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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辉

睡眠是关系公众身心健康和幸福
的重要因素，被称为健康晴雨表和生命
的第五体征。目前，已发现的睡眠疾病
多达108种。统计显示，中国睡眠障碍
患者有五六千万人，每年有超过30%的
人患需要治疗的明显的睡眠疾病。

为推动我省睡眠医学事业的发展，
促进我省睡眠医学临床研究和技术水
平的提高，由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办的

“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分会
成立暨首届河南省睡眠医学学术大会”
于3月16日~18日在郑州举行。大会
邀请了国内知名睡眠医学领域专家针
对睡眠障碍相关疾病的诊断、治疗、学
科前沿、热点问题进行专题报告。

大会筹备成立了第一届河南省中
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分会，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赵敏教授当选首
届主任委员。

据介绍，睡眠医学分会致力于整合
睡眠医学相关交叉学科学术前沿研究
成果，为学科交流合作、研究成果转化、
技术推广和高级人才培养提供平台，同
时为临床中西医睡眠医学诊疗规范的
制定、疗效评价研究及不断优化提供持
续的学术支持，从而提升河南省中西医
结合睡眠医学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与会人员积极就睡眠相关热点问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让参会者通过此次
会议获得了更扎实的专业知识。

线索提供 陈璐 魏佳琳 韩序

温馨提示>>全国著名面肌痉挛专家、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
院神经中心主任陈国强教授，每年完成微血管减压术1500余
例。3月24~25日（本周末），陈国强教授将在郑州中泰脑科医
院会诊手术，患者可提前预约咨询。

本报联合郑州丰益肛肠
医院举办“2018年大肠癌免
费筛查”已全面开启，市民拨
打电话即可申请肛肠镜检
查。

医院采用的超导电子肛
肠镜，可将肛肠内部深层病
灶实时采集并显示，患者现
场即可看到结果，检查仅三
五分钟，也没痛苦和不适。

春风拂面，警惕面瘫“造访”
核心提示丨早春是面瘫的高发季。由于早晚温差大，

人的抵抗力较弱，有时凉风一吹就容易患上面瘫。郑州中
泰脑科医院面瘫、面肌痉挛治疗中心主任张旭光指出，每
年11月到次年5月是面瘫发病率最高的时段。如发现有
一侧脸部肌肉发沉、眼闭不严、嘴歪等症状，应及早就医。

近日，记者在郑州中泰脑
科医院走访时，遇到不少前来
就诊的面瘫患者。该院面瘫、
面肌痉挛治疗中心主任张旭
光说，面瘫也称面神经麻痹、
面神经炎，一般是由于过度劳
累、受凉或病毒感染导致面神
经发炎肿胀、受压、损害，从而
引起面瘫。

虽然很多人对面瘫了解
不多，但在专家眼里，近年来
以面瘫为代表的面神经疾病
高发，不分年龄和性别，发病
年龄层日益年轻化，儿童面瘫
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女孩患
面瘫的几率大于男孩。

发生面瘫后，一部分患者
经保守疗法得以治愈，还有一
部分患者通过保守治疗无效，
留下后遗症，给生活和工作带
来很多困扰。据介绍，面瘫后
遗症一般指面瘫病程超过3
个月，因治疗方法不当而延误
病情或经多种方法治疗仍未
痊愈的情况。长期的疾病折
磨会使患者性格变得自卑，不
愿与人交往，严重影响患者生
活质量，甚至致使某些患者患
上抑郁症。同时，面瘫后遗症
因治疗难度偏大、治疗时间较
长、恢复时间较长等情况，导
致许多患者放弃治疗。

“部分面瘫患者需要手术
治疗，且对手术时机的要求也
很苛刻。”张旭光表示，面瘫患
者的最佳治疗时机是在3~6
个月，也有部分患者可以放宽
到两年。

年前，周口的一名急救车
司机，在被面瘫折磨八九个月
后，辗转来到郑州中泰脑科医
院接受手术治疗。虽然错过
了最佳手术时机，但患者的情
况比较乐观：“术中将面神经
管打开后，发现神经仍处于肿
胀状态。手术后，患者的众多
症状开始慢慢恢复。”张旭光
说，面神经管减压术是面瘫治
疗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术中通过微创切口，在显
微镜下将面神经管打开，给神
经松绑，神经不再受压，促使
神经功能恢复，“越早手术效
果越好，风险极小。”

张旭光提醒，在早晚温差
大的春天，人们（尤其是体质
较弱的人）外出时要特别注意
保暖，不要长时间“春风拂
面”，骑摩托车、自行车时一定
要戴口罩或帽子防护面部，开
车或坐车时不要打开车窗，让
风直吹面部。“如感觉有一侧
脸部肌肉发沉、眼闭不严、嘴
歪等症状，应及早就医。”张旭
光说，面瘫早期经过治疗，绝
大部分患者能够痊愈。

小毛病酿成大麻烦，面瘫患者承受巨大压力

面瘫最佳手术时间，是发病后3~6个月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杨娟

便秘3年拒绝检查，一查已到肠癌晚期

别拿便秘不当回事 或是肠肿瘤引起
便秘、大便习惯改变、便血、肛门瘙痒、疼痛等肛肠不适，市民可拨打大河健康热线：
0371-65795660申请免费检查

核心提示 | 大便干结，排便困难，常常数十分钟还难以解出或解净，便秘在老年人中十分普遍。郑州丰益肛肠医院
特邀专家刘佃温教授介绍，排便困难可导致滞留在大便中的致癌物质越来越多，肠壁与这些致癌物质长期接触，有可能
就是结直肠癌的一个诱发因素。同时，排便困难也是结直肠肿瘤的表现之一。

郑州中原区的冯阿姨今年
58岁，便秘3年多，儿子多次劝
她到医院检查，但老人固执地
认为便秘就是个小病，不愿意
去看，自己买泻药，隔三差五吃
点儿。后来便秘加重，还出现
阵阵腹痛，她才同意就诊。经
检查确诊，已是结肠癌晚期。
刘佃温教授表示，便秘是临床
常见症状，老人便秘更应警惕，
比如便秘是否最近出现的；有
无便血情况；是否伴有消瘦；是
否伴有进食困难。如有以上症
状，建议到医院查清病因。

刘佃温
主任医师，
硕 士 生 导
师。郑州丰
益肛肠医院
特聘专家，
中华中医药
学会肛肠分
会副会长，
河南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
委员。曾荣获“全国中医肛
肠学科名专家”“河南省优秀
青年科技专家”“郑州市五一
劳动奖章”等荣誉。

刘佃温教授强调，80%
以上的结直肠肿瘤患者就诊
时往往已到中晚期。有以下
症状，一定要到专业医院就
诊：

1.排便习惯。如之前排
便很规律，最近拉肚子或便
秘的情况十分频繁。

2.便秘。表现为大便困难
或粪便变细，一次不能排净。

3.腹泻。常常水性粪便
中还混杂着血液。

4.肛门疼痛或瘙痒。
5.肛门肿物脱出。
6.便血。常表现为大便

表面带血，颜色鲜红或暗红。

专家推荐

□记者 李晓敏

便秘3年拒绝检查
一查已到肠癌晚期

大肠肿瘤6大高危症状切莫轻视

拨打电话即可申请肛肠镜免费检查

致力于解决睡眠障碍

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睡眠医学分会成立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邢永田

8岁的小仪出生在一个贫困农家，
两个月大时即被确诊为先心病。幸运
的是，在爱心基金的帮助下，她基本没
花费什么钱，便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
医院“修心”成功。

3月17日，由阜外医院、河南省人
民医院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联合
举办的“第四届阜外华中先心病诊治
高峰论坛”，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举行。现场，数十位国内顶尖先心病
专家进行学术报告，并为先心病患儿
们进行会诊、手术。

与此同时，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
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携手中
国红十字会“天使阳光”基金、河南省
人民医院&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爱
心基金”、北京“神华爱心行动”基金、
澳门明德“希望之心”基金、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NUSKIN”如新中华儿
童心脏病基金、“点亮生命计划”基金，
为符合条件的贫困患儿提供慈善基金
资助，以最大程度地帮助他们减免经
济负担。

这六大爱心基金救助对象及报名
条件为：年龄在0~18周岁（含18岁）的
家庭贫困患儿。即日起，凡符合救助
标准的贫困先心病患儿（享受低保、有
残疾证家庭或为孤贫儿童优先），可到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门诊二楼第六
诊区第九诊室申请救助。

据了解，郑淳奎博士拥
有超过20年的种植牙经验，
曾远赴瑞典、德国精研微创
无痛种牙术，种植量已达数
万颗，手术时间每年都在缩
短，很多种牙者评价：“还没
觉得怎么疼，牙就种好了！”

郑博士将于3月23日抵
郑亲诊，24日亲临“种植牙公
益课堂”授课，建议读者抓紧
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参加，不
仅能和专家面对面，还有机
会赢以下大奖：

1.免费种植牙1颗；

2.200 元至 1000 元种植
牙现金减免券；

3.4 折 种 植 牙 低 至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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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植牙公益课堂本周六开讲

专家亲诊授课 听课能赢免费种植牙
进口种植牙4折起，牙齿矫正5折起，到场领食用油1桶，仅限30名 大河报爱牙热线：0371-65795698

核心提示 | 缺牙颗数多，
骨量少咋种牙？什么样的种
植牙能用一辈子？想找国际
专家种牙？有这些问题的读
者有福了，本周六大河报联合
唯美口腔举办“种植牙公益课
堂”，报名参加就能和唯美口
腔韩国种植牙博士郑淳奎面
对面，且有机会赢免费种植
牙，1000元种植牙减免券等，
活动仅邀请30位读者参与。
报名热线：0371-65795698

72 岁的何大爷缺牙多
颗，为了种一口好牙，奔波于
郑州大大小小的种牙机构，
比价格、比技术、比专家……
还曾因为缺牙时间长，骨头

条件差等原因，被不少种牙
机构婉拒过。直至在亲友的
推荐下，找到唯美口腔的种
植牙专家郑淳奎博士，才总
算把牙种了。

然而，像何大爷这样的
并非个例，省内不少牙缺失
者都面临着缺牙颗数多，骨
量少身体差，想种牙种不了牙
等问题，如何破解是个难题。

唯美口腔的种植牙专家
介绍，疑难种植牙案例往往
关联到鼻腔、大脑，可能影响
到呼吸和神经系统，对骨高
度、骨密度、血管神经的分布

等每一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因此，想要成功种牙，选对专
家，找对机构很重要。

应广大缺牙市民要求，
本报联合唯美口腔于3月24

日（本周六）举办“种植牙公
益课堂”，唯美口腔的韩国种
植牙专家郑淳奎博士亲诊授
课，破解各类种植牙难题。

缺牙多骨量少身体差 七旬老人为种牙奔波

本周六种植牙公益课堂 破解种植牙难题

全省招募30名缺牙者种植牙博士亲诊授课

□记者 刘静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携手6大基金
救助先心患儿

公益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