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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牙怕疼的老人有救
了！4月15日（本周日）大河
报携手拜博口腔举办种植牙
直播活动，让大家零距离观看
种植牙手术全程，克服你的种
牙恐惧。

即日起至4月15日，缺牙
读者可拨打电话报名免费参
与活动，现场还可赢取半价种

植体、半价牙冠、爱牙大礼包
等豪华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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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
分会副会长，河南省医疗事
故鉴定委员会委员，曾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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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入春后，气温忽冷忽热，昼
夜温差大，加上湿度增高，病原
微生物容易滋生，自然界中各
种过敏原如花草、尘埃也比冬
季明显增多，这些因素刺激人
体的呼吸道，极易引发咳嗽、咯
痰等症状，这就是俗称的“春
咳”。

而在医院呼吸内科就诊的
患者中，多数是盲目用药仍久
咳不止的患者。郑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吴景硕提
醒，一旦出现咳嗽症状，最好在
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
切忌见咳止咳，自行盲目乱用
镇咳药。此外，防治“春咳”重
在养肺，可以尝试食疗法。

出现咳嗽就买止咳药吃，
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吴景硕
说，咳嗽初起阶段不宜立即服
用镇咳药。这是因为引发咳嗽
的原因很多，比如上呼吸道感
染、咽炎、肺炎、哮喘等病症的

轻微阶段；气候温差的变化、空
气污染、花粉过敏、油漆味、烟
味、食物过敏等都会引发咳
嗽。盲目使用止咳药，会影响
细菌、病毒及其毒素的排出，反
而不利于病情恢复。

“预防‘春咳’，首当养肺润
肺，养肺可以多做深呼吸。”吴
景硕说，深呼吸能够改善肺部
的气血循环，增加血中的氧气，
加快对肺部细胞的修复，从而
达到润肺的目的。

要想提高肺功能，最根本
的就是全面增强体质，坚持锻
炼身体。吴景硕说，步行是最
简便、最安全的运动，体质较弱
者可以先从慢速散步开始，先
用自己习惯的速度走，适应一
段时间后再用稍快的速度，然
后循序渐进地增加锻炼的时间
和距离。上下楼梯、慢跑、太极
拳等运动也对肺功能有益。进
行呼吸功能锻炼时，应尽可能
选择空气质量较好的地方。有
过敏性鼻炎或哮喘者，外出时

要格外注意规避过敏原，最简
单有效的办法就是佩戴口罩。

此外，保持愉快的心情，笑
口常开也能养肺。吴景硕解释
说，大笑能够使人的胸廓扩张，
胸肌伸展，肺活量增大，从而解
除胸闷、消除疲劳、恢复体力。
尤其是在清晨锻炼时，开怀大
笑，可以使肺吸入许多清新的
空气，并呼出废气，加快血液循
环，使心肺达到气血调和的状
态，以保持人的情绪稳定。

吴景硕推荐2道药膳养肺
止咳：

【白果炖银耳】白果 20 克、
银耳 30 克、冰糖 15 克。将白
果、银耳放入炖锅，加水适量，
中火烧沸，再用文火炖煮 1 小

时，加入冰糖即可。
功效主治：功能滋阴润肺，

定喘止咳。适用于阴虚咳嗽、
遗精、小便频数等症。

【山楂核桃茶饮】山楂 50
克 、核 桃 仁 150 克 、白 糖 100
克。将核桃仁浸泡 30 分钟，洗
净，加少量温开水磨成茸浆后
稀释待用；山楂洗净，加适量
水，用中火煎熬三次，过滤去渣
取浓汁；把锅洗净置于火上，倒
入山楂汁和白糖搅拌，待溶化
后倒入核桃仁浆，边倒边搅匀，
烧至微沸即成。

功效主治：功能补肺肾，生
津液。适用于肺虚咳嗽、气喘、
腰痛、津亏口渴、便干、食滞纳
差等症。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武豪

12岁的建建几个月以来一
直头晕、肚子疼，疼起来简直要
满地打滚，但是找了多家医院
一直没治好。最后，在河南省
儿童医院内，儿童保健科主治
医师叶蓓发现，他其实是心因
性疾病。

“有这样一些患者，他们往
往有1个或多个自主运动或感
觉功能改变的症状，例如肢体
无力、胸腹疼痛、惊厥等，临床
检查的结果却不能很好地解释
和证明这些症状。”叶蓓说。

为了找到病因，叶蓓决定
用沙盘游戏探究建建的内心世
界。随着建建不断将模型摆在
沙盘中，叶蓓发现，他心里所想
的几乎全部与家人有关。随后
的谈话，让叶蓓找到了症结。

原来，孩子自幼就处于“流
离失所”的状态，从幼儿园开始
就不停地换班、换学校。父母
因工作之由搬了好几次家，后
来更是举家搬至另一座城市。
周遭环境快速变化让孩子无所
适从，与父母的聚少离多，再加
上小升初带来的学业负担，让
他的心理压力转换成为身体症
状。

对于这个病例，叶蓓解释：
“儿童不善于表达内心的想法，
心理不适往往会用身体不适代
为表达。这时需要激发患者内
心的正能量，让他走出心理的
困境。”在进行多次沙盘游戏治
疗、与父母平日做的功课之后，
小伙子的心境有了很大改观，
身体的症状逐渐消失了。

“心因性疾病在心理学中
称为转换障碍，近年来，儿童患
转换障碍的病例越来越多，尤
其以学龄期儿童为甚。”叶蓓
说，在日常生活中，孩子咳嗽、
呕吐、胸闷都是一些常见症状，
有的孩子虽然有这些症状，在
医院检查却查不到原因，这时
就要往转换障碍的方向考虑。

不过，叶蓓提醒，心因性疾
病看起来与普通的疾病区别很
大，治疗起来既不打针也不吃
药，只有在医学检查结果排除
器质性病变之后，才能考虑心
理因素。以免造成误诊，拖延
病情。

种植牙怕疼的老人有救了
看种植牙直播秀，克服“种牙恐惧症”，4月15日拜博口腔等你来！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核心提示 |“怕疼”并不是小朋友的专利，大多数的老人也
因为怕疼而出现“种牙恐惧症”。种牙真的那么可怕吗？听人说
千遍，不如亲眼一见。4月15日（本周日）本报携拜博口腔医院
再次举办种植牙手术直播秀，帮助大家克服“种牙恐惧症”。大
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金先生下半口就剩中间几
颗门牙，还有一颗是残根无保留
价值。因为老人怕疼，所以就先
试种4颗，剩下的牙齿以后再
种。”为确保万无一失，拜博口腔
医院彭布强院长为金先生进行
术前模拟种植，确定科学种植位
置、角度及深度。

术前，金先生仍有点紧张，
彭院长说：“数字化技术种牙时
会辅以水激光治疗仪，本身就有

镇痛作用，用它进行手术，可以
不打或少打麻药。”

消毒、麻醉、环切、备洞、植
入种植体、安装基台，手术进展
得很顺利。金先生说：“种牙的
时候清清爽爽很舒适，完全没有
觉得疼。”种完牙，金先生并没有
马上回家，怕万一脸肿了，可以
立刻让医生看看。不过，金先生
白担心了，过了很久脸也没肿，
第二天他又种了剩下的几颗牙。

数字化“微创植牙”技术
种牙不疼、不肿、很舒适

□记者 刘静

种植牙怕疼的老人有救了
手术直播帮你克服种牙恐惧

豪礼1 半价种植体
豪礼2 半价牙冠
豪礼3 超值代金券
豪礼4 爱牙大礼包

防“春咳”先养肺

警惕：5大异常“揭穿”直肠癌，还不重视？
肛门长疙瘩、便血、疼痛及大便异常是直肠癌高危症状，
拨打大河报健康热线：0371-65795660即可申请免费检查（每天限10个名额）

核心提示丨直肠癌是消化道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早期主要表现为便血和排便习惯改变。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邀专
家刘佃温教授介绍，在肿瘤仅仅局限于直肠黏膜时，便血作为其唯一早期症状，常被当做痔疮而忽视，等到不得不就诊时，往
往已是晚期，但实际上早期直肠癌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循的。

“无症状”是直肠癌的隐身衣，早
期便血症状与痔疮有些相似，很容易
忽视诊治。刘佃温教授提醒，以下5
大高危症状，极易隐藏结直肠恶变。

症状一：便血 常表现为大便表面
带血，颜色鲜红或暗红，易与内痔或直
肠息肉等相混淆。

症状二：肛门疼痛 常表现为早期
疼痛不明显或有隐痛，大便时疼痛加重。

症状三：肛门肿物脱出 肛缘有肿
物隆起或肛管直肠内肿物脱出。

症状四：排便习惯改变 常表现为
粪便形态异常，排便次数异常，排便不
尽等。

症状五：便秘

早期直肠癌5年生存率
可达90%以上，晚期则不足
10%。刘佃温教授表示，早
期发现直肠癌并不难，由于
80%~90%的肠癌发生在直
肠中下段，发现可疑症状后，
只要做一次肛门指诊，大部

分肠癌可被及时发现，加上
电子肛肠镜检查，及取组织
进行病理检查，一般可确诊。

专家建议，有便血、肛门
疼痛、肿物脱出、便秘等高危
症状，尤其是35岁以上人群，
最好每年进行一次肛肠检查。

超导光电子肛肠镜是目
前国际上检査肛肠疾病最简
单科学的设备。

刘佃温教授表示，超导
光电子肛肠镜可将肛肠内部
深层病灶进行实时采集并显

示，患者现场即可看到结果，
从根源上减少了误诊、漏诊，
为精确治疗提供了可靠依
据，且整个过程仅三五分钟，
也没有痛苦与不适感。

专家推荐 >>警惕 5大直肠癌高危症状
急需检查确诊 提醒 35岁以上人群每年做次肛肠镜检查

福利 肛肠镜可免费查 每日仅限前10名

□记者 李晓敏

咳嗽、呕吐、腹痛……
这些不起眼的病
可能是“心病”

半价种植体、半价牙冠
4月15日等你免费赢奖

心理门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