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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stantin Sander博士研究
发现，国人普遍牙槽骨薄、缺牙长期
不补，这不仅仅会给种植牙带来难
度，更会严重影响健康，建议牙缺失
群体尽快种牙！现在，读者拨打电
话，有机会抢约德国专家亲诊，并享
受以下优惠：

1.一个电话，检查、方案设计费
全免；

2.特惠种牙：种植牙限时 2540
元/颗（本月18日起价格全面上调）；

3.烤瓷牙：满1000元减300元；
4.牙齿矫正：三甲专家亲诊，

4999元起；
5.种牙送现金：种植牙送现金！

□记者 李晓敏

近日，受郑大一附院肿瘤
医院院长杨道科教授邀请，世
界顶级免疫学家、诺贝尔医学
奖获得者罗夫·辛克纳吉教授
来到河南，正式被聘为郑州大
学客座教授、郑大一附院兼职
教授、郑大一附院肿瘤医院名
誉院长。据悉，这是郑州大学
首次聘任如此高规格的客座
教授。

罗夫·辛克纳吉为澳洲勋
章获得者，苏黎世大学实验免
疫学教授、实验免疫学研究所
所长。因发现免疫系统如何
识别病毒感染细胞而和澳大
利亚学者彼得·杜赫提共同获
得199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

据了解，当前，郑州大学
正着力于通过建设国际化的
医学科学院、海外虚拟研究
院、诺奖工作站等方式，拓展
国际高级别的互通交流，通过

不断开阔视野，加大国际化人
才培养力度，提高国际化办学
水平，进一步缩短与国际一流
院校的差距，助推郑州大学双
一流建设工作的快速发展。

临床医学是郑州大学的
一流学科，肿瘤学科作为其重
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取得长足
发展。2016年，郑大一附院成
为国家级学会——中国医师
协会放射肿瘤治疗医师分会
的主任委员单位，是该院三个
国家级主委专业之一，这大大
提升了河南省肿瘤专科的影
响力，提升了医学教育与医疗
学术交流的水平，提升了郑州
大学的影响力和学科竞争力。

罗夫·辛克纳吉教授受聘
于郑州大学及郑大一附院，将
进一步促进河南肿瘤防治领
域的国际交流、科研合作和学
科建设，为河南医学界带来前
沿学术信息，对提升学校及医院
医、教、研水平，助推郑州大学

“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孟肖杰

12月2日，由郑州天伦医
院承办的中原第二届“要儿
节”在郑启动。爱心药械厂商
代表为河南天伦孕育基金、成
长基金、科研学术基金等多个
慈善基金注资，开启新一轮的
生育补贴。

据介绍，河南天伦孕育基
金从2011年成立以来，持续
用于国民生殖健康、儿童成长
教育、不孕不育科研等领域，
共计为4300多名中原地区新
生儿送去成长教育基金，为基

层医生及社区居民开展52场
“免费公开课堂”、近400场生
殖医学学术会。此次中原第
二届“要儿节”启动后，所有不
孕不育患者在今年12月12日
~22日期间到郑州天伦医院
的检查费用，将由相关基金予
以全免。需要说明的是，免费
检查限额每天100名，患者需
提前预约。

该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举办“要儿节”活动的初
衷，就是要从心理和经济等多
个方面，关怀不孕不育家庭，
缓解患者求医的压力。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赵卫卫

12月1日~3日，由河南省
中医院承办的河南省中西医
结合消化内镜大会2017学术
年会在郑州召开。大会汇聚
了来自解放军总医院、上海长
海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
医院、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
院、空军总医院、南京医科大
学附属二院、山东省立医院、
河北医大附属二院、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四
川华西医院等知名医疗机构
的数十位专家，以及来自河南
各地医疗机构的近千名医生。

会上，国内权威消化内镜
专家们就目前我国消化内镜
的基础研究与发展前景，展开
了深入交流与探讨。张勤生、
王林恒等知名消化内镜专家
现场进行了内镜下贲门松弛
紧缩术、ERCP、ESD，食管静

脉曲张套扎、食管支架置入等
手术操作演示，并通过卫星进
行实况转播。

大会还成立了河南省中
西医结合消化内镜学会青年
委员会。其中，河南省中西医
结合消化内镜分会主任委员
张勤生教授兼任青年委员会
主任委员，余金钟、刘君颖、王
红建、郑权、丁辉、赵江海、陈
宏超当选为副主任委员，李永
亮、李波当选为秘书。

河南省中医院院长崔应
麟教授表示，本次大会既关注
学科发展的新进展、新技术，
又兼顾基层发展需要，同时采
用多媒体进行手术直播，通过
各位专家的精彩讲解、操作，
在提高专业知识的同时，加深
了消化内镜工作者之间的沟
通与交流，对提高河南省消化
内镜诊疗水平，具有重要意
义。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崔冰心

12月5日，河南省人民医院
门诊东区4楼人头涌动。河南省
脑血管病医院携手国际顶尖脑血
管病权威专家Juha(尤哈)教授，
正在为8名疑难杂症患者进行义
诊。

对 于 普 通 老 百 姓 来 说 ，
Juha Hernesniemi这个名字比
较为陌生。但是对于医疗界，特
别是神经外科领域的医生来讲，
这个名字就像是一个职业标杆。
Juha Hernesniemi教授是国际
神经外科界公认的脑血管病权威
专家，脑血管病显微外科手术治
疗的领军人物。他拥有43年从
医经验，已开展16000多台显微
外科手术，其中1000多台手术视
频已成为神经外科界公认经典教
材，其所带领的团队是欧洲最大
的脑血管病治疗和科研中心，每
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以百计
的神经外科医生前去观摩、学
习。Juha教授与同事合著的《赫

尔辛基显微神经外科学的基础与
技巧》一书影响了全世界众多神
经外科年轻医生。

13岁的小女孩欣欣（化名）
一年前突然晕倒，到医院就诊后
被诊断为脑血管畸形。为了女儿
的健康，家人四处求医，听说世界
顶级教授要来省医义诊，欣欣的
父母立刻带着孩子赶来。Juha
教授了解到欣欣的病情后，提出
建议：“目前孩子还小，畸形血管
第二次出血的可能性较大，建议
手术治疗。”对于手术的风险，
Juha教授表示“很有把握”。

此次Juha教授及其团队的
到来，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
脑血管病医院打造具有国际水准
的医疗服务品牌、提升河南省神
经外科诊治水平的重要举措。

当天下午，河南省人民医院
脑血管病医院正式与Juha教授
团队签约。双方将开展深度合
作，进行本土整合、优势互补，建
成“Juha国际神经外科中心”。

Juha教授表示，他有信心在

1至2年内使河南省脑血管病医
院成为国际一流平台，“Juha国
际神经外科中心”成为具有国际
化视野、国内领先的神经外科中
心，为动脉瘤、动静脉畸形、脑肿
瘤等患者提供可定制的精细化医
疗服务。

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常务副
院长李天晓介绍，Juha教授团队
的到来，将加快河南省脑血管病
医院的学科发展，提高对疑难复
杂疾病的治疗效率，把河南脑血
管病、神经外科治疗水平带到世
界顶级水准。

据了解，明年 7月 1日起，
Juha教授将带领团队在省医全
职工作3年。其间，他和团队将
诊治患者、开展手术和进行教学，
与省医专家一起为河南百姓提供
优质的医疗服务。

此外，Juha教授还将在12
月10日举办的神经外科学术大
会暨中原神经外科论坛上，与河
南神经外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一
起，分享经验并进行手术示范。

河南口腔界大事件——中德韩种植牙峰会火热举行

种牙找德国专家会诊 种得安心用得放心
德国专家会诊最后一天，100颗种植牙仅2540元/颗，本月18日起价格全面上调 大河报爱牙热线：0371-65795698

核心提示 | 首届中德韩种植牙峰会正在唯美口腔火热
举行，德国专家已于昨日抵达唯美口腔亲诊，并进行疑难种
植牙技术交流，现在是体验德国种牙技术的最后机会！唯
美口腔联合本报回馈读者：进口种植牙限时特惠2540元/
颗，本月18日起种牙价格将全面上调，有种牙需求的读者
抓紧时间拨打大河报爱牙热线：0371-65795698

备受河南口腔界关注的中
德韩种植牙峰会，昨日迎来两
位德国专家。据介绍，种植牙
起源于欧洲，德国种植牙技术
更是欧洲典范，德国牙医在技
术上精益求精，对种植牙品质
的严苛要求，令德国种植牙可

终生使用。而此次种植牙峰会
迎来的德国种植牙博士Kon-
stantin Sander，更是德国精
细化植牙技术创始人，32年来
执着于做好每一例种植牙手
术，其技术特点为无痛、快速、
耐用，并以此享誉欧洲口腔界。

除了Konstantin Sander
博士，德国口腔专家Felicia-
Barbara Sander 的从业经验
更是超过34年，为精研种植牙
技术，于德国波恩大学毕业后
进入世界百强名校荷兰格罗宁
根大学、荷兰奈梅亨大学学习
种植牙与牙周治疗，擅长种植
牙、隐适美隐形矫正、牙周诊疗

及多学科综合治疗。
两位德国专家将通过本次

峰会与唯美口腔的实力派种牙
专家刘艳广、韩国种植牙博士
郑淳奎展开疑难种植牙技术交
流，并为省内缺牙市民联合会
诊。由于预约量火爆，今天将
是市民抢约德国专家亲诊的最
后机会。

□记者 刘静

德国专家昨日抵郑 省内种牙技术再迈新高

德国专家预约量火爆 抢约亲诊最后机会

种牙限时特惠2540元/颗
不可错过的种牙机会

世界脑血管病权威专家坐诊省医

家门口享受医疗“国际范儿”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高雯静

临床上，有不少女性被妇科
疾病困扰。追溯缘由，郑州大学
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妇科主任侯玉
华提醒，一些妇科病很有可能是
因过度肥胖导致的。

“最常见的就是月经不调。”
侯玉华说，肥胖人的体内脂肪较
多，脂肪中有一种物质可以转变
为雌激素，从而导致促性腺激素
分泌减少，最终影响排卵，月经也
就不正常了。

女性超重还会影响其排卵
期、受孕能力及胎儿早期发育，并
且孕前女性如果是内分泌失调引
起的肥胖，容易患多囊卵巢综合

征，使卵泡不易成熟，影响正常排
卵，造成不孕。针对多囊卵巢综
合征问题，侯玉华介绍说，这是一
种异质性的内分泌紊乱疾病，而
肥胖在这种疾病中起了重大作
用，如果过于肥胖，往往增加了女
性患多囊卵巢综合征的风险性，
因此控制体重极为关键。

此外，易被忽视的女性“中年
发福”，尤其腹部隆起很可能是子
宫肌瘤、卵巢囊肿等疾病隐患，容
易被发胖掩盖。子宫肌瘤患者每
月月经不正常，并且持续的时间
也比较长。由于失血过多，患者
会本能地多吃以补充能量，饮食
量随着增大，这样周而复始，患者
就会出现虚胖。

肥胖可能掩盖一些妇科疾病

诺贝尔奖获得者受聘
郑大一附院肿瘤医院名誉院长

河南省中西医结合消化内镜大会召开

近千医生聚郑
共话消化内镜新技术

不孕不育患者检查费用全免

德国种植牙专家与顾客沟通种植方案

行业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