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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晓敏

3月4日，在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来自我省的400名下岗工
人、进城务工女性以及低保家庭的
女性，集体做了免费的HPV、TCT
及乳腺检查。

“子宫颈癌是全世界妇女常见
的第二大恶性肿瘤，也是目前我国
病因研究比较清楚，早诊早治技术
成熟的恶性肿瘤。”该院妇产科副
主任、河南省子宫颈癌防治中心主
任刘玉玲说，根据目前科学技术手
段、医疗技术水平和社会经济能
力，子宫颈癌早期病变完全可以根
治，同时，只要规范地体检，90%以

上的宫颈癌可被预防，扼杀在“癌
前病变”的萌芽状态。

那么如何进行宫颈癌筛查？
宫颈癌筛查，究竟选 HPV 还是
TCT？“这两项都是宫颈癌筛查的
手段。”该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陈
慧说，TCT即液基薄层细胞检测，
是目前国际上较先进的一种宫颈
脱落细胞学检查技术，与传统的宫
颈刮片巴氏涂片检查相比，明显提
高了标本的满意度及宫颈异常细
胞检出率，该方法已普遍应用于临
床。TCT宫颈防癌筛查对宫颈癌
细胞的检出率能达到90%以上，同
时还能发现癌前病变，微生物感染
如霉菌、滴虫、衣原体等。HPV则

是人乳头瘤病毒检测，临床发现人
乳头瘤病毒（HPV）是导致宫颈病
变和宫颈癌的元凶。目前已发现
120余种HPV，大约有35种类型
与生殖道感染息息相关。

预防宫颈癌，哪种检查更靠
谱？陈慧介绍，HPV是检测有无
可能导致宫颈病变和宫颈癌的高
危病毒感染，TCT是检查在致病因
素的作用下，宫颈细胞是否发生了
异常变化。“若经济条件允许，25岁
以后，妇科检查可同时做HPV和
TCT检查。前者能查出是否有致
病原因，后者能说明细胞是否有变
化，即癌前病变。”两者结果均为阴
性，那么此后3~5年再做检查即可。

□记者 刘静

2018 年 3 月 3 日是第
19个全国“爱耳日”。当天，
由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
会、郑州二七区蜜蜂张街道
办事处、郑州民生耳鼻喉医
院共同开展的“爱耳日”主题
宣传月，暨“牵手行动·听力重
建——人工耳蜗河南百人救
助计划”启动仪式隆重举行。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
会副主任廖沙夫，郑州市二
七区民政局常务副局长、区
慈善总会副会长韦青山，二
七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苏
静、二七区蜜蜂张街道党工
委书记魏锋、省知名耳科专
家张继功教授、省中医耳鼻喉
专家赵开田教授出席了活动。

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钱
江平院长在活动中表示，听
力健康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
量，重度听障者的救助问题
更事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以这次

“爱耳日”活动为契机，多为

残疾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为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做
出更大的贡献。

廖沙夫表示：“牵手行
动·听力重建——人工耳蜗
河南百人救助计划，旨在传
递社会各界的善行大爱，让
那些急需救援之手、家境贫
困的听障者及其家庭，感受
人间的至善和温暖，帮助他
们恢复听力，重返有声世
界。‘牵手行动’首期目标将
为100名重度听障者，援助
植入人工耳蜗。”

当天，几位患者来到活
动现场，接过救助牌，他们将
是本次活动首批受益者。

随着活动的启动，郑州
民生耳鼻喉医院将3月设定
为爱耳宣传月，其间将为郑
州市民提供免费测听力、耳
科手术援助、小耳畸形家庭
免费基因检测、18岁以上双
耳重度听障患者人工耳蜗免
费救助、3月10日的耳再造
专家章庆国教授见面会等多
项惠民活动。

宫颈癌筛查，HPV和TCT怎么选？

全国“爱耳日”
多项活动惠民

□记者 魏浩

半年前，一名17岁小伙
子因车祸外伤，在当地医院
确诊为“上颈椎齿状突基底
部骨折”，当地医生建议进行
颅骨牵引，卧床保守治疗3
个月。1周后，患者无法忍受
剧烈疼痛，且颈后方出现轻
度压疮，遂转院至郑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脊柱骨科病区。

据了解，齿状突后方即
为生命中枢延髓，骨折移位
伤及延髓可导致呼吸心跳骤
停，随时有生命危险。对于
这种致死致残率高、手术风
险大的上颈椎骨折，当地医
疗条件有限，难以完成这种
高难度手术。而保守治疗有

深静脉血栓形成风险，且骨
折再移位、不愈合可能性大。

经郑州市第一医院副院
长母心灵和科室主任刘纪恩
等人会诊后，为其制订了详
细的手术方案：齿状突骨折
颅骨牵引复位、经前路切开
拉力螺钉内固定术。

术中仅用一枚拉力螺钉
就实现骨折有效复位和固
定。术后第3天，患者可佩
戴颈托下地行走，颈部疼痛
也明显缓解。

近日患者到院复查后，
专家称，患者骨折已基本愈
合，可以去除颈托开始功能
锻炼，后期日常活动也不会
再受影响。

线索提供 曹珺 韩鑫颖

一枚螺钉
解决齿状突骨折

□记者 魏浩

我国是世界上听力残疾
人数最多的国家，达 2780
万人。听力残疾严重损害人
的听觉言语功能，影响人的
身心健康、生活质量。郑州
市第七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
马菲医生提醒，预防听力残
疾，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
对耳朵的保护。

马菲说，除了防止内耳

进水，还要防止药物性耳聋，
像氨基糖甙类药物如庆大霉
素、链霉素、卡那霉素、新霉
素等药物，都需要咨询医生
后服用。如果感冒后或坐飞
机时，发生耳朵疼痛，要及时
治疗。因为上呼吸道感染可
以顺着咽鼓管逆行感染耳朵
引起急性中耳炎。而飞机在
起飞和降落时压力变化过大，
咽鼓管不能及时调整耳内压
力，也会引起急性中耳炎。

预防听力残疾
这样保护耳朵

刘佃温教授指出，大肠癌在成为
癌瘤前有5~10年的良性发展过程，早
期症状不明显，而女性患者大肠癌的
诊断有时会受妇科疾病干扰。因此，
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很关键。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采用的超导
电子肛肠镜，可将肛肠内部深层病
灶以视频形式，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减少了误诊和漏诊。检查仅需三五
分钟，没有痛苦和不适。

妇女节 给她的最贴心的礼物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联合本报健康巨惠，肛肠镜检查仅需3.8元，
电子胃、肠镜检查50元，大河报健康热线：0371-65795660

核心提示 | 妇女节，想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没有什么比让她健康更重要！由于肛肠疾病病灶
部位的特殊性、私密性，很多女性患者害羞或尴尬，一拖再拖以致病情恶化。现在，郑州首家女子肛肠
诊疗中心已经成立，就诊过程均由女性医务人员陪同。3月5日~10日，只要拨打0371-65795660，
即可申请3.8元的超导光肛肠镜检查或260元无痛胃肠镜检查，50元电子胃、肠镜检查。

相关医学资料显示，女性因为
妊娠、生育的关系而导致肛肠疾病
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许多妇女妊
娠分娩后出现痔疮、肛裂、肛乳头肥
大、直肠脱垂等肛肠疾病。

这些疾病对女性健康的危害极

大，痔疮、肛裂往往会引发妇科疾
病，痔疮出血或感染往往会导致病
菌大量繁殖，从而引发阴道炎、尿道
炎、附件炎等妇科炎症。若久拖不
治，病情不断加重，最终会导致直肠
肿瘤的发生。

郑州丰益肛肠医院刘佃温教授
强调，80%以上的大肠癌患者就诊
时往往已是中晚期。有以下症状一
定要到专业医院就诊：

1.腹痛。腹部有疼痛感，拉肚
子或便秘的情况十分频繁。

2.便秘。表现为大便困难或粪
便变细，且总是感觉排不净。

3.腹泻。水性粪便中混杂血液。
4.肛门疼痛或瘙痒。
5.肛门肿物脱出。
6.便血。大肠癌早期首要症状。

传统“切割缝”的痔疮手术
方式，不仅创伤大、恢复慢，而且
极易引起肛门狭窄、肛门失禁等
并发症。随着医学进步，PPH
吻合术\COOK套扎术、DG痔
动脉结扎术等技术的成熟及多
种长效麻醉方式的运用，基本可
做到全程无痛，20分钟左右完
成，恢复周期大大缩短，几乎不
会出现并发症及后遗症。

需做微创手术的女性肛肠
病患者，即日起可拨打健康热线
申请500元微创手术补贴。

忧心！女性肛肠疾病高发

警惕！大肠癌六大高危症状

检查宜早不宜晚

肛肠微创手术补贴500元

大肠水疗是一种彻底清洁
洗肠的方法，对各类便秘和结肠
炎疗效较为显著，且可以预防大
肠癌等多种肠肿瘤。

活动期间，习惯性便秘、顽
固性便秘、结肠炎、慢性结肠炎
等患者，做大肠水疗仅需50元。

大肠水疗仅需50元

□记者 李晓敏

为了让省内缺牙市民成功种
牙，本报联合唯美口腔推出唯美
国际种牙节，除种植牙4折优惠
外，唯美口腔国际专家郑淳奎将
亲诊种牙。年后种植牙火爆，种
植牙原价已根据市场需求上调，
本次国际种牙节推出的4折种植

牙数量有限，巨惠不容错过，读者
电话预约，可享以下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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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国际种牙节火爆开启

唯美种牙4折 专家效果双重保障
欧美植体牙冠免费升级，烤瓷牙满2000元减400元，国际专家亲诊，大河报爱牙热线：0371-65795698

核心提示 | 大河报联合
唯美口腔推出的唯美国际种
牙节自启动以来，受到市民的
热烈追捧，都说：“到唯美口腔
种牙，太划算了！”不仅有国际
专家亲诊，种植牙4折起，种欧
美植体，牙冠还可免费升级，
烤瓷牙满 2000 元 减 400
元。4折种植牙数量有限，大
河 报 爱 牙 抢 约 热 线 ：
0371-65795698

63岁的孙老伯缺牙多颗，虽
然戴了活动假牙，可每次吃饭还
是需要挑挑拣拣：瘦肉吃不了，黏
的不能碰，排骨、玉米根本啃不
动。时间一长，孙老伯不仅越来
越瘦，精神也越来越差，不由得整

天感叹：“老了不中用，想吃吃不
了，想干点啥也没精神……”

直至儿子带他到唯美口腔种
了牙，才令他彻底摆脱缺牙痛苦，
排骨、牛肉随便吃，胃口好了，精
神也越来越好。

提及种牙过程，孙老伯高兴
地说：“没咋觉得疼就种好了，当
天回去正常吃喝，挺轻松。”唯美
口腔种植牙专家介绍，种牙看似
简单，但对材料、设备及医生的技
术要求都非常高。唯美不断引进
国际先进设备，精研种植牙技术，

其国际专家韩国种植牙博士郑淳
奎拥有超过20年的种植经验，能
将每个植牙创口控制在3~4mm
以内，有效降低了肿胀、出血和疼
痛，对于身体较弱的老年人尤其
合适。国际先进设备，国际专家
技术，为种牙效果打下双重保障。

老了不中用？63岁老人种牙后畅享口福

□记者 刘静

国际专家技术 种牙效果双重保障

4折种植牙数量有限 错过再等一年

健康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