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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幸运奖：赢取免费高品质
种植体一颗。

2.到院礼：品牌食用油一桶
（5L），仅限45份。

3.补贴优惠：进口种植体低
至2860元/颗。

4.免费种牙：对社会有突出
贡献者及经济困难者可申请免
费种牙。

□记者 林辉

看过“国民二叔”张嘉译影
视作品的人不难发现，他走路姿
势一步三摇，有说不尽的酷炫狂
拽。近期，网络上开启了一波模
仿其走路的狂潮，这就是人气指
数持续飙升的“社会步”。

随着“社会步”越来越火，张
嘉译患上强直性脊柱炎也再次
被郑重提起。他曾在某栏目上
说过，二十多岁就得了强直性脊
柱炎，疾病发作时疼起来直不起
腰，隐隐作痛的感觉始终牵制着
自己，有时后背跟钢板一样。

据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中心医师孙虓介绍，强直
性脊柱炎虽然不会缩短人的寿
命，但会严重影响到生活品质，
目前依然没有办法治愈，所以它
被称为不死癌症。而且，随着病

情加重，骨关节还会畸形，甚至
造成驼背、瘫痪。强直性脊柱炎
对身体的损伤不仅仅局限于脊
柱、髋关节、胸骨，全身骨骼都可
能出现钙化，导致无法行走、呼
吸受限。

“强直性脊柱炎早期症状和
风湿病、腰椎病相似，很容易被
误诊。”孙虓说。

孙虓提醒，80%的强直性脊
柱炎患者首先表现为腰部间歇
性痛感。早期的表现较轻，可能
只是腰背疼痛，一般晚上比较明
显，有时候会牵扯到臀部。如果
青壮年连续三个月腰部都有疼
痛感的话，要及时去医院就诊。

“除腰背痛外，另一个典型
症状是‘晨僵’，也就是晨起脊柱
有僵硬感，这种晨僵有时可以持
续数小时。”孙虓说。

正常人立正靠墙站好，脚

后跟紧贴墙根时，后脑勺应贴着
墙壁而无间隙，如果后脑勺和墙
壁之间有几厘米的缝隙，说明脊
柱发生了变化，就要考虑是否患
了强直性脊柱炎。孙虓介绍说，
目前，临床上有两种方法可以检
测该病。一是抽血检查，强直性
脊柱炎是免疫性疾病，怀疑得此
病的话，可以抽血做HLA-B27
基因检测，结果是阳性，就可基
本确诊，准确率90%。二是骶
髂关节检查，骶髂关节附近的
CT，准确率在95%以上。

强直性脊柱炎是慢性病，除
了规范化用药治疗外，生活中的
护理和锻炼非常重要。孙虓说，
除非急性疼痛期，日常都要适当
进行姿态矫正和功能锻炼。坐
要正、立要直，注意挺胸直背，不
能为了避免腰背疼痛或疲劳而
故意驼背，否则长期下去可能形

成不可逆转的驼背畸形。另外，
睡眠时不宜睡软床，睡硬板床最
好，并以低枕为宜，以保持脊柱
的正常形态。

为了保持脊柱的活动功能，
患者还要经常进行颈、胸、腰椎
等部位各个方向的活动，通过主
动和被动的关节活动，避免出现
僵直挛缩，防止肌肉萎缩，恢复
关节功能。通过锻炼和关节活
动可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早日
康复。

线索提供 肖婧菁 冀慧丽

强直性脊柱炎会严重影响生活品质，目前无法治愈

“社会步”背后有着难言之痛

著名艺术家于根艺助力花园口腔

赢免费牙根！种牙分享会明日开播
倒计时最后1天！大河报种植牙报名电话：0371-65796286

核心提示 | 近日，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根艺老师携夫人舞蹈艺术家乔伟老师莅临花园口腔看牙、种牙，两位艺术家亲自体验
了花园口腔的诊疗技术与服务，并携手助力有温度的口腔机构，造福更多受缺牙问题困扰的中原百姓。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种植牙，想要亲临现场观摩种植牙手术，想要和种植大咖零距离交流，可以拨打本报种植热线0371-65796286报名,参加本
周六的种植牙直播分享会，现场赢免费牙根。

4月1日，国家一级演员、
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根艺携夫
人乔伟老师到花园口腔看牙，
早年间痛苦的看牙经历一直
困扰着乔伟老师，在对花园口
腔充分了解后，让她重燃了希
望之火，放心前来修复缺失的
牙齿。一个多小时的种牙过
程，带给乔伟老师一次舒适又
有尊严的种牙体验。

手术结束后，乔伟老师实

时分享道：“今天的手术太神
奇了，让我体会到完全不一样
的看牙感受，全程都没有痛
苦，甚至有想要睡着的感觉，
颠覆了以往我对看牙的恐惧
心理，结果真是超乎预期得
好。医生除了技术高超，脸上
也时刻洋溢着微笑，让忐忑紧
张的我如沐春风，非常感谢花
园口腔让我拥有了一次有尊
严的就医治疗过程。”

3月24日，在花园口腔的种
植牙直播现场，78岁的岳老种牙
后，从手术室来到直播间和大家
分享种牙感受：“种牙前也是各种
担心，年纪大了怕疼，怕做手术。
花园口腔的医生护士耐心地给我
解释，术前检查做得非常详细，在
手术台上很放松，一点不紧张！”
岳老还说，手术过程中，医生护士
一直跟他沟通，配合十分娴熟，全
程没啥感觉，手术一杯茶功夫就
结束了。

“在花园口腔，每一颗种植牙
背后，都是一个种植专家团在做
服务，种牙自然轻松舒服！”花园
口腔种植科大夫说，“花园口腔种
植团队由数位千例疑难复杂病例
种植经验的医生组成，多数医生
有海外进修经验，针对每一位患
者的每一颗牙提供权威病例讨
论，从拍片、方案设计到种植过
程，对比过往种植案例，双重把关
种植方案，让每一位患者都能放
心用上恒久好牙！”

□记者 刘静 通讯员 张辉

于根艺夫妇在花园口腔看牙、种牙

种植牙到底啥感觉？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本周六，花园口腔有一场种
植牙直播分享会，种植“圣手”李
伟华院长现场进行种植手术并实
况讲解。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单
颗、多颗牙缺失，全口或半口牙缺
失，牙齿松动，活动假牙不适，活
动牙修复失败，烤瓷牙失败等问
题，都可现场得到解答，直播当天
还可以免费赢取进口种植牙一
颗。

周六来花园口腔看直播，赢免费牙根享种植补贴
直播福利>>

□记者 李晓敏

近日，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小
儿神经二病区里来了一个叫小
亮（化名）的萌娃。他眼睛大而
亮，睫毛翘又长，如同洋娃娃般，
非常惹人喜欢。令人遗憾的是，
小亮智力低下、肌张力低、喂养
困难、身材矮小，这给他的全家
蒙上了一层阴影。

该院小儿神经二病区主任
杜开先查看后，说小亮具有特殊
长相，可能患有歌舞伎综合征。

果真，基因检测结果显示：
患儿系KDM6A基因新发突变，
证实其的确患有歌舞伎综合征。

杜开先说，这是一种发病率
非常低的遗传性代谢病，研究发
现染色体1，3，4，6，8，10等重
复、异位都可引起该病，大部分
学者倾向于该病为常染色体显
性遗传。该种病患眉毛长而宽，
睫毛长且显，下外侧眼睑外翻，
极似日本传统的歌舞伎表演者，
又叫Kabuki 综合征。患者具
有5个主要特征：特殊面容、智
力落后、发育迟缓、骨骼异常、皮
纹异常。

杜开先介绍，该病无根治的
办法，一般可进行对症治疗，如
控制感染、纠正畸形、激素替代
治疗等，远期预后不佳。故准妈
妈孕期应该做好产前筛查，尽早
发现。孩子出生后如果有类似
症状应及早到医院进行诊治。
线索提供 孙小影 董燕 尚睿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田培

10年前，肺癌患者可能要
进行开胸手术；5年前，肺癌患者
可能要进行三孔胸腔镜手术；现
在，肺癌患者只需单孔就能进行
腔镜手术。

今年38岁的胡先生，一周
前被查出右肺多发肿块、结节
灶，当地医生认为手术希望渺
茫。他抱着一线希望来到郑州
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普胸外
科。副主任医师张涛接诊后，根
据CT和胡先生的病史诊断为原
发肺癌。经过进一步的穿刺活
检，提示为非小细胞肺癌，倾向
腺癌。与此同时，医院的3D团
队为其做了支气管、肺血管3D
重建，让医生充分了解到病变侵
犯支气管及血管情况。各项检
查结果汇总后，普胸外科主任王
金龙综合分析胡先生的病情称，
可以进行手术，虽然难度极大，
但患者术后生存期可明显提高。

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后，胡
先生在全麻下接受了“单孔胸腔
镜下右肺全肺切除+隆突重建+
淋巴结清扫术”，手术历时3小
时顺利完成，患者恢复顺利，术
后第5天胡先生出院。

专家表示，单孔胸腔镜手术
对外科医师是一个挑战。手术
切口由三孔减少到一个，对患者
来说创伤小，但对手术操作人员
的技术水平要求更高。

□记者 李晓敏

4月10日，著名导演李大为
因罹患胆管细胞癌，经多方治疗
无效，不幸去世，终年47岁。消
息一出，“胆管细胞癌”这个小众
癌瞬间进入公众视野

“这种病最可怕的地方在于
发病的隐匿性。很多患者早期
没有症状，一发现已经到了晚
期，出现淋巴结转移，已经无法
再手术治疗。”河南省人民医院
肝胆胰腺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王亚东说。

王亚东讲了发生在身边的
一个真实案例：一名女医生，平
常身体健康，没啥不适症状。

在体检中，彩超偶然发现肝脏
部位有肿块。出于职业敏感，
她立即做了进一步检查，结果
发现是胆管细胞癌。由于发现
得晚，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远处
的脏器，半年后，她就被疾病夺
去了生命。

王亚东介绍，原发性肝癌共
包括肝细胞型肝癌、胆管细胞型
肝癌（即胆管细胞癌）和混合细
胞型肝癌。其中，胆管细胞癌属
于较少见的一种类型。以省人
民医院肝胆胰腺外科为例，每十
几名住院的肝癌患者中，才有一
名属于胆管细胞癌。

胆管细胞癌各个年龄段人
群均可发病，往往伴随淋巴结转

移，不容易根治性切除。
在王亚东看来，目前，它的

发病原因还不十分清楚，医学研
究认为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不良
生活方式也会对疾病起到推波
助澜的作用。

安阳 50多岁的工人杜师
傅，前几天来省人民医院肝胆胰
腺外科复查，虽然离发现胆管细
胞癌已经两年，但恢复得很好。

杜师傅也是在一次体检中
发现了肝部肿块，确诊为胆管细
胞癌。不幸中的万幸，他的病情
属于早期，尚未发生转移，在省
人民医院顺利接受了切除手术。

像杜师傅这样，肿瘤较小，
无淋巴结转移或血管侵犯，早期

发现并手术的患者，很多能实现
5年甚至5年以上的生存率。

早期发现胆管细胞癌，最有
效的手段就是彩超。彩超一旦
发现有可疑肿块，再进行增强
CT等进一步确诊。

王亚东提醒，彩超是大多数
体检的必备项目，但不同机构的
彩超医师的技术水平存在差距，
识别胆管细胞癌的早期信号，需
要彩超医师具备足够的专业知
识。因此，有定期体检习惯者，
只要体检的医院足够正规，早期
发现胆管细胞癌并不算难。一
旦发现，手术和放化疗技术也都
很成熟了，不必过于恐慌，积极
配合治疗即可。

胆管细胞癌 可怕之处在于隐匿性

眼睛大而亮、睫毛翘又长

娃娃这么“萌”，
竟因得怪病！

3厘米小孔
解决肺癌患者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