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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种种植体，在不同的机
构，由不同的专家来种、技术水
平不同，种植效果肯定会有差
别。花园口腔成立7年来，以服
务中老年缺牙患者、打造品质口
腔医疗为宗旨，会聚了一支由李
伟华院长领衔，在中老年种植牙
领域医德医技过硬、从业经验丰
富的医疗团队，拥有德国心电监
护系统、德国全景扫描系统、
US-1800分析仪、WH种植机
和数字化导板种植技术、热牙胶
充填技术等齿科高新设备和技
术，7年来成功开展数万种植案
例，其中不少是退休教授、退休
干部、医生和老书法家、艺术家，
众多缺牙人由此受益。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马一禾

豆豆今年两岁，运动能力却
比同龄孩子落后，虽然会走路，可
走起来摇晃不稳，特别容易摔
跤。“一岁半时走路不稳，觉得可
以再等等，两岁了还这样，肯定哪
儿出了问题。”豆豆妈心里犯嘀
咕，决定带他去做个检查。

在河南省儿童医院骨科，通
过检查，豆豆被确诊为发育性髋
关节脱位。由于错过了最佳矫正
时间，只能通过手术为豆豆进行
治疗，豆豆妈懊恼不已。

“发育性髋关节脱位是临床
较常见的肢体畸形，如不治疗，孩
子大了表现为行走跛行。”该院骨
科主任姚满叶介绍，发现年龄越

小，治疗方法越简单，效果越好。
普通孩子在一周岁左右时会

独立行走，但发育性髋关节脱位
的小孩到一岁半还不会走路，或
者勉强行走，步态不稳，蹒跚、摇
摆，还容易摔跤。

髋关节脱位的宝宝没有疼痛
感，不哭不闹，很多父母到孩子一
岁半或者再大一些才发现，而这
时已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姚满叶说，一岁以内的患儿，
骨骼和关节比较稚嫩，可塑性强，
通过正确的矫正及固定，有望很
快痊愈，超过两岁的孩子则需要
通过手术才能痊愈。

怎么鉴定孩子髋关节有没有
问题呢？姚满叶介绍，一个最简
单直观的检查方法：给宝宝换尿

不湿时，让其躺着，将双髋朝两边
展开，像一个小青蛙。如果宝宝
的双腿硬硬的，不能展开，就要考
虑是髋关节脱位。

家长如果发现宝宝双大腿内
侧皮肤皱褶和臀纹不对称，双下
肢不等长，都要应及时到正规医
院就诊检查。

此外，姚满叶特别提醒，小婴
儿出生后，会呈现出自然的屈髋、
屈膝，家长应该尽量给孩子穿宽
松的衣服，让孩子保持这样的体
位，而不是裹襁褓、进行捆绑。此
外，让孩子多爬，有利于髋关节发
育，孩子骨头发育结实了，自然而
然就会走了，家长不要揠苗助长，
给孩子用学步车等工具，反而会
影响孩子锻炼平衡能力。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戴秀娟

一到冬季老张就犯愁：脚底
又开始裂口了，生疼生疼。他总
让女儿买来医用胶布粘在脚底，
即便这样，效果也不太好。

河南省中医院皮肤科周国秀
副主任医师说，天冷，常有人发生
手足裂口，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喜
欢用热水泡脚来缓解症状，但皮
肤离开水后却更加干裂。也有人
外涂克霉唑、咪康唑等软膏，要注
意的是，“唑”类软膏可用，但“松”
类等含有激素的软膏最好别用。

周国秀说，若裂口严重，可用
中药外洗。药方如下：当归 30
克，地肤皮30克，白藓皮30克，
熟地30克，白芷15克，甘草20
克。将上述药水煎后外洗，症状
会有所改善，也可用开塞露、猪油
等外抹。

“饮食上，可以多吃一些猪
肝、猪皮、鱼肝油丸等油脂较大的
食品。多吃水果和蔬菜，多饮
水。”周国秀说，同时应注意对皮
肤的保湿保暖，坚持用温热水洗
澡、泡脚，之后一定要擦上甘油、
凡士林等油脂性的护肤品。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邢璐

近日，河南大学附属郑州
颐和医院普外科二病区收治
了一名体重消瘦患者。患者
为31岁的范姓女士，身高160
厘米，体重只有80斤，而9个
月前她还有150多斤。

原来，9个月前，范女士在
某医院剖腹产下一子，手术顺
利，术中发现附件巧克力囊肿
破裂，并给予清除。术后，她
出现恶心、呕吐等不适，经治
疗后缓解出院。范女士1个月
内，因腹痛、恶心、呕吐频繁发
作，多次前往该院就诊，考虑
为不完全性肠梗阻，给予禁
食、补液等治疗，病情始终不
见缓解，遂转至某三甲医院。

经检查，医生发现范女士
腹腔脓肿，遂给予穿刺引流，
在症状缓解后出院。出院没
几天，范女士仍有不完全性
肠梗阻症状，医生建议继续
保守治疗，她只能反复住
院。之后，范女士每月数次
出现恶心和呕吐，先后于周
边医院对症处理，并行中药
治疗，每月仍发病四五次，只
能流质饮食。

9个月来，范女士前往多
家医院反复治疗数十次，均未
能治愈，体重也由产前的150

多斤逐渐下降到80斤。
经多方打听，家人找到了

郑州颐和医院普外科二病区
王旺河主任、张利军副主任。

在王旺河主任的主持下，
全科进行认真讨论、分析病
情，考虑范女士为手术后肠粘
连并发症导致的不完全性肠
梗阻，决定为她手术治疗。

术中，发现范女士腹腔多
处粘连，子宫粘连于原剖宫产
手术切口，小肠多处粘连。分
离后，发现粘连最严重处为回
肠，其肠管狭窄直径约1厘米，
近端肠管扩张增粗直径约6厘
米。

发现病变后，张利军副主
任给予完全腹腔镜下行小肠
吻合。手术顺利进行，术后范
女士恢复良好，十天后逐渐过
渡到正常饮食。住院期间，范
女士体重增加5斤，目前已痊
愈出院。

“肠粘连是手术后的常见
并发症，如无症状多无需治
疗，症状轻微可选择保守治
疗。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的，应
积极外科手术治疗。”张利军
说，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现
在可以用腹腔镜微创治疗，只
需在腹部开几个小孔，就可顺
利完成手术，而且再粘连的风
险也大大降低。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张晓华

1月10日上午，商丘的刘
女士带着9个月大的女儿蕊蕊
（化名）在家玩耍。因为孩子
刚学会爬行，刘女士就把她放
在爬垫上，爬垫上有一个玩具
布偶。刘女士没想到，布偶身
上有一个别针，当蕊蕊爬到玩
具旁边时，抠下别针就放进了
嘴里。

没多大会儿，蕊蕊开始恶
心呕吐，吐出的还有血块。刘
女士立即带她到当地医院，拍
片显示食管有异物，且情况复
杂，建议到上级医院取出。于
是，蕊蕊被迅速转诊到省人民
医院。

“别针卡在食管入口处，
且针尖朝上刺入，非常危险。”
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程
艳波说。

小儿吞食异物，卡在食
管，程艳波每年都要取出百余
例，其中有硬币、围棋子、玻璃
球、耳钉、耳环、戒指。枣核已

经算是很危险的异物了，因为
两头尖，易扎伤食管，且容易
卡顿。但是像蕊蕊这样，吞下
一枚别针，且倒钩进食管的，
还是罕见。

它的取出难度在于：不能
像平常那样，用工具到达异物
部位顺着往外拉，越拉别针钩
得越深。为了保证顺利取出，
程艳波向该院耳鼻喉科请求
支援，值班医生王卫卫带着专
用的硬式喉镜前来帮忙。

手术中，程艳波和王卫卫
先用硬式喉镜，将食管里的别
针调整了方向，然后，小别针
被顺利取出，用时仅几分钟。

程艳波提醒，两岁以内的
宝宝，很容易发生误食导致的
食管异物，家长应注意不要把
可直接放入口中的小物品让
宝宝玩耍，且应注意不让独自
玩耍的宝宝脱离家长视线，一
旦发现宝宝误食异物，应立即
到医院就诊，尽早取出，以避
免扎伤软组织、食道穿孔等进
一步伤害。

缺牙、少牙、种植牙失败患者必读——

种植牙咋种，能30年不掉甚至享用终身？
“专注中老年种植牙，做有温度的牙医”。新年，花园口腔联合本报推出迎送口福活动：1月31日前，半口种植
亲民价，单颗种植补贴2000~5000元。 大河报种植热线：0371-65796286

核心提示 | 种植牙是目前非常受缺牙患者喜爱
的修复方式，它可以做到微创无痛、不损伤邻牙、舒适
牢固，而且咀嚼力可以媲美真牙。然而，在一些小门
诊不乏种植牙失败的案例。有患者在种植后出现伤
口难愈合、种偏种歪、种植体脱落等情况。那么，种植
牙如何种才能30年不掉，甚至享用终身？花园口腔专
家表示，缺牙患者的牙周条件、种植方案、种植技术等
都影响种植的效果。

春节亲友团聚，少不了吃吃喝喝，节前种好牙享
口福，全家老少乐融融。咨询大河报种植牙热线：
0371-65796286

□记者 刘静

近日，76岁的张老太在家
人的陪同下，来到花园口腔“维
修”种植牙。原来，老太太下颌
缺失了4颗牙，贪图便宜在小门
诊种了4颗，不久种牙区牙周发
炎，疼痛难忍，门诊仅给做了简
单的消炎处理，便置之不理了。
老太太没办法，只好找专业机构
治疗。

经检查，张老太所种的4颗
牙中有3颗植入位置严重偏斜，
还有1颗种植体松动，牙槽骨严
重受创。如果再偏差1~2毫米
就会伤及神经，造成口唇处永久
麻木。针对张老太这种情况，李
伟华院长建议其拆了种植牙，待
牙槽骨愈合恢复后，再考虑重新
种植。

李伟华院长表示，种植成
功、术后护理工作做得好的种植
牙可以做到几十年不掉，维护好
的可以享用终身。但种植的关
键在于种植牙的时机、个性化的
种植方案、专业可靠的专家技术
以及种植后的护理。李院长指
出：“许多缺牙患者在缺牙后没
有第一时间进行种植修复，耽误
了种植的最佳时机，不仅增加手
术难度和费用，种植效果也会大

打折扣。”
“缺牙后3个月内做种植牙

最合适。”李院长强调，长期缺牙
会导致牙槽骨吸收，骨量也可能
不足，此时再做种植牙，手术难
度及费用都会增加。此外，种植
方案也影响种植效果，因为每个
人的口腔情况不同，采取的种植
措施也需因人而异。另外，患者
在种植牙手术后还要持续做好
护理，定期检查。

七旬老太贪便宜 种牙四颗坏了仨

种植牙种得好维护好可用终身

种植牙咋种，
才能用得长久不掉？

患者给花园口腔种植专家送锦旗

孩子走路不稳 要查查髋关节

冬季手脚干裂 慎用“松”类软膏

手术后肠粘连

女子9个月减重70多斤

婴儿吃玩具 别针卡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