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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植得口腔医院在种
植、矫正、口腔综合、儿童齿科等
学科取得了突破进展，从专业种
植牙机构发展成为全方位国家
二级口腔专科医院，年接诊量从
几万提升到十几万。与植得口
腔医院合作的韩国、德国、瑞士

等厂家对植得的技术与品质交
口称赞，并在2018年新年伊始，
拿出实际优惠与政策回馈我省
缺牙患者。

1月13日，报名观看多颗种
植牙手术直播的患者，现场可赢
得10颗免费种植体。当天植得

口腔医院院长亲自接诊，为疑难
多颗牙缺失患者制订手术方案。

1月10日~31日期间，植得
口腔医院还有多重福利：

福利一 种植牙全系厂家送
现金补贴1500~4000元/颗；

福利二 预约种植牙顾客可

享预约免除金300~2000元/颗；
福利三 消费种植牙顾客，

可获赠儿童窝沟封闭；
福利四 凡在儿童齿科、洁

牙中心消费的顾客，均可获赠价
值165元敬老洁牙券2张。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路瑞娜

1月6日，由世界中医药联
合会方药量效研究专业委员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方药量效研究
分会及郑州市中医院联合主办
的“现代科技背景下中医药发展
之路”研讨会，在郑州召开。

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
门医院的仝小林教授、北京中医
药大学的傅延龄教授、香港大学
中医药学院的沈剑刚教授等30
余位知名专家，围绕中医药以大
内科为核心，以疾病为轴立体化
研究，弥补“刻强轴弱”的劣势；
用现代化科技，弥补“个强群
弱”；通过互联网打破时间、空间
的局限收集海量中医临床数据
进行分析，获得更真实有效的中
医经验；运用现代科技，探索微
观辩证的本质；运用大数据云计
算研究“方药量效”，提倡中药现
代药理研究成果的临床回归，以
及新医改形势下的中医院发展
等热点，分别做主题发言。

同时，相关专家还就郑州市
中医院发展的六大方向——代
谢性疾病中心、新生疾病中心、
妇儿健康中心、疼痛康复中心、
疾病与健康管理中心、营养与药
膳指导中心的学科发展规划，做
出学科建设论证，为该院今后五
年的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丁翠翠

“肾功能多项指标异常，怀
疑是糖尿病肾病？”上周，51岁
的糖尿病患者王女士拿到河南
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的体检
报告，迟迟不敢相信这个结果。

“糖尿病患者的肾脏受损的
几率与风险要远远高于非糖尿
病患者。”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
检中心主任刘永生说，有关统计
显示，约65%的Ⅱ型糖尿病患

者具有肾功能下降的风险，或肾
功能已出现某种程度的下降。

糖尿病患者因为肾脏不仅
要负责清除血液中的代谢产物，
还要承受糖尿病发展进程中带
来的伤害。糖尿病引起的血液
中葡萄糖水平过高可损害肾脏
的过滤功能。长期高血糖会损
伤人体血管内皮功能，造成肾小
球微血管病变，引起蛋白排泄和
滤过异常。肾小球损害不断加
剧，会造成渐进性肾功能损害，出

现大量蛋白尿。一旦进入大量蛋
白尿期，进展至终末期肾病的速
度约是其他肾脏病变的14倍。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严
重的并发症之一，也是糖尿病患
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刘永
生说，有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
的肾功能是逐年递减的，而且很
多糖尿病患者是得了几种慢性
病的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药
物。年龄增长、病程延长，以及
共服多种依赖肾脏排泄的药物，

都会让患者的肾功能走下坡路。
刘永生提醒糖尿病患者，如

果发现自己有泡沫尿、身体不同
部位的水肿、血压升高等，很可
能是肾病的信号，应尽早到医院
做体检。尿白蛋白和尿肌酐比
值的结果，能帮助医生诊断是否
为糖尿病肾病早期，用随机尿就
可以检查。如果发现肾功能减
退，糖尿病患者应积极和内分泌
科医生共同商讨，找到适合自己
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糖尿病患者的肾更易受伤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邢璐

头痛是种常见的临床症状，
神经痛、颅内感染、颅内占位病
变、脑血管疾病、颅外头面部疾
病，以及全身疾病如急性感染、
中毒等，均可导致头痛。头痛发
作时，多数人第一考虑是去内科
就诊。但有种眼疾也会引起头
痛，那就是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据河南大学附属郑州颐和
医院眼科主任种平介绍，当眼球
内压超过了眼球内部组织，特别
是视神经所能承受的限度引起
视神经萎缩和视野缺损时称为
青光眼，且眼压越高导致视神经

损害的危险性越大，如不及时治
疗，视野可能全部丧失而致失
明。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发作期
常伴有恶心、呕吐和剧烈头痛，
这些症状甚至可以掩盖眼痛和
视力下降，临床有时会因误诊为
胃肠道疾病、颅脑疾病和偏头痛
而贻误治疗。

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发病前
可有一过性或反复多次的小发
作，表现为突感雾视、虹视，伴额
部疼痛或鼻根部酸胀；急性发病
时表现为突然发作的剧烈眼胀、
眼痛、畏光、流泪、头痛、视力锐
减、眼球坚硬如石、结膜充血，伴
有恶心呕吐等全身症状。急性

发作后可进入视神经持续损害
的慢性期，直至视神经遭到严重
破坏，视力降至无光感且无法挽
回的绝对期。

“青光眼是全球仅次于白内
障的导致视力丧失的主要病
因。”种平说，在我国，首诊时约
2/3的青光眼患者已是视觉功
能损害中晚期的表现，因此稳定
控制青光眼不再进展，并对残存
的视觉功能进行有效康复治疗
尤为必要。根据青光眼的不同
类型和不同阶段，可选择药物治
疗、激光治疗和手术治疗，具体
治疗方法由医生根据病情选择。

最后，种平提醒，40岁以上

有远视且有青光眼家族史者应
定期到眼科检查，以便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青光眼确诊后
治疗是终身的事，不可擅自停药
和改变用药方式，定期复查眼
压、视力、视野及检查眼底等，即
便做了手术以后也应终身定期
复查；情绪稳定，生活规律，保持
大便通畅，看电影、电视时间不
宜过久；饮食宜清淡、营养丰富、
易消化，多食蔬菜水果；戒烟、禁
浓茶、咖啡，忌吃辛辣食物；注意
休息，劳逸结合，避免长时间阅
读，看电视或暗房工作；避免重
体力劳动，不穿紧领衣物，腰带
不要过紧，睡时枕头垫高。

多颗牙缺失怎么办？多颗牙种植手术怎么做？多颗牙种植多少钱？

本周六多颗种牙手术直播，10颗植体免费送！
种植牙享补贴优惠+预约优惠，现场立减6000元，报名仅剩2天！大河报种植牙热线：0371-65795608

核心提示丨新年伊始，植得口腔医院迎来中德口腔盛会暨2018年度多颗种植学术研讨
会的召开。研讨会将集中研究多颗牙种植专项技术，旨在解决高龄多颗牙种植难题。为庆祝
会议召开，本周六（1月13日），植得口腔医院将联合本报举行多颗牙种植手术现场直播。届
时，韩国、德国、瑞士等多家口腔合作厂家将为我省缺牙患者提供10颗免费种植体。报名仅剩
2天！预约拨打大河报种植牙热线0371-65795608。

多颗牙缺失的情况在临床
上并不罕见，患者往往都是在影
响了正常生活的情况下才就
诊。一方面是人们对多颗牙缺
失的种植手术不了解。另一方

面，是多颗牙缺失种牙的费用过
高，令人望而却步。

与单颗牙种植手术相比，多
颗牙种植手术存在的难点有：牙
缺失往往伴随牙槽骨流失、萎

缩，种植条件恶劣；患者一般年
龄过大，身体耐受力差。

植得口腔医院栗主任提醒
缺牙患者，最好在牙齿缺失一两
颗时就引起重视，等到影响正常

生活时，往往牙槽骨已经流失严
重，或已经年龄过高，难以承受
大面积创伤，不仅增加了种植手
术的复杂性，延长种植时间，也
会带来额外的消费。

65岁的马先生因龋齿导致
牙齿松动，上半口牙几乎全部脱
落，吃饭不能用力嚼，无论吃什
么菜都让家人反复煮烂，强行咽
下去。由于长期营养跟不上，马
先生身体瘦弱，精神憔悴。

马先生到植得口腔医院检
查，院长亲诊后建议采用无痛舒
适的All-on-4种植手术。方
案确定后，院长根据其牙槽骨情
况，在计算机导航的辅助下，只
用1个多小时，就种上了4颗牙

根，马先生满口牙获得重生。
据介绍，All-on-4技术有

三大优势：1.可以用少量的种植
体恢复多颗牙功能，植体受力均
匀更稳固。2.费用减半。常规
种植半口牙需14颗种植体，该

技术即使在骨量最小的情况下，
修复半口缺失牙仅需植入4~6
颗种植体。3.微创切口，创伤
小，缩短术后恢复时间，特别适
合于耐受力差的牙缺失老年人。

多颗牙缺失牙槽骨萎缩难恢复

植得口腔4颗牙根恢复半口牙

□记者 刘静

有一种头痛需要看眼科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卜春梅

怀孕到中后期，许多孕妈常
感到心窝处有烧灼感和疼痛感，
胃里像装了热烙铁。一些“胎儿
在长头发”的说法流传开来。

“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准妈妈出现烧心感觉，主要与两
个因素有关。”郑州市妇幼保健
院秦岭路产科一区主任周斌说，

一是贲门收缩变弱，胃酸流回食
道，导致烧心；二是子宫增大，压
迫胃部所致。随着怀孕时间的
延续，子宫不断增大，会向上压
迫胃部；胃内压力增加，胃排空
速度减慢，胃液在胃内滞留时间
较长，容易使胃酸反流到食管下
段，引起胃部灼热感。

周斌表示，俗话说“孕妇反
流，十有五六”。这种现象在孕

期较常见，通常发生在饭后，饮
食上应当少吃多餐，不吃太饱，
细嚼慢咽，饭前不喝过多汤水。
饭后喝一小杯水，可稀释和冲走
反流至食道的胃酸，减轻灼热。
多吃养胃食物，如牛奶可以保护
胃黏膜，但不要空腹喝，以防胃
胀气；面食更养胃，大枣、豆腐、
白菜、胡萝卜、山药、莲子等都是
健脾胃食物，可适当多吃。

孕晚期总“烧心”,专家这样说

□记者 林辉

两个月前，62岁的患者吴
女士体检发现了右肺结节，通过
进一步检查，肺结节竟是恶性肿
瘤。更严重的是，PET检查提
示胸腔内多发纵隔淋巴结转移。
她辗转省内数家医院，得到的答
复都是不能开刀手术。通过咨
询业内专家，吴女士开始口服靶
向药物治疗。

偶然的机会，吴女士的家人
认识了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心胸外科赵明理副主任
医师。通过充分了解病情，赵明
理详细查看了吴女士的检查结
果，给出肯定的答复：患者的病
情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根治。

由于吴女士靶向治疗后胸
腔内组织纤维化较重，游离困
难，微创手术操作难度大，对术
者技术要求很高。加上患者此
类手术目前国内开展不多，在省
内更是空白。经术前多学科会
诊，为患者制订了最优的个体化
治疗方案，赵明理邀请到医院特
聘教授、武汉同济医院廖永德教
授为患者主刀。

近日，廖永德教授联合心胸
外科医师用3个小时为患者完
整切除肿瘤，彻底清扫了术前疑
似转移的淋巴结，完成我省首例
新靶向治疗后肺癌根治手术。

由于是胸腔镜微创手术，术
后第一天，患者即可下床活动，
目前恢复良好。

线索提供 刘雷 毋杨

大咖聚郑
解读中医药未来

我省首例新靶向治疗后
肺癌根治手术完成

晚期肺部肿瘤
也能手术切除

多颗牙缺失患者本月享福利

植得举办2017中德数字化种植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