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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华医学会临床药
学分会换届选举会议在郑州
举行。会议上，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席赵杰教授当选为第三届中
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主任
委员，药学部主任张晓坚教授
当选常务委员。郑大一附院
也因此连续三届成为中华医
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主任委员
单位。

赵杰，博士，二级教授，主
任药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
卫计委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远程医疗
信息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长期以来，他一直从事医
院临床药学、医院管理和远程
医疗研究和实践工作并取得
杰出成绩。

作为中华医学会临床药
学分会主任委员单位、首批国
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实
施单位，郑大一附院药学部近

年来在阚全程教授、赵杰教授
等带领下，密切跟踪国内国际
药学发展前沿，不仅形成了高
水平的人才梯队，同时，药学
智能化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学
科区域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
强。

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
究所发布的全国最佳专科排
行榜中，该院临床药学学科
2015年度、2016年度连续两
年排名全国第二。中华医学
会临床药学分会自成立以来，
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医改政策，
密切跟踪国际药学发展前沿，
定期举办精品年会等学术交
流活动，策划组织了大范围的
大样本调查、多中心合作研
究，探索开展了全国临床药师
规范化培训工作，不断加强国
内、国际药学交流与合作等，
对促进我国临床药学专业的
学术交流、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科研创新、规范用药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万道静

11月 19日，由河南省儿
童医院举办的河南省医院协
会儿童医院第二次会员代表
大会、河南儿科医疗联盟第五
次理事会议暨中原儿科发展
高峰论坛在郑举行。来自河
南省医院协会儿童医院（科）
分会全体委员、河南儿科医疗
联盟全体理事，各成员单位负
责人共800余人参会。

据介绍，此次高峰论坛共
设一个主论坛和四个分论坛
（小儿外科论坛、儿急救分论
坛、儿科护理论坛、医院管理
论坛），与往届论坛相比，内容

更加丰富，学术氛围更加浓
厚，与会人员可以根据所需进
行学习交流。来自国内的知
名儿科专家，就2017年AC-
CM脓毒性休克最新指南、经
鼻导管高流量呼吸支持治疗、
先天性巨结肠的诊治等课题，
和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分
享。在此期间，河南省医院协
会儿童医院第二次会员代表
大会如期举行，河南省儿童医
院再次当选为主委单位，周崇
臣当选主任委员。

河南儿科医疗联盟自成
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此次
理事会上，又有54家医院加
入，目前增至193家成员单位。

□记者 李燕红

“儿子7岁，最近总是舔松动
的两颗门牙。听说孩子经常舔，
会使新长出的牙齿歪歪扭扭。
怎样才能让孩子长出一口整齐、
美丽的牙齿？”乐乐妈妈打电话
咨询。乳牙换恒牙，父母应该怎
样做，才能帮助孩子长出一口整
齐、漂亮的牙齿？

郑州拜博农业路口腔医院
院长、儿童口腔专家马贺博士告
诉记者，导致孩子恒牙萌出不整
齐的原因除了先天遗传外，与孩
子的不良习惯和患某种疾病有
重要关系。“乳牙在将掉未掉、恒
牙萌出时，只需50克的力就可以
造成牙齿的移动。孩子用舌头

舔牙齿的力量达到了500克，足
以使牙齿的位置发生改变。家
长一旦发现换牙期孩子有经常
舔牙齿、咬唇、吃手指头、偏侧咀
嚼等不良习惯，一定要及时纠
正，以防牙齿排列不整齐。”

除了上述不良习惯外，还有
一些疾病也会影响到孩子的牙
齿整齐。如孩子患有鼻炎、腺上
体肥大、扁桃体肥大等疾病，导
致孩子鼻腔呼吸不畅而张口呼
吸。“张口呼吸时，空气直接从口
腔进入，会形成孩子颚盖高拱，
牙弓狭窄，上前牙前凸等现象。
家长一旦发现孩子经常张口呼
吸，尽快带孩子到儿科、呼吸科
进行检查。如有疾病，应尽早治
疗。”马贺说：“还有一些孩子张

口呼吸是一种呼吸习惯。家长
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帮助孩子
改正张口呼吸的毛病。”

有些家长看到孩子的恒牙
萌出不整齐时，会在家用力地掰
正。这种方法是否可行？马贺
博士告诉记者：“牙齿在替换的
过程中慢慢建立咬合关系，有时
会出现暂时性错位咬合，在牙齿
发育过程中会逐渐自行恢复。
不能自行调整错位咬合，需要在
专业的医生指导下，进行矫正。
家长如果盲目地掰，将会适得其
反。”

最后，马贺建议，若想让孩
子长出一口漂亮、整齐的牙齿，
平时一定要注意口腔卫生，不要
让宝宝形成龋齿。

□记者 林辉

为促进河南肛肠学科协
同发展，促进医疗资源共享和
创新人才培养，提升区域肛肠
专科水平，加强肛肠疾病学术
交流，11月18日，“中国民间
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肛肠
分会河南工作部成立大会”在
郑州举行，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肛肠病诊疗中心
主任张相安教授当选首届主
任委员。

宋光瑞教授、张东岳教
授、王旭教授、陈德柱教授、曹
建西教授、赖象权教授、石荣
教授、张苏闽教授、昝久斌教
授等肛肠病名家积极参加本
次大会，进行学术交流，加快

了河南肛肠病尤其是中医、中
西医结合诊疗方面及医学研
究的整体发展。

当天，由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牵头发起，省内
158家医疗机构共同加盟的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肛肠专科联盟也在郑州成立。

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
院长朱明军教授表示，联盟成
立后，将发挥成员单位在肛肠
专业的医教研优势，推广肛肠
专科诊疗规范，实现优质医疗
资源的共享共用和医疗质量
标准的均质化，将成为促进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优化分级诊
疗制度、解决百姓“看病难、看
病贵”难题的一项有力保障。

线索提供 毋杨 陈璐

□记者 刘静

11月 17日，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经天津
市药品检验研究院等4家药品检
验机构检验，标示为广西纯正堂
制药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生产的
39批次药品不合格。

不合格产品的标示生产企
业、药品品名和生产批号为：广
西纯正堂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批 号 为 626042、 626049、
626057、 626072、 626074、
626075、 626080、 626082、
626083、 626084、 626085、

626086、 626087、 626088、
626090、 626091、 626092、
627001、 627003、 627004、
627005、 627006、 627009、
627010、 627012、 627013、
627014、627020的愈酚喷托异
丙嗪颗粒；广西金页制药有限公
司生产的批号为170101的咳特
灵片和广西润达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的批号为170305的咳
特灵片；江苏普华克胜药业有限
公司生产的批号为161004的利
巴韦林滴眼液；吉林双药药业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的 批 号 为
20150103的人工牛黄甲硝唑胶

囊；甘肃岷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的批号为161101、161102、
161104、161106的消炎退热颗
粒；广西圣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的批号为170401的消炎退热颗
粒；佑华制药（乐山）有限公司生
产的批号为 160901 和 160904
的愈酚喷托异丙嗪颗粒。不合
格项目包括含量测定、装量、微
生物限度、溶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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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用药报告 39批次药品被通告不合格

换牙期孩子 如何“换”出一口美丽牙齿

赵杰当选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主任委员

我省再增一位国家级主委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曹咏 周厚亮

肛肠疾病名家聚郑
共推河南诊疗新发展

河南儿科医疗联盟
成员增至19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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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 2000 元,限
100名；

3.厂家特别赞助，进口种植牙
感恩价298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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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一口假牙，囫囵吞饭十余年，孝顺女带老父花园口腔种牙

牙齿掉光，八旬老人咋会一天“长”新牙？
花园口腔种牙满5000元送2000元，满10000元送4000元 大河报种牙热线：0371-65796286

□记者 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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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老年人种
植牙专业机构，花园口腔联合大河报感恩郑州市
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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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过完 80 大寿的周大
爷，最大的愿望是吃顿排骨！
这对于普通人再正常不过的
事，对周大爷来说却很奢侈！
周大爷二十年前牙齿开始脱
落，如今一口牙已经相继“下
岗”，靠着假牙，老人度过了十
余年囫囵吞饭的日子。年轻
时最爱啃的排骨，已经多年没

吃过了！
“戴着一口假牙，每天只

能喝粥度日，再多的山珍海味
也无福消受。”遇到节庆想吃
点好的，周大爷的女儿只能带
他去粥店喝点粥，吃点熬烂的
肉末。多年来，周大爷最大的
愿望就是开开心心地吃顿红
烧排骨！

周大爷的女儿吴女士带
他来到花园口腔，要为他种一
口新牙！80岁高龄的老人种
牙，难度较大，之前吴女士带
老人去了三四家医院均遭拒
绝。原因是周大爷年纪大，身
体条件不好，牙槽骨问题也比
较严重，一般的医生不愿意冒
险。

“高龄老人种牙，身体耐
受力有限，但在花园口腔不算
特例。”花园口腔的李院长是

老年人种植牙专家，经他手种
牙的患者平均年龄就在80岁
左右。李院长说：“SMI超微
创种植牙是最受老年人喜欢
的种植技术，不仅微创无痛，
还具有时间短、愈合快等优
势，结合即刻种植技术，当天
种牙当天就可以进食，非常适
合老年人。”依靠超微创种植
技术，周大爷在花园口腔顺利

“长”一口新牙，如愿以偿，吃
上了女儿做的红烧排骨。

最爱吃的是排骨，可牙不好每天只能喝粥！

女儿带父亲种牙，超微创种牙当天种当天用！

当前，给父母种牙成了一种尽
孝的新方式。让父母把缺失的牙
种上，吃饭嚼得动吃得香，身体棒
精神好，不仅可以解除子女的后顾
之忧，更能让老人享受健康幸福的
晚年生活！

在11月 23日感恩节来临之
际，花园口腔联合德国、瑞士、韩国
品牌种植体厂家推出一系列惠民
活动，种植牙每满5000元送2000
元（限100名），进口种植牙感恩价
仅2980元，补牙补1颗送1颗……
这个感恩节，别让父母只喝粥了！

感恩节别让老人只喝粥，
送父母一口好牙！

花园口腔11月感恩全城

患者等候就诊

行业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