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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辉

11月4日，由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成立的消
化肝病中西医诊疗创新专科联
盟在郑州成立，来自全省的101
家联盟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和省
内外专家学者共同见证了这一
造福患者的盛会。

据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脾胃肝胆病科主任赵文
霞教授介绍，联盟将依托中原消
化、肝病论坛、消化特色治疗室、
远程会诊系统、国家名中医指导
老师及多位省著名专家等优势，
定期举办各种学术会议、新技术
学习班、远程会诊，重点推介新
进展、新成果、新规范、新理论
等，使联盟单位的各种中医（中
西医结合）操作技术更加规范，
共同推动河南中医（中西医）肝
病事业发展，造福河南消化肝病
患者。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党委书记翟剑波教授表示，
消化肝病中西医诊疗创新专科
联盟的成立，可促进各地医疗机
构的深度合作，有效整合区域内
医疗资源，为基层学科发展提供
了有利平台，从而提升基层医疗
机构整体科研能力和临床实践
水平。

线索提供 陈璐 毋杨

双11种牙福利：抢先预约特价种植牙，100颗进口种植体超低价种、种、种

省种植专家吴豪阳、刘兴国教授
11月9~11日亲诊 免方案设计费
全省广征全口、半口、多颗、高龄、疑难缺牙者，大河报植牙热线：0371-65796135

核心提示丨双11期间，本报联合德贝植牙请来资深专家为您种好牙！特邀郑大一
附院省口腔医院种植科主任吴豪阳教授、省人民医院口腔种植科主任刘兴国教授强强
联手，于本月9日、10日、11日亲诊，免专家挂号费、方案设计费、会诊费等。种植体厂
家特推出100颗进口种植体超低价种植，抢约大河报植牙热线：0371-65796135

只做种植牙的德贝植
牙，整合自身国际化资源平
台，在设备引进、团队组建、
技术研发方面大力发挥应有
实力，对牙齿种植实行严格
标准与精细考量，成熟运用

计算机 3D 导航技术，更专
业、严谨。种植牙不仅对植
牙医生专业实力、临床成功
经验要求高，在无菌和硬件
要求上远远高于普通门诊，
必须配备进口 3D 口腔 CT

机、种植机及专用植牙手术
室等。德贝秉承德系精工品
质，每颗牙都经过几十道严
格工序，从全面检查、方案订
制到手术全程操作均由北
大、省内知名种植专家负责。

种植牙是一门对自身条
件要求极高的学科，血压、血
糖、骨宽度、骨密度、骨高度、
骨吸收等诸多因素决定是否
适合种植牙，德贝植牙特设
80~105岁高龄/高难种牙学
科。全国最高年龄104岁缺
牙者种牙便是出于德贝植牙
首席专家、国际植牙专家资
质认证的全球60位特级专家
之一ZannarOssi博士之手。

70多岁的刘老先生做了

半辈子生意，好容易让儿子
接手，该享清福了，牙齿却接
二连三地掉，剩下的老牙也
开始捣乱，吃点热的清淡饭
菜，牙都疼得像针扎一样。
家人多方了解后，得知郑大
一附院省口腔医院吴豪阳教
授定期在德贝植牙亲诊，而
且免专家挂号费、方案设计
费等，关键是不用排队挂号。

经进口3D口腔CT详细
数据采集，身体指征检查，刘

老先生的重度牙周炎没从根
本上消除，牙槽骨损坏严重，
局部牙槽骨因缺少咀嚼力刺
激，很快萎缩。吴教授先为
炎症较轻的牙齿做根管治
疗，脱落的半口牙齿采用“即
刻种·即刻用”微创无痛先进
技术，将损坏牙槽骨清创、植
骨后，通过 3D 打印种植导
板，精确植入种植体，微创、
无痛，种好就能吃火锅，刘老
先生直夸“真中”。

□记者 刘静
只做种植牙，所以更专业

种植牙名医荟萃，特设80~105岁高龄、高难种牙学科

本周特征集全口、半口无牙、多
颗牙缺失、高疑难种牙案例，由吴豪
阳、刘兴国教授亲诊，制定种牙方
案、手术，并联合厂家推出100颗种
植体超低价巨惠种植，机会难得！

抢约吴豪阳、刘兴国教授亲诊
名额，抢低价种牙

德贝植牙首席专家
省人民医院口腔种植
科主任
省口腔医学会种植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德贝植牙·名医堂

德贝植牙首席专家
郑大一附院省口腔医
院种植科主任
省口腔医学会种植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吴豪阳 教授
坐诊时间：11月10日

刘兴国 教授
坐诊时间：
11月9日、11日

探索中西医创新诊疗一体化

打造消化肝病
专科联盟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薛蒙蒙

女性爱美，会使用面膜来护
肤，但是郑州人民医院皮肤科主
任黄玉成提醒，过度依赖面膜护
肤，也可能会导致激素依赖性皮
炎。如果出现以下症状就可能
患了激素依赖性皮炎：

1.遇热难受。皮肤遇热后
迅速出现弥漫性的发红、发痒、
发涨感、无法呼吸感，犹如千万
只蚂蚁行走在面部一样，又如被
扼住脖子无法呼吸般难受。

2.皮肤黑斑。这是激素依
赖性皮炎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之
一，该症状是由于患者使用的激
素药膏或用品内含有大量激素，
这些激素在肌底产生大量色素，
一旦没有激素控制，肌底的色素
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出来。

3.皮肤早衰。长期使用激
素，会导致皮肤的各种蛋白纤维
断裂。蛋白纤维断裂，会造成皮
肤松弛、毛孔粗大、皮肤缺水、皮
肤粗糙的现象，进而形成大量皱

纹，严重的患者甚至会出现二十
几岁的皮肤，五十几岁的肌龄。

4.红血丝。面部像爬了无
数红色蚯蚓一样。

5.皮肤变薄。激素会导致
蛋白质分解，最终使患者的皮肤
变得非常薄，抵抗力下降。

6.多毛症。激素有增强汗
毛生长的作用，因此激素依赖性
皮炎的另一临床特征，就是导致
汗毛变粗、变多。长期使用激素
类外用药膏，可以导致皮脂腺异
常旺盛分泌。

7.其他继发症。皮肤受到
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毒害后，抵抗
力会大大下降，进而出现痤疮、
多油、疹子等激素皮炎继发症。

“激素依赖性皮炎和很多皮
肤病的发病症状都很相似，所以
单纯的症状并不能作为唯一诊
断标准，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来
具体判断。”黄玉成说，如果曾长
期或正在使用功效性、速效性的
化妆品、护肤品、面膜等产品；或
者对激素类药膏产生依赖性，患

病部位必须经常涂抹含有激素
的药膏，无法停止使用，一旦停
用皮肤就会出现各种难受症状；
发病部位伴有皮炎、湿疹样病
变；按皮炎、湿疹去治疗，不但无
法治愈，还越治越重，那就足以
说明已经患有激素依赖性皮炎
了。如果有一种以上症状，说明
激素依赖性皮炎已经很严重了。

什么样的面膜会导致激素
依赖性皮炎?黄玉成说，速效面

膜，如“速效祛斑”“速效美白”
“速效脱敏”“速效祛痘”等强效
型面膜等护肤品一定要提高警
惕，一旦使用含有糖皮质激素的
面膜，皮肤就会出现潮红、丘疹、
脓疱、皮纹、脱屑等皮炎等症状，
此时应尽快停止使用。

黄玉成提醒，如果需要使用
面膜来改善肌肤状况，一定要远
离速效诱惑、远离低价诱惑，远
离激素依赖性皮炎。

“速效”护肤品 或让皮肤产生依赖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华小亚

近日，由郑州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牵头
的河南妇幼乳腺病防治联盟正
式成立，来自全省的88家医疗
机构成为联盟成员单位。

河南省乳腺保健与疾病防
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大三
附院乳腺一科主任冯爱强说，今
后，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将对联盟
单位做到资源共享、深入合作，
切实提高基层医院乳腺专业的
诊疗水平，努力提高我省的乳腺
疾病防治水平。

冯爱强介绍，近年来，随着
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生活节奏
的加快及环境因素的改变，男性
乳腺疾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由于人们多脂、高糖、高蛋白的
饮食结构，特别是外源性雌激素
或类雌激素的摄入，造成了体内
雌激素水平增高，继而造成男孩
的乳房内脂肪堆积并伴有腺体
组织发育，严重的甚至产生类似
女性的乳房外观。

仪式当天，第七届河南乳腺
病论坛暨乳腺疾病规范化诊治
新进展学习班也拉开序幕，来自
省内外的 10余位乳腺专业大
咖做了精彩的讲座。

我省成立
妇幼乳腺病
防治联盟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邢璐

近日，我国著名神经肌病与
神经电生理学家、河南大学附属
郑州颐和医院名医堂专家宋新
光教授等确诊了一例罕见肌病。

患者为一名六岁男童，自小
就只能踮脚走路，给日常生活造
成了极大困扰。父母曾带他到
多家医院就诊，但均未能得到确
诊。经人介绍，孩子家长带其前
往郑州颐和医院，找到宋新光教
授。宋教授通过系统查体，发现

该患儿双侧踝关节固定，双脚不
能放平，呈踮脚状态，Gower氏
征（+），其他未见异常。

患儿曾在北京某医院就诊，
通过肌肉活检，电镜诊断：病理
改变较轻微且不具有疾病特异
性。排除包涵体肌炎、线粒体肌
病、脂质沉积病及糖原累积病。
基因检测也不支持Duchenne
型假肥大型肌营养不良症。但
该患儿肌酶高，其中肌酸激酶是
常人的3倍以上，乳酸脱氢酶是
常人的4倍。

宋新光教授及郑州颐和医
院神经电生理检查室的医生，为
患儿做了详细的神经电生理检
查，结果显示为“肌源性损害肌
电图”。次日，复查结果相同，仍
是肌病改变。

经过宋教授及多名专家会
诊，建议给患儿及其父母做“亚
外显子基因检测”，内含44个基
因。检测结果显示，患儿的
LMNA 基因发现一处杂合突
变，而其父母均无此突变，提示
该患儿是单一位点的从头突变，

不是从父母处遗传。结合其双
跟腱挛缩的典型症状体征，确诊
为 Emery-Dreifuss 肌营养不
良症，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肌
病。Emery-Dreifuss 肌营养
不良，最主要特点是早期出现严
重的关节挛缩，累及颈椎、肘、
踝、腰椎等关节，使患者出现特
殊的行走姿势。另一个特点是
心脏受累早，表现严重的传导阻
滞，心动过缓，心房纤颤，需要安
装起搏器。疾病缓慢进展，常因
心脏病死亡。

男童自小踮脚走路 原是患罕见肌病

行业资讯

专家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