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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辉

有人特别喜欢吃辣椒，非常
喜欢这一口，无辣不吃饭。有时
候吃得让自己的胃好难受好难
受，但是还是吃。

怎么办？河南省中医院脾
胃肝胆科二病区主任李鲜教授
给大家推荐一些缓解辣椒灼热
感的食物，您可以试试。

1.喝牛奶。牛奶比较温和，
能抚平胃部的灼热刺激。有个
朋友经常吃麻辣火锅时点一杯
奶，喝完口腔里的刺痛感确实得
到缓解。

2.酸奶。酸奶实际上属于
从牛奶那衍生过来的，发酵嘛。
同理也有解辣的作用，而且在保
护肠胃上要好过牛奶。

3.啤酒。啤酒，最好是冰镇
啤酒，可以瞬间冲走舌头上的辣
味，让那种刺痛感消失，啤酒特

有的味道能掩盖辣椒味。
4.吃酸的东西。有一句老

话叫做酸能解辣。这种说法也
是有科学的解释的，辣椒属于碱
性食物，吃一些酸性的物质，像
山楂片、柠檬果汁就可以缓解辣
味。

5.薄荷糖。在吃完辣椒觉
得不舒服的时候，薄荷糖也可以
很好地缓解辣味。首先甜味可
以盖过辣味，再者薄荷还会有冰
凉的感觉。

6.番茄。番茄因为也属酸
性食物，可解辣，关键它还属于
凉性食物，在解辣之后也可以防
止吃辣引起的上火。

7.冰块。在嘴里含一个冰
块，这个方法还是很好用的。可
以快速将口腔降温，缓解吃辣带
来的灼热刺痛。

8.喝醋。辣椒中含有的辣
椒素本身属于碱性物质，而醋属
于酸性物质，将两者中和在一起
的话便可以很好地解辣。

9.甜食。当感觉特别辣的
时候，可以适当吃些甜食，如糖
果、巧克力等，都可以很好地帮
助缓解口腔中的灼热感。

10.喝茶。茶水本身微苦，
若适当饮用的话，不仅可以缓解
辣感，还可以起到消除油腻感和
促进食物消化的作用。

怕疼不敢种牙？花园口腔邀您本周六看直播

种4颗植体，长出半口牙，多颗牙缺失重获咀嚼力！
参会限50个名额，现场免费抽牙根，预约半口种植6.6折，单颗种植补贴2000~5000元；
进口补牙1送1，大河报参与热线：0371-65796286

李先生40多岁，牙周
情况非常不好，牙周炎长
期反复发作，并很快出现
牙齿松动现象。到院就
诊时，花园口腔的李伟华
院长发现，他下颌龋坏的
4颗牙已经到了不得不拔
的地步。

李先生做婚庆工作，
对形象要求比较高，如果
按传统的种植技术进行

修复，他需要等待3~6个
月直到拔牙创口修复才
能开始种植，缺牙的几个
月 将 大 大 影 响 他 的 工
作。考虑到这点，李院长
采用了即刻种植技术，在
拔牙的当天，帮他种了 4
颗牙。种完牙的当天，李
先生就能正常进食，没有
给正常生活造成太大影
响。

王老先生佩戴活动假
牙十余年，口腔环境特别
差，牙龈发炎红肿，口腔黏
膜都被磨破了。“嘴里不舒
服，说话也含糊不清，闹心
得很！”在花园口腔，老人
向李院长哭诉。

经检查，王老先生下
半口牙有10颗缺牙，全部

没有牙根。口腔CT显示，
他的牙槽骨条件也不理
想。综合考虑后，李院长
为王老先生制订了“4颗种
植体支撑10颗牙冠，恢复
半口牙的咀嚼功能”的多
颗种植方案。仅半天时
间，王老先生就实现了半
口牙“重生”！

拔掉4颗牙,2个小时种好

缺10颗种4颗，当天恢复半口好牙

□记者 刘静

酷爱吃辣，胃却受不了，咋缓解？

记者亲测2018大肠癌免费筛查
按流程走，十多分钟就能拿到检查结果，放心！省事！
市民可拨打大河报健康专线0371-65795660申请报名

核心提示丨2018大肠癌免费筛查已经进行了近十天，已有三百余名市民报名参加了筛检，其中大肠检查出大肠癌疑似病
例两例，10例腺瘤及息肉患者。昨天上午，记者来到丰益肛肠医院，“卧底”患者家属，进行了一次筛查。

记者随市民崔大爷在郑州
丰益肛肠医院门诊楼一楼导医
台进行了登记分诊。随后被导
医领进了肛肠二诊室，在与主诊
医生进行沟通交流后，领到了检
查单。在做完肠道清洁后，进入
检查室，进行常规检查及肛肠镜
检查，随之即可拿到报告单。全
程只用了16分钟。

检查结果显示，崔大爷只是
直肠息肉和便秘。对于息肉，医
生说问题不大，但还是建议他进
一步做个病检。便秘问题，需要
一个疗程的中药治疗。

崔大爷高兴地说，也就中药
花了几十块钱，这个大肠癌免费
筛查，真真正正是为百姓办实
事！

数据显示，结直肠癌已
经成为我国继胃癌、肺癌后的
第三大恶性肿瘤，但很多患者
被确诊时已是晚期。为此
2016 年、2017 年郑州市连续
两年将结直肠癌筛查纳入

“十大民生实事”。
为让更多人受益，郑州丰

益肛肠医院从本月启动2018
大肠癌免费筛查活动。医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40 岁以上
的郑州户籍人口或常住居民，
自愿参加并能接受检查者均
可参与。专家建议，40 岁以
上人群应每年做一次肛肠常
规检查。

□记者 魏浩

【体验】十多分钟就拿到检查结果，省心省事 【提醒】40岁后应每
年做一次肛肠检查

刘佃温
主任

医 师 、教
授 ，硕 士
生导师。郑州丰益肛肠医
院特聘专家，中华中医药会
肛肠分会副会长，河南省医
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曾
获得“全国中医肛肠学科名
专家”“河南省优秀青年科
技专家”等荣誉。

专家
推荐

核心提示丨花园口腔成立6年多来，在种植牙技术上获得了很多突破，在即刻种植、多颗种植、半口、全口种植上有许多成
功案例。春节前是种牙、补牙的极佳时节，来花园口腔可以帮您快速解决缺牙、少牙等问题！1月13日到院看直播，见证缺牙
重生！大河报参与热线：0371-65796286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刘佃温
教授说，大肠癌是结直肠癌的
总称，一般来说，从肠黏膜增生
到腺瘤病变需要5~10年，且早
期症状并不明显。

很多市民检查前，都简单

地认为自己患的是痔疮或者便
秘，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检查结果出来后，才后悔
万分。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占三
成以上，所以有了肛门不适症
状，一定要早检查、早确诊。

【警惕】大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潜伏期较长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晓凡

1月10日，由中国抗癌协会
主办的“2018世界癌症日”系列
活动，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举行。

在当天的知名专家科普大
讲堂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支修益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田艳涛教授和河南省肿
瘤医院副院长罗素霞等分别就
患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指导公众
正确认知癌症、科学防治癌症。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中国
工程院副院长樊代明院士表示，
癌症防控需要构建预防、诊断、
治疗、护理、康复等全方位一体
化防控体系，更需要社会各方面
携起手来，开展广泛的合作，资
源共享，大力开展推进防癌控癌
工作，努力构建无癌世界。

据了解，河南省肿瘤医院正
在牵头推进国家肿瘤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为肿瘤防治事业做出
积极贡献。

启动仪式结束后，来自国内
的知名专家，及河南省肿瘤医院
的肿瘤内科、甲状腺头颈外科、
中西医结合科、普外科等科室专
家共同举行了大型义诊。

单颗种植牙并不难，难的是多
颗、半口、全口大量缺骨的种植手
术。因为多颗种植牙涉及复杂的咬
合重建，很多牙槽骨缺损严重或者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的患者，
找不到种植位点，想种牙都种不了。

而如今，花园口腔采用多颗种
植技术，能够避开上颌窦和下齿神
经等重要解剖结构，让半口、全口缺
牙、牙槽骨缺损严重，有全身疾病的

患者，也能拔牙、种牙、戴上好牙。
如果你想了解种植牙的过程，

或想种牙又害怕手术、怕疼、担心技
术问题。那么，请不要错过明天（1
月13日）的直播活动。参会限50
个名额，现场免费抽牙根，目前还有
少 量 名 额 ，您 可 以 拨 打 电 话
0371-65796286报名参加！

□记者 李燕红

大雪后，天气严寒。头疼、
发烧、鼻塞、咳嗽、咽痛、全身酸
痛无力……除了一波又一波的
小儿流感患者，成人也纷纷中
招拥向医院。

流感不可怕，可怕的是其
容易引起一系列的基础性疾
病，肺炎、心肌炎、气管炎、支气
管炎等，所以必须引起患者重
视。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
流感，做好预防工作，大河报健
康事业部专门开设的“大河微
医”问诊，明天将为大家邀请到
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呼吸内科肺病区主任余学庆
博士，在线为大家解答关于成
人流感的问题。

流感有什么病症、和普通
感冒有什么区别、现在打流感
疫苗还有用吗？关于成人流感
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关注“大河
微医”（wysdhb）公众号，在后
台留下你们的问题。并在今天
上午11时，打开大河微医微信，
收看问诊直播，听听余学庆博
士关于流感的治疗和预防问题
的解答。

成人流感
如何预防？
今天河南中医一附院专家
在线帮你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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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世界癌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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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来看直播，赢免费种牙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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