂”秋季开课了——

肩膀痛不等于肩周炎，你知道吗？

想生宝宝 夫妇最好先验血

□记者 林辉

有些女性更年期不仅有潮
热、烦躁的毛病，还有很多身体
其他部位的不适，比如头痛。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

病医院马云枝教授说，这时要看
头痛是不是某种疾病引起的，先
做一下相关检查。排除了其他
疾病，仅仅是更年期引起的话，
就可以从中医的角度来处理。

“更年期女性头痛发作，一

般位置都不固定，睡眠不好是发
病的原因。睡眠不好，就会引起
代谢紊乱，继而会容易长斑。所
以，患者需要采用‘滋水涵木’的
方法。”马云枝说，一方面，可以
用六味地黄丸来滋补亏虚，另一

方面，对于特别爱发火的患者，
要用“重镇潜阳止痛法”，把阳
气、火气潜到水底，也就是压住
火，止住痛，然后再慢慢滋阴，滋
肾水以养肝木，标本兼治。

线索提供 陈璐 毋杨

更年期女性头痛失眠 需养肝

郑大一附院与美国克利夫兰
医学中心签约

国际远程病理
会诊中心揭牌

2017全国优质服务示范医院

我省医院获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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