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 郑州的李女士，54岁，哮喘病15年，多年来症状反复，喘憋多在凌晨发作，每次发病时不能躺、坐，只能站着。平时
总是反酸，胃有灼热感。因老是咳嗽、喘，经常去医院，不间断地用了各种药、激素，可病还是说犯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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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种牙火爆 快来唯美口腔抢钜惠
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国际种牙节火爆开启，德韩专家，种植牙4折起，电话：0371-65795698

□记者 魏浩

久治不愈的哮喘、反酸 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
郑州陇海医院胃食管反流病诊疗中心 预约热线：0371-55988888

□记者 林辉

2011年初，李女士饭后午
睡时突然呼吸困难，赶紧拨打
120急救，到医院时呼吸心跳骤
停，经过电击、胸外按压、心肺复
苏、气管插管抢救，在鬼门关走
了一遭又被拉回来了，李女士哮
喘犯病时可以说是命悬一线，因
抢救还被按折了2根肋骨。

后来，李女士在中央电视台
看到郑州陇海医院特聘专家季
锋博士治好盲人调音师陈燕哮
喘的报道，便慕名找到季锋，经
过食管24小时pH监测后，最终
确诊她患的是胃食管反流病。

专家为李女士实施了微创
手术。术后，李女士的哮喘明显
改善。1年随访，无咳嗽、咳痰，
夜间休息好，无需药物维持。反
复发作15年之久的哮喘病就这
么消失了。

胃食管反流是“胃病”，属于
消化系统疾病，而过敏性哮喘则
是“肺病”，属于呼吸系统疾病，
两者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哮喘
患者中有50%~80%与胃食管
反流病相关，其中10%左右是
胃食管反流病直接导致的。也
就是说，这部分患者所谓的“哮
喘”不是真正的哮喘，只是胃食
管反流病的一种临床表现。

“呼吸道和食管是相通的。

正常情况下，由于气道存在保护
机制，吃下去的食物一般不会进
入气道，但是在疾病状态下，像
李女士的胃食管反流，导致胃里
的胃酸和食物通过食管反流至
咽喉并进入气管、肺部。”季锋告
诉记者，由于呼吸道黏膜对这种
酸性反流物毫无抵御能力，一旦
接触就会立即引起呼吸道平滑
肌的强烈痉挛和分泌物大量形
成，导致严重的咳嗽、呼吸困难
或哮喘样发作，严重者可引起致

命的喉痉挛。
在郑州陇海医院记者了解

到：有哮喘表现的患者应注意观
察自己的发作与饮食有无密切
关系，有没有在平躺、弯腰时加
重或诱发“哮喘”的情况，有没有
在嗳气或排气、排便后“哮喘”减
轻的情况，有没有慢性胃炎、胃
十二指肠溃疡等上消化道疾病
——如果有其中之一，“哮喘”由
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可能性非
常大。

胃食管反流病可表现为“哮喘”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重视胃食管反流病，郑州陇海医院联合大河报开启绿色就医通道。只要
拨打0371-55988888，即可报名筛查胃食管反流病，专家会根据病情制定方案，同时可享受奥林
巴斯无痛胃镜援助价260元（原价680元），添加微信longhaiyiyuan，可与季博士面对面交流。

这场义诊
事关罕见病
□记者 李晓敏

2 月 28 日是国际罕见病
日，这一天，河南省儿童医院内
分泌遗传代谢科将在该院举行

“同守护，共成长，罕见病日，爱
不罕见”的大型科普活动，旨在
让社会大众能够更多地了解和
关爱罕见病患儿，也期望罕见
病患儿家庭能够科学理性地认
识疾病，自强不息，给孩子一个
有爱的温暖环境。

罕见病（RareDisease），是
指流行率很低、很少见的疾病，
一般为慢性、严重性疾病，常危
及生命。我国尚无罕见病的官
方定义，国际确认的罕见病有
六七千种，约占人类疾病的
10%。在种类繁多的罕见病当
中，约有80%是由于基因缺陷
所导致的。因罕见病患病人数
少、缺医少药且往往病情严重，
所以也被称为“孤儿病（or-
phandiseases）”。

据了解，活动当天，儿童内
分泌专家除了面对社会公众宣
传罕见病知识外，儿童医院的
专家还在活动期间为儿童罕见
病患者提供义诊咨询服务。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新版高血压指南将高血压
定义为≥130/80毫米汞柱（下
略）后，不少收缩压（高压）在
130至140之间的患者都产生
了疑问，以后是不是需要吃降
压药了？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主任王建华说，应

根据个体情况而定。
王建华说，对于在高压130

至140，低压（舒张压）在80至
89的人，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
根据自身的风险水平判断。比
如有些人，抽烟、喝酒、血脂高，
还患有冠心病或是糖尿病，那
么这部分人显示是需要积极干
预的，我们中国的指南就推荐

冠心病、糖尿病和心衰患者要
将血压降到130以下，如果依靠
生活方式无法达到血压下降，
就需要进行药物治疗了。

二是对于没有多重危险因
素和合并症，心血管疾病风险
低的人群。可以通过控制盐和
热量的摄入，加强运动，减轻压
力等生活方式治疗或是预防措

施来改善血压情况，而不是一
上来就全部都用药。

王建华提醒说，中国的高
血压达标值仍是140/90，在可
耐受的情况下，血压降得低一
点身体会有更好的获益。但老
年患者若使用了多种降压药还
是难以把血压降下来的话，控
制在150是可以接受的。

高压超过130，是否需要吃药看两点

宝宝泪汪汪
或因倒睫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潘黎黎

10个月大的毛毛是个人见
人爱的宝宝，而近段时间毛毛
的父母发现毛毛特别喜欢揉眼
睛，平时带他出去晒太阳时他
总爱眯着眼，而且眼睛总是泪
汪汪的，当时，小两口也没太在
意，可是后来毛毛揉眼睛的频
率越来越高，并且眼睛经常发
红。

毛毛的父母带他到郑州人
民医院检查，毛毛被诊断为“先
天性眼睑内翻”。眼科主任刘
平说，毛毛不是很严重，只要平
时注意用眼膏保护角膜，等宝
宝再大点，随着鼻子逐渐挺起、
脸庞慢慢变大，眼睑外翻出来，
倒睫自然就会得到改善。毛毛
父母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据刘平介绍，先天性眼睑
内翻新生儿畏光、流泪，另一常
见的原因是眼睑内翻造成的倒
睫。新生儿鼻侧下眼睑的皮下
脂肪大多比较肥厚，鼓胀的结
果易把内侧睫毛内推，形成倒
睫。若角膜长期受睫毛刺激，
发生充血、炎症、畏光、流泪、眼
屎多的情况自然有所增加。

刘平表示，当角膜受刺伤
的情况不是很严重时，可先行
涂擦消炎眼药膏，以保护患儿
眼角膜，一般来说，随宝宝面部
的发育，倒睫现象会逐渐得到
改善。如果在检查时，发现角
膜存在长期的糜烂点，为避免
细菌感染，就要考虑用手术的
方法将眼皮翻出来了。

关爱儿童
正月初六，省内知名口腔

机构——唯美口腔刚刚恢复正
常接诊，就迎来了带着父亲来
咨询种植牙的李先生。“过年时
候，一家人高高兴兴吃团圆饭，
只有父亲因为缺牙对着餐桌上

牛肉、排骨，只能看不能吃，我
看着实在心疼！”据李先生介
绍，由于心疼父亲缺牙受罪，他
的“这个年很不好过”，因此春
节刚过，李先生就带着父亲来
种牙了。

核心提示 | 春节刚过，省内种植牙市场就呈火爆趋势，省内知名口腔机构——唯美口腔的种植牙专家介绍，每年春节过后都
会迎来种牙高峰，为满足市民实际需求，大河报联合唯美推出国际种牙节，韩国德国专家助阵，种植4折起，欧美植体牙冠免费
升级，烤瓷牙满2000元减400元，种牙热线：0371-65795698

□记者 李燕红

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
是随着血糖、血压、血脂、体重等
控制不佳，而引发的眼、心、脑、
肾等一系列多器官急慢性并发
症。

“心血管并发症已成为糖尿
病最主要的致死因素，约一半以
上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血管并
发症。”河南省医学会内分泌专
业学会主任委员、河南大学附属
郑州颐和医院院长赵志刚教授
说。

传统治疗Ⅱ型糖尿病的方
法，大多是通过胰岛素依赖机制

控制血糖。“临床发现，单纯地控
制血糖并未有效降低糖尿病所带
来的诸多并发症，死亡率也并未
降低。仅有不到1/3的患者血糖
控制达标，血糖、血压、血脂同时
控制达标的患者比例仅占5.6%；
近60%的Ⅱ型糖尿病患者体重超
重或肥胖。”省医学会内分泌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州颐和医
院内分泌科主任王慧君说。

“如何通过综合管理，在降糖
的同时管理血压与体重，从而降
低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发生的风
险、减少糖尿病患者的死亡率已
经成为糖尿病管理的一个关键
点。”王慧君说，“以SGLT2抑制

剂为主要成分的达格列净通过作
用于肾脏，抑制肾脏对葡萄糖的
重吸收，使身体中多余的葡萄糖
从尿液中直接排出，从而达到降
糖、减重、降压、降尿酸的综合目
标，可有效降低患者心衰风险。”

据了解，从今年 2 月 1 日
起，我省将达格列净将纳入医保
报销目录，“这不仅减轻了患者
负担，而且将长期、规范地综合
管理糖尿病患者的身体，以降低
心血管并发症发生的风险。”赵
志刚教授说，“我们也希望更多
患者尽早重视糖尿病的综合管
理，从而避免远期心血管事件的
发生。”

糖尿病综合管理“三高”很关键

唯美国际种牙节专家团

德韩专家助阵
种植牙4折起

据了解，春节后种
牙火爆，为满足市民的
实际需求，本报联合唯
美口腔推出唯美国际种
牙节，将于 3月火爆开
启！

届时,除享誉欧洲牙
科界、专注种植牙32年、
德国精细化植牙技术创始人
KonstantinSander，从业经验
超过34年的德国波恩大学口腔
专 家 FeliciaBarbaraSander，
以及种植牙经验超过20年的韩
国种植牙博士郑淳奎现场助阵
外，种植牙更是低至4折，提前
拨打电话预约，以便享受以下

优惠：
1.4 折 种 植 牙 低 至 24？？

元；
2.欧美植体牙冠免费升级；
3.烤瓷牙满 2000 元减 400

元；
4.牙齿矫正5折起，凭学生

证再减500元！

考虑到父亲年纪大、身体
弱等实际情况，李先生最终选
择到唯美口腔种牙。唯美种植
牙专家介绍，唯美口腔的微创
无痛种植牙术省内先进，早已
摆脱了传统种植牙切开翻起牙
肉、缝合、拆线等步骤，能将每
个植牙创口控制在3-4mm以
内。并且，随着唯美口腔中、

德、韩三国专家在种植牙技术
方面的深入交流以及精研，更
加有效地降低了创伤导致的肿
胀、出血和疼痛，对于身子较弱
的老年人尤其合适。术后，李
先生的父亲也大为惊叹：“确实
没咋感觉到疼，做完手术回到
家就开始正常吃喝了。”

到唯美种牙 花钱少技术好

年不好过 竟是缺牙惹的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