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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博口腔联合本报回馈读者，加推 100 张免费拔牙券，电话抢定中，先到先得

种牙百倍增值，10 元=1000 元，100 元=1 万元
TPP 穿翼板种植技术落户河南，疑难种牙变简单，拔牙、种牙、戴牙，1 天完成。
牙槽骨量不足者，半口、全口缺牙者，多颗复杂种植者，种植手术失败者，可以放心种牙啦！大河报种牙专线：
0371-65795671
核心提示 | 年末将至，拜博口腔携 TPP 新技术，联合大河报真情回馈广大读者朋友，加推 100 张免费拔牙券；预购增值百
倍，10 元可抵 1000 元使用，100 元可抵 1 万元使用。无论是牙齿种植、牙齿矫正还是牙齿美白统统有优惠，马上来电预约吧。
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记者 刘静

TPP 穿翼板种植术，骨条件差也能 1 天种好牙
针对严重骨萎缩的患者，
传统的种植方法是骨增量。骨
增量程序相对复杂，而且需要
至少 1 年的恢复期。而有了
TPP 穿翼板种植技术后，不用

外提升植骨，省下一大笔骨粉
骨膜的费用，也避免了二次手
术，缩短手术时间，真正实现上
午种牙下午用，在 1 天内种好
牙，
且远期效果好。

数字化导板导航种植术，精准种牙“毫厘不差”

高疑难种植技术来河南，半口、
全口缺牙有救了
您的牙齿是不是这些情况
呢？先天性缺牙，半口、全口缺
牙，牙槽骨薄如纸，长期缺牙又
伴随高血压、心脏病、重度牙周
炎，奔波过多家医院，却告知种
牙难度太大。别担心，经过 IDDC 疑难种植病例中心的技术培

训，TPP 种植技术跟随着王咲
予、彭布强、王中杰、张立钊、崔
树祯等种植牙专家到了河南。
TPP 穿翼板种植技术、数字化导
板导航种植技术，让疑难患者也
能实现当天种牙，当天有牙，当
天吃上东西。

复杂缺牙病例，利用数字
化技术，医生可以一目了然地
了解口腔神经走向、血管分布、
上额窦位置、牙槽骨状况。进
而确认植牙修复的最佳位置、
角度、深度从而获得最稳定的

固位性，并在手术中避开重要
的神经和血管。不需要反复切
开、翻瓣、缝合，减少了种植手
术的时间，提升种植牙手术的
安全性，大大降低了患者的痛
苦。

国内牙医界“航母”，
全国 50 城覆盖 200 家连锁
拜博口腔经历了 24 年辉
煌发展，全国 200 余家连锁医
院，每年为超过 100 万中国人
服 务 ，赢 得 了 无 数 信 任 和 好
评。河南省口腔医学会李先周

秘书长说，拜博口腔入驻河南
是造福百姓的大好事，河南口
腔界热烈欢迎拜博口腔把最先
进的技术带到河南。

前庭性偏头痛，试试中医治疗
□记者 林辉
浙江一位 36 岁的网店女店
主一连多日“天旋地转”，在医院
她被诊断为“前庭性偏头痛”。
医生表示，这与其近期压力大、
劳累、饮食（喝酒、咖啡）等有关。
据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脑病医院院长王新志教
授介绍，前庭性偏头痛临床表现
貌似眩晕或头晕，常表现为先痛
后晕，或先晕后痛，或痛晕并见，
或者单纯是一种头晕或眩晕，很
容易让人误解为头晕或眩晕去
治疗。
王新志教授说，前庭性偏头

痛的诱发因素众多，大部分前庭
性偏头痛严重头晕症状持续两
三天就会逐渐缓解，但如果生活
方式不健康，可能会反复发作，
影响日常生活工作。
“对于每次发作持续时间
久、复发频繁的前庭性偏头痛患
者，则需要在专科医生指导下进
行治疗。”王新志教授认为，前庭
性偏头痛患者痛苦异常，临床并
不少见，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
鉴别诊断，辨证施治。
1.多用祛风药和引经药。因
头居高巅之上唯风可到，故而治
疗 头 痛 多 用 祛 风 之 药 如 川 芎、
白芷、柴胡、全虫、蜈蚣等。同

时 还 多 用 引 经 药 ，比 如 太 阳 经
常用川芎、羌活，少阳经常用柴
胡、黄芩，阳明经常用白芷、葛
根，太阴经常用苍术，少阴经常
用细辛、独活，厥阴经常用吴茱
萸、藁本。
2.因人而异。瘦人多火注意
防治其热，肥人多湿防治其痰，
头痛多主于痰，痛甚者火多。
3.分期论治。发作期以祛邪
为主（寒、热、湿），缓解期调理气
血，若反复缠绵，还可添加全虫、
蜈蚣、僵蚕、地龙、琥珀、穿山甲、
羚羊角、麝香等祛痰活血化瘀的
虫蚁类药物治疗。
线索提供 陈璐 毋杨

黑肠病患者增多，部分已严重病变

便秘乱用药 恶变风险提高数十倍

便秘分八种，你属哪一种？市民可拨打大河报健康热线 0371-65795660 咨询
核心提示丨记者从郑州丰益肛肠医院了解到，随着气温日益寒冷，到该院就诊的便秘患者骤然增多，经检查发现，一些
严重的便秘患者已经出现了结肠黑变、肠梗阻、结肠肿瘤等病变。
□记者 魏浩

案例
长期服泻药导致黑肠病
家住郑州市金水区的王阿
姨，十多年来一直饱受便秘的
困扰。
“ 三四天才排便一次，有
时候甚至要一个星期，又干又
硬，每次都得在马桶上坐半天，
使老劲儿也不一定能排得出
来，最后弄得头晕眼花，血压升
高。”后来她只能吃泻药、润肠
茶，刚开始还挺“管用”的，可时
间长了就又不行了，甚至更加
严重。
在家人的劝告下，王阿姨
来到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经医
生检查，发现王阿姨的大肠黏
膜全部变黑坏死了。

致命

严重便秘会引发多种器质病变

黑肠病的发生与长期使用
泻剂有直接关系。刘佃温教授
表示，润肠通便药物大多含刺
激性泻药，长期服用就会引起
结肠黑变病，导致结肠癌发病
率升高。他强调，排便习惯改

福利

变是大肠癌的首要症状，包括
排便时间、次数，形状的改变，
当出现排便习惯改变、长期便
秘等症状时，切不可乱用药，否
则恶变风险可能提高数十倍，
应在第一时间查清辨明病因。

拨打电话可申请肛肠镜免费检查

中医认为，便秘分为实秘、
气秘、风秘、冷秘、热秘、虚秘（又
包括气虚便秘、血虚便秘、气血
虚便秘）八种。西医认为便秘
是结肠运动迟缓或痉挛以及直
肠反射迟钝引起。刘佃温强
调，早期的大肠癌多无症状，随
着病情不断进展，才逐步显露

症状，如大便带血、便秘、腹泻、
肛门疼痛、瘙痒或肿物脱出等。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采用韩
国电子肛肠镜检查，几分钟就
能精确检查出便秘的真正原
因 ，同 时 减 少 误 诊 漏 诊 的 发
生。现在拨打电话可申请肛肠
镜免费检查。

本周
推荐
专家
刘佃温 教授、硕士生
导师，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
聘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肛
肠分会副会长，河南省中医
外科学会主任委员，曾荣获
“全国中医肛肠学科名医专
家”
“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等诸多荣誉。

大咖微问诊

乳腺炎、乳腺增生
怎么办？
明日省妇幼专家在线为你解答
□记者 李燕红
“每次来例假前一周，乳房
会胀痛，检查结果显示‘增生’，
需要治疗吗？”31 岁的杨女士心
里很忐忑。生活中，有很多女性
会遇到乳腺的各种问题。乳腺
炎、乳腺结节、乳腺增生……有
些需要治疗，
有些则无需紧张。
为了帮助女性认识乳腺、了
解乳腺疾病，大河报天天健康微
信公众号“大河微医”，邀请到河
南省妇幼保健院的乳腺主任冯
爱强教授明天在线坐诊。
作为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省妇幼保健院）乳腺科创始
人、河南省著名乳腺外科专家，
冯爱强教授理论功底深厚，手术
精湛，在乳腺肿瘤、乳腺炎性疾
病方面，有着独到经验，在乳腺
整形外科领域也有很深的造
诣，以对待病人耐心、细致而被
患者口口相传。
关于乳腺的那些事儿，您可
以 关 注“ 大 河 微 医 ”
（wysdhb）
公众号，在后台留下问题。并在
本周五上午 10:30，打开微信公
众号“大河微医”，收看问诊直
播。

郑东新区居民
未来可享
全新医疗模式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吴金莹
11 月 30 日，河南唯爱康医
疗集团与上海大象医生举行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约定，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社区医疗
卫生服务与京沪优质医疗资源
的无缝对接，在满足社区居民的
实际需求时，打造全新的医疗模
式，
进一步落实分级诊疗体系。
据介绍，此次 双 方 合 作 内
容涉及分级诊疗、会诊转诊、医
疗服务基础设施等 多 个 层 面 。
河南唯爱康将借助后者“互联
网+医疗”的模式，实现线下连
锁社区医院与国内外优质医疗
资源的对接，从而建立专业远
程诊疗路径，让社区居民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国内外优质的医
疗资源。
河南唯爱康相关负责人表
示，随着郑东新区便民服务中心
的逐渐落地，越来越多的居民，
将享受到这些便利资源。而在
目前，郑州唯爱康中医院针对社
区居民，已经推出了免费的远程
诊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