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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脂 指 身 体 中 的 脂 肪 组
织。适当比例的体脂是人体生
理活动所必需的，有储能、保暖
和缓冲的功能，然而，过量的体
脂会影响健康。肥胖症指体内
脂肪堆积过多和（或）分布异常、
体重增加，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
素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所引起
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肥胖引起
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血管病增加
的现象早已为医学界所知晓，其
导致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危险分
别是正常体质者的 3.0 倍和 2.5
倍。

近半个世纪以来，超重和肥
胖在世界范围内呈广泛流行趋
势，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
之一，这与经济发展后带来的不
健康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美
国等发达国家，肥胖已成为一个
社会问题。在我国这一流行趋
势日益明显，2002年与1992年相
比，我国人群超重率和肥胖率分

别上升了38.6％和 80.6％。
近半年来，总能遇见一些肥

胖的年轻患者来就诊。有一位
40岁男性，因活动后胸闷及双下
肢水肿入院，BMI指数[计算公式
为体重(kg)÷身高(m)2，正常成年
人 为 18.5~23.9，24~27.9 为 超
重，≥28 为肥胖] 高达 34，患高
血压及糖尿病近10年，查心电图
及心脏彩超提示陈旧心梗，且心
功能较差，后冠脉造影则明确为
其中一支冠状动脉前降支慢性
闭塞，打通植入 1 枚支架后上述
症状明显好转。

当然，更多的还是一些高血
压患者，二三十岁左右，BMI 指
数 多 在 30 以 上 ，高 压 多 大 于
200mmHg， 低 压 多 可 至
120mmHg，完善检查后多数未见
明显继发性因素，且合并高血
脂、脂肪肝、蛋白尿、糖代谢异常
等，考虑原发性高血压和肥胖明
显相关。可以想象，对于这类患

者，如果不减重并控制血压、血
脂等相关危险因素，他们很可能
早早患心脑血管疾病并严重影
响其生活质量、甚至寿命。

减重可明显降低超重肥胖
患者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水平，使
罹患心脑血管病的危险降低。
控制能量的摄入和增加体力活
动是降低体重的有效措施。饮
食上，除了要减少总热量的摄
入，还要遵循平衡膳食的原则，
控制高能量食物的摄入。

在运动方面，规律的、中等
强度身体锻炼是控制体重的有
效方法。此外，超重、肥胖患者
还应有意识地增加日常生活中
的体力活动量。对于非药物措
施减重效果不理想的肥胖患者，
可选择药物或外科治疗作为控
制体重的辅助措施，但必须在医
生的指导下使用。

(李凌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田根生

近日，72岁的王老先生因
电锯操作失误，导致右前臂完
全离断，伤势严重，被紧急送
往郑州中泰创伤手外科医院
救治。

针对这位高龄患者，该院
迅速组成专家治疗小组，为老
人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查评估。
结果显示：患者残端创面活动
性出血，创缘不整齐；离体肢
体掌背侧皮肤挫伤严重，再植
条件差；加上患者年龄大，身
体条件差，再植风险很大。

主治医师于波反复与患
者家属沟通，说明再植存在的
极大风险。患者及家属强烈

要求保肢，专家团队遂针对患
者病情，制订了周密的治疗方
案及应急预案，并迅速开展手
术。术中，因老人血管硬化严
重，内膜粗糙钙化，手术难度
极大，为确保6小时黄金治疗
期内接上断臂实现通血，建立
血液循环，治疗小组成员在显
微镜下逐步吻合一条条血管、
神经、肌腱。5个小时后，成功
完成了这例难度风险极大的
断臂再植手术。

经过多天的精心护理，目
前老人已度过危险期，患肢成
活良好。医生说，进一步将对
老人进行减张口缝合和功能
康复锻炼，争取最大限度恢复
肢体功能。

□记者 魏浩

36岁的贾某奋斗多年，虽然
工作压力大，也算生活稳定，和
妻子有了自己的孩子。不过近
一年来，贾某和妻子有难以言喻
的烦恼，遭遇“性福”危机，服用
了多种壮阳类药物，效果一般。
后经朋友介绍来到位于郑州河
医立交桥东100米路北的张仲景
国医馆河医馆找每周三、周五全
天坐诊的主任中医师、张仲景国
医馆特聘专家谢轶哲就医。

谢主任了解到，贾某阳痿早
泄一年余，勃起困难，反应迟缓，
阴囊潮湿，偶有心慌，纳眠可，多
汗，大便尚可，舌淡暗，舌下脉络
瘀阻，舌苔满布，右脉涩无力，左
脉弦。经一番望闻问切后，辨为
脾肾阳虚，肝气郁结之症，应以
温补脾肾，舒肝兴阳为治疗原
则，遂开处方：黄芪桂枝五物汤
合振阳丹加味。7服，日1服，水
煎服，分早晚两次服用。

一周后复诊，自述阴囊潮湿
减，有晨勃，勃起反应迟钝好转，

纳眠可，二便调，舌下脉络瘀阻，
淡红，苔厚腻，脉涩。谢主任在
前方基础上去黑顺片，加栀子、
鹿含草，7服，日1服，并嘱咐患
者放松心情，坚持服药，目前患
者仍在坚持治疗中。

谢主任指出，很多男性认为
阳痿只需服用壮阳类药物即可
恢复，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阳痿
和肾阳不足、湿热下注、心脾两
虚、情绪不良、精神压力大等诸
多因素有关，故需要结合个人体
质，查明具体原因，才能用药。

控制体重，预防心血管病李凌 谈

72岁老人断臂再植成功

中医助他解除难言的烦恼

□记者 李燕红

“孩子今年13岁，长了一
口‘地包牙’。现在能做牙齿
矫正吗？”刘女士打来电话。

孩子牙齿畸形几岁矫正
最科学？不整齐的牙齿都需
要矫正吗？针对这些问题，记
者来到了郑州农业路的拜博
儿童口腔医院，采访该院院
长、儿童口腔专家马贺博士。

马贺博士说，牙颌畸形不
仅影响孩子的外貌，还会因咀
嚼功能障碍影响口腔健康、身
体健康，甚至引起心理疾病。
是不是牙齿畸形都需要矫正
呢？“孩子在替牙时期出现的
牙齿错位，并不都需要进行牙
齿矫正。如上前牙（门牙）之

间的空隙小于2毫米、或者上
面牙轻微的包覆下门牙、咬合
位置不深，或者牙齿拥挤、错
位在4毫米之内，随着孩子大
牙的萌出，空隙一般都会慢慢
闭合，需要家长观察，根据孩
子的发展情况决定是否进行
牙齿矫正。”

马贺博士告诉记者，在美
国，孩子7岁前需要看一次牙
科矫正医生，以此来判断孩子
牙齿是否需要矫正。“牙齿畸
形分为骨型畸形、牙性畸形、
功能性畸形三类。其中骨型
畸形属于畸形中较严重的一
种，一旦发现孩子的牙齿属于

‘地包天’，一定要尽早到医院
进行正畸治疗，越早治疗效果
越好。牙性畸形和功能性畸
形一般是由于孩子的牙齿咬
合不严、偏侧咀嚼等不良用牙
习惯造成的，如果治疗不及
时，会慢慢发展成骨型畸形。”

他提醒说：“孩子替牙期
的牙齿矫正，采用的矫正器大
多属于活动性的，孩子一定要
保持口腔卫生，按时刷牙，矫
正器要戴够规定时间，及时进
行清理。饮食上需要注意少
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

孩子牙齿不齐，几岁矫正？

1.特惠礼：进口种植体、牙齿
矫正、补牙、美容修复年度特价

2.充值礼：种植牙每 5000 返
2000，以此类推，上不封顶

3.尊享礼：60岁以上患者及老
顾客尊享10万元院长特惠

4.消费礼：消费即有机会砸金
蛋中时尚代步车、扫地机器人、品
牌电火锅等大奖

联合大河报回馈读者，用笑容点亮一座城

花园口腔六周年院庆火爆进行中！
砸金蛋赢大奖再延续六天！
种植牙每5000元送2000元，进口种植体2980元/颗，进口牙补1送1，大河报种植牙热线0371-65796286

核心提示丨花园口腔6周年院庆的消息，引起了热
烈反响，3天超过千余人到院种植、矫正、治疗牙齿，百余
人参与砸金蛋、抢红包活动。应患者强烈要求，院庆砸
金蛋活动再延续六天。花园口腔联合本报，携手瑞士、
德国、韩国等十大品牌种植体补贴读者：种植牙每5000
送2000，上不封顶；进口种植体每颗2980元；进口牙
补1送1；牙齿矫正7.5折。更多优惠请拨打大河报种植
牙热线：0371-65796286。

今年60岁的张阿姨从机
关退休后，忙着带孙子。小孙
子正长身体，每天吃排骨喝鸡
汤，张阿姨缺牙多年，咀嚼功
能严重受损，每天也要开“小
灶”。日子久了，繁忙的家务
让她越来越吃不消，家人都劝
她换口种植牙！

儿子陪同她来到花园口

腔。恰逢花园口腔6周年院庆，
德国 ICX、瑞士 ITI等知名种
植牙品牌充 5000 元送 2000
元，还有院长特邀优惠卡、消
费砸金蛋、到院抢红包等活动
可同时参加。张阿姨当即做了
种植牙，砸金蛋中了一台扫地
机器人！“进口牙省了快一半，
还中了个大奖，太值了！”

对于很多缺牙患者来说，
本月来花园口腔种牙是一个
难得的好机会，种得越多越划
算。郑州某企业退休高管汪
先生，因为一次外伤，导致门
牙缺失三颗，他一直很在意自
己的形象，对种植牙的质量和
美观度非常在意。

汪先生在花园口腔看中
了一款德国进口牙。他了解
到，为了引进先进的种植技

术，花园口腔的李院长早年前
往德国深造，并多次参加国内
外种植牙培训。凭借丰富的
临床经验，李院长种牙时可以
轻松避开种植禁区，种起来安
全性更高、速度更快。根据汪
先生的口腔情况，加上活动优
惠，种3颗德国牙只用花2颗
的钱。汪先生当天就“长”出
一口好牙！

别让“80岁”的牙齿，拖垮60岁的身体！

种3颗牙花2颗牙的钱，院庆种牙越多越划算！

□记者 刘静

作为一家专注中老年人种植
牙机构，6年来，花园口腔始终致力
于改善中国人口腔健康状态，让更
多人拥有一口健康好牙！此次院
庆活动，花园口腔推出了涵盖口腔
检查、洗牙、补牙、种植、正畸等多
个项目的优惠政策。厂家对医院
的支持力度大，对市民补贴额度也
很大，对于牙齿缺失的患者来说，
时间、名额有限，机会难得！

六年如一日,专注中老年人
种植牙效果有保证！

花园口腔六周年庆，
4重好礼钜惠全城！

□记者 林辉

不久前，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脑病医院马云
枝教授的门诊送来一个急诊
患者，患者只有二十多岁，是
一名商场营业员，上班时突然
说头痛剧烈，同事赶快把她送
到了医院，一查是动脉瘤。

“我之前遇到过一位患
者，很年轻，正上着班，突然就
倒下了，一查是血管畸形引起
的蛛网膜下腔出血。”马云枝
说，对于二三十岁就有头痛毛
病的人，如果突然加重，或者

疼痛时间延长，或者伴随有眼
睛疼、恶心、呕吐、视物模糊等
症状时一定要特别警惕，这可
能是急重症。

马云枝提醒，很多疾病，
比如先天的血管畸形、脑瘤、
脑脓肿、脑膜炎都会引起头
痛，这种其他疾病引起的头痛
称为继发性头痛，包括高血压
等慢性病引起的头痛，这些疾
病的鉴别、诊断要正确且及
时，有些危及生命，对患者的
警觉性、对医生的经验和水平
都是考验。

线索提供 毋杨 陈璐

年轻人头痛突然加重要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