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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陈倩

11月 3日，在广州举行
的中国胸痛中心年度质控颁
奖仪式上，郑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荣获金奖。此次中国胸
痛中心总部和质控中心联
合，对国内通过认证的217
家标准版的胸痛中心进行了
质控排名，并评出金银铜奖。

郑州市一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院自2015年通过中
国胸痛中心认证以来，实行
先救治后收费等诸多措施，
救治效果显著。救治的急性
心梗患者关键指标D2B时间
（患者进医院大门到闭塞血
管开通时间），平均缩短至
60分钟左右（目前国际标准
90分钟），急性心梗死亡率

明显下降。
据介绍，“胸痛中心”是

一个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将与急性胸痛相关的医
疗设备、患者和医务人员连
接起来，优化急救流程，对以

“急性胸痛”为主要特征的如
急性心肌梗死、肺栓塞等心
血管急危重症，进行快速、有
效救治的心脏急症救治联合
体。胸痛中心的运行，使得
胸痛患者在第一时间按照医
学常规和指南进入诊治程
序，得到最及时和规范的诊
断治疗，显著降低胸痛患者
确诊时间，降低急性胸痛患
者死亡率、致残率，缩短住院
时间，以及减少不必要检查
费用，为患者提供最快捷、最
有效及最佳的治疗策略。

花园口腔的李院长说，秋冬季
天气寒冷干燥，持续的低温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细菌的正常繁殖，感
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有利于术后
伤口愈合。因而，秋冬季做种植牙
手术更适合。此外，冬季气温下降，
部分老年人身体虚弱，如果牙齿不
好没法进食，一旦体质下降，抗病力
减弱，病菌便会乘虚而入，引发各种
疾病，所以要及早种牙以绝后患。

□记者 刘静

11月 3日，国家食药监
总局发布通告，经5家药品
检验机构检验，有10家企业
生产的40批次药品不合格。

不合格产品有：标示为
广西圣民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的批号为 160901、170201
的板蓝根片；标示为广西慧
宝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批号为160705的陈香露
白露片；标示为广西恒拓集
团仁盛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批 号 为 160602、160303、
160613、160616、160617、
160710、161004、161007、
161010、161016、161019、
161101、161103的陈香露白
露片；标示为哈尔滨华雨制
药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
为 20150303、20150404、
20150408、 20150501、
20150502、 20150505、
20150601的脑得生片；标示
为黑龙江红豆杉药业有限责
任 公 司 生 产 的 批 号 为

150303的脑得生片；标示为
西安北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的批号为 150101、150202
的脑得生片；标示为兰州和
盛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的批号为20161101的新生
化颗粒；标示为北京亚东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委托安国亚
东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
为 161170022 的新生化颗
粒；标示为天津金虹胜利药
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150407的盐酸萘甲唑啉滴
鼻液；标示为广东南国药业
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160501、160603、160618、
160621、160703、160704、
160706、160708、160710、
160711、160712的盐酸萘甲
唑啉滴鼻液。不合格项目包
括含量测定、性状、微生物限
度、崩解时限、粒度等。

对上述不合格药品，相
关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
施，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
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记者 李燕红

“儿子7岁多，没有长六龄
齿，是不是缺乏营养？”张女士从
11月1日本报AⅡ07《儿童乳牙
早脱，父母该如何应对》一文中
看到：宝宝6周岁左右时，一般会
从口腔内部长出大牙，即“六龄
齿”。她掰开自家孩子的口腔查
看，发现没有萌出的六龄齿，十
分担心。

“六龄齿”指哪些牙齿、会脱
落吗、该如何护理？记者采访了
以儿童口腔护理为主的郑州拜
博农业路口腔医院院长、儿童口
腔专家马贺博士。

“儿童到了6周岁左右，在牙
列最后面萌出的牙齿，即第一恒

磨牙，上下左右各一颗，习惯称
为六龄齿。”马院长说，“孩子六
龄齿的萌出时间大概在6周岁左
右，上下会有一个浮动空间。7
岁多没长六龄齿属于正常现
象。家长如果担心，可以带孩子
到医院检查一下。”

六龄齿是孩子最早萌出的
恒牙，对孩子其他恒牙的萌出和
排列有定位作用，同时对于孩子
牙齿的正常咬合、上下颌骨及面
部的正常发育有重要的影响。
六龄齿以其超强的咀嚼功能和
咬合力陪伴孩子一生，需要引起
家长重视。马贺博士说：“刚刚
萌出的六龄齿矿化程度差、颌面
窝沟深，较易形成龋齿。因此家
长一旦发现孩子长六龄齿，除了

要帮助孩子保持口腔卫生外，最
好到医院采取预防性措施——
窝沟封闭，填平咬合面深的窝
沟，使食物残渣和菌斑没有藏身
之地。”

六龄齿萌出的时候，一般乳
牙还没有脱落，大多数家长会误
认为是要替换的乳牙，对其关爱
不够，而六龄齿一旦龋坏程度严
重，会造成脱落或需拔出，形成
永久性缺牙的严重后果，将会影
响颌骨发育，引起邻牙倾斜以及
颌牙伸长造成咬合关系紊乱。

“所以孩子刷牙时，要着重刷净
六龄齿的颌面和颊面，家长争取
半年带孩子做一次口腔检查，做
到填补预防，发现龋齿及早治
疗。”马贺博士说。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前几天，80岁的路老先生像
往常一样起床洗漱，但突如其来
的眩晕让他连最平常的走路都
无法进行。随后经郑州市第三
人民医院眩晕诊疗室专家检查
发现，路老先生患了耳石症。

据该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听力眩晕技师刘金环介绍说，经
过对路老先生的进一步诊断，发
现老人的眩晕是由耳石症引起，
并且是较为罕见的水平半规管
壶腹脊顶耳石症。后经刘金环

正确规范的复位手法，目前路老
先生已恢复正常生活。

刘金环说，耳石症的专业名
称叫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
在人的内耳里，除了耳蜗还有前
庭和半规管。前庭中有感受直
线加速度运动的结构（椭圆囊和
球囊），半规管里有感受正负角
加速度的结构。椭圆囊、球囊囊
斑上的以碳酸钙结晶为主的颗
粒（耳石）脱落进入并刺激半规
管内的淋巴流动，就会导致耳石
症的发生。

临床上，耳石症多见于中老

年人，常发生在头位变化的情况
下，比如翻身转头、坐位躺下、卧
位坐起，症状多持续在60秒以
内。此病是一种良性自限性疾
病，常在一次至多次剧烈眩晕后，
症状逐渐减轻，可表现为一过性
眩晕、头重脚轻、头闷涨等不适。

“黄金种牙季，花园感恩礼”活动启动 本报联合花园口腔携手全球知名种植体厂家回馈读者

这个月来花园口腔种牙，时机好、省钱多！
种植牙每5000元送2000元，假牙清洁护理+口腔内窥镜检查=1元，大河报种植牙热线0371-65796286

核心提示丨种植牙满5000元送2000元，
满10000元送4000元，限100名！补牙补1
颗送1颗……11月23日是感恩节，老年人种植
牙专业机构花园口腔联合本报感恩读者，携手
德国、瑞士、韩国种植体厂家推出一系列惠民活
动。名额有限，时间有限，预约请拨打大河报种
植牙热线0371-65796286。

□记者 刘静

郑州紫荆山路一小区，78
岁的刘大妈原本嘴角凹陷，这
两天突然面部轮廓饱满，面色
红润，看起来像年轻了十多
岁。这一变化引来邻居的围
观，仔细打听才知道，缺牙10
年的刘大妈在花园口腔种了
牙。

据说，刘大妈在儿子的带

领下，从去年就开始奔走于各
口腔机构，可是因为牙槽骨萎
缩严重，年纪又大，医生们都
不敢“冒险”种植，纷纷婉拒。
最终，她在花园口腔完成了半
口种植牙手术。现在，熟人一
见面就说她至少年轻十多岁，
也有人叹道“70岁和60岁就
是一口牙的距离”。

刘大妈缺牙10年了，儿子
早就建议她种牙。舍不得花
钱的刘大妈一直拖、忍、扛，就
这样牙越掉越多，从缺牙3颗
到缺半口牙。近来，听说花园
口腔要做感恩节活动，种植牙
满5000元送2000元，进口种
植牙才 2980 元！“不能再等
了，时机不等人。”刘大妈决定
来花园口腔种牙。

“我妈最怕疼，种牙时能
不能尽量轻一点儿。”儿子请
求李院长，别让老母亲受罪。

“90岁的老人还在这儿种牙
呢，况且种一颗牙的切口还没
米粒儿大，不用担心！”李院长
一席话打消了母子俩的顾
虑。李院长用的是SMI超微
创种植牙，切口小、出血少、愈
合快、舒适感强，种4颗牙根用
了1个小时。牙根上戴上覆盖
义齿，原先干瘪下垂的嘴角立
刻饱满了，看起来年轻多了。
刘大妈一算账，和其他医院相
比，省了一辆电动车的钱。

邻居纳闷：七旬老太太咋突然年轻十多岁？

缺牙10年咋才想起种牙？时机好+省钱多！

专家提醒：
秋冬季种牙不误进补享口福

花园口腔联合本报11月“黄金
种牙季，花园感恩礼”活动已启动，
全城更多优惠可电话预约：

1.1元享假牙清洁护理+口腔内
窥镜检查，补牙补1颗送1颗；

2.全球知名种植体厂家感恩患
者，种植牙每满 5000 元送 2000 元，
限100名；

3.厂家特别赞助，进口种植牙
感恩价2980元/颗，限100颗；

4.传统矫正享7.5折优惠，隐形
矫正满10000元补贴3500元。

花园口腔11月感恩 全城更多优惠

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通告

40批次药品被检出不合格

孩子7岁多，咋没长六龄齿？

不明原因眩晕

八旬老人患罕见耳石症

中国胸痛中心公布
年度质控获奖名单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获金奖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廉万营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
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生活方
式改变及人口老龄化，我国
糖尿病患病率正在呈快速上
升的趋势，成为继心脑血管
疾病、肿瘤之后的第三大严
重危害健康的慢性疾病。

为让患者了解糖尿病的
日常管理及并发症的防治知
识，11 月 10 日 15：00~17：

00河南省中医院将在该院2
号病房楼 1 楼会议室举办

“糖尿病日常管理你做到了
吗”健康公益讲座，由该院内
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白清、副
主任护师姚玉红主讲。讲座
内容：1.糖尿病有哪些危害；
2.糖尿病如何进行日常管
理；3.糖尿病的饮食与运动；
4.糖尿病患者药物治疗与病
情监测；5.如何预防糖尿病
并发症。

来听听
糖尿病的日常规范管理

一周用药报告

公益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