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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又一例九旬老人高难度种牙成功
全口缺牙有救了，种 4~6 颗“牙根”即可修复半口牙。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种植牙病例】

公益讲座

姓名：
苏老先生
年龄：
90 岁
牙齿问题：几乎全口牙缺失
治疗方案：TPP 技术、
ALL-ON-4/6
□记者 刘静

【病例详细情况】
患者 20 多年前开始掉牙，随着岁
数的增加牙齿越掉越多，后来佩戴活
动假牙，可是假牙吃饭使不上劲儿，
经朋友推荐来到口腔医院希望得到
修复。

【制订治疗方案】
知名口腔医生王中杰医主任为
其治疗，经过一番检查后发现，上颌
仅剩 2 颗残根、下颌还剩 4 颗残根，都
已经被牙菌斑严重破坏，严重松动没
有保留价值。CT 检查片显示，上颌
牙槽骨萎缩严重，已经无法满足常规
种植条件。综合口腔状况，彭院长决
定使用瑞典 NobelActive 种植体种植
体和瑞士 ITI 种植体两种种植体为其
种植，上半口使用 TPP 种植体技术，
种 4 颗牙根恢复 12 颗牙齿，下半口使
用 ALL-ON-6 技术，种 6 颗种植体恢
复 12 颗牙齿。

一口坏牙吃不好饭，
操碎了心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廉万营

苏老先生是郑州某区政
府机关的退休干部，虽已 90
岁高龄，但依然对自己的生活
品质有着极高的要求。老先
生身体一直非常硬朗，唯独那
一口坏牙吃不好饭，让他操碎

春暖花开，正是踏青的好
时 候 。 然 而 ，有 些 人 稍 不 注
意 就 有 可 能 满 身 发 红 疹、咳
嗽、打喷嚏，甚至哮喘。这些
情况，很可能是春季常见的过
敏性疾病。
春季气温不稳定、花粉量
大、阳光充足，人们户外活动
增多，容易引起过敏症。春季
气候反常，人的抵抗力差，极
易感冒，细菌、病毒、真菌等作
为过敏原被人体吸入，也容易
导致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
的发作，严重的甚至还会出现

了心。缺牙二三十年一直不
敢种牙，因为在他的观念里，
认为种植牙手术很危险又很
疼。但缺牙带来的痛苦以及
朋友的极力推荐，苏老先生决
定尝试一下。

TPP 穿颧种植，高难度种牙获成功
根据苏老先生的口腔详
细情况，种植牙中心王中杰主
任亲自为其进行了全口牙的
种植覆盖义齿手术。
以苏先生的口腔状况，如
果采用常规种植方案，需要先
进行上颌窦提升手术才能满
足种植条件，但是这样要经历

长达 1 年的修复期。老人家
年 纪 大 了 ，经 不 起 1 年 的 折
腾 。 因 此 ，王 主 任 就 采 用 了
TPP 穿颧种植技术，精准定位
种植体位点，成功完成了这一
高难度手术，术后效果苏先生
十分满意。

腹腔镜下成功实施“左肾癌根治术+下腔静脉癌栓取出术”

我省又一医疗空白被填补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王晓凡
一个月内体重减轻 10 斤，这
让很多女性羡慕的数字，对于周
口 53 岁的刘先生来说却怎么也
高兴不起来。原来，在这半年中，
他总感觉身体不舒服，一直没到
医院检查，突然间的消瘦才让他
及家人恐慌。一周前，刘先生开
始间断性发热，到医院检查发现
左肾巨大占位。
经人介绍，刘先生来到省肿
瘤医院。接诊的是该院泌尿外科
主任医师杨铁军。经过进一步检
查，杨铁军确定刘先生的肿瘤位
于左肾下端，最大直径达 10 厘
米，同时形成长段静脉癌栓，这相
当于肿瘤沿左肾静脉长到右侧，
进入下腔静脉内。而下腔静脉是
下肢、部分盆腔和腹膜脏器的血

液回流到心脏的主要通道。
癌栓随时可能脱落，一旦脱
落到心脏，进而跑到肺动脉，造成
肺动脉栓塞，死亡率极高，抢救成
功率非常小，
可谓
“高危炸弹”。
所幸，经过周密检查，刘先生
身体其他部位没有发现转移灶。
据文献记载，肾癌形成下腔
静脉癌栓，如果没有远处转移，切
除患侧肾并取出癌栓后，有 50%
~80%患者能够长期生存。手术
无疑是肾癌并伴有静脉癌栓患者
的首选治疗方案。
经过充分的术前沟通，患者
和家属决定进行腹腔镜下手术，
并顺利完成。
术后，病理显示刘先生为左
肾透明细胞癌，恶性程度较高，而
且取出的癌栓质地松软，相比硬
栓而言，更易脱落，对手术轻柔操

作要求更高。
杨铁军说，静脉系统侵犯是
局部进展性肾癌的特点之一，部
分侵袭性较强的肿瘤在患侧肾静
脉形成癌栓，继而沿着肾静脉生
长，进入下腔静脉。此类病例多
见于右肾肿瘤，因右肾紧邻下腔
静脉且右肾静脉短，在切除右肾
的同时取栓相对容易。但是，左
肾癌形成的静脉癌栓跨越腹主动
脉，穿过肠系膜血管后才进入下
腔静脉，
对于手术造成诸多困难。
据悉，目前，左肾癌根治切除
并下腔静脉癌栓取出术是世界泌
尿外科公认风险最高的手术，以
往在顶级医院也多采用开放手术
方式。随着腹腔镜器械及手术技
术的不断发展，近年，全球部分顶
级肿瘤中心开展腹腔镜下完成该
手术，
但河南省内尚无相关报道。

新生儿眼屎多是个大问题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邢璐
宋女士近日发现宝宝的左眼
经常分泌很多黄色眼屎，有时连
睫毛都粘满了，小心翼翼擦掉后，
可没过多久又堆积了很多，几天
都不见好转。到医院检查后，确
诊为新生儿泪囊炎。
“很多新生儿都会有眼屎多
症状。”河南大学附属郑州颐和医
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种平提醒，
新生儿眼屎多是个大问题，它可
导致新生儿先天性泪囊炎等疾
病，若不及时治疗，会影响到新生
儿的视力发育。
据介绍，新生儿泪囊炎也称
先天性泪囊炎，多由于先天性泪
道发育障碍所致，如鼻泪管下端
的胚胎性残膜没有退化，阻塞鼻
泪管下端，泪液潴留在泪囊内，引
起继发性感染而出现炎症；或出
生时产道感染引起结膜炎，波及

听听中医药巧治
春季呼吸道过敏性疾病

泪道亦可引起炎症和阻塞；极个
别新生儿因鼻泪管骨部狭窄或鼻
部畸形所致。一般常表现为单
侧，
但也有双侧发生。
“新生儿出生后不久即流泪，
逐步变为脓性分泌物，常被误诊
为结膜炎。”种平说，但压迫泪囊
区时有黏液性脓性分泌物回流，
有的表现为泪囊区肿胀；发病年
龄一般为出生后 6 周，少数在 1
岁以后，大多为慢性，逐渐瘢痕化
阻塞全泪道。
种平解释说，导致新生儿出
现眼屎多的症状原因主要有两
个：一是新生儿泪腺尚未发育完
善，眼泪较少，不易将侵入的细菌
冲洗掉，细菌在眼部大量繁殖而
导致结膜炎；二是新生儿免疫力
低下，对细菌的抵抗力也较弱，因
此一些对成人和稍大儿童不会致
病的细菌，可能使新生儿感染。
另外，顺产的新生儿在出生时，头

第六届全国意识障碍
高端论坛在郑召开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建明
4 月 14 日，由中国神经科
学学会意识与意识障碍分会、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损伤
修复分会主办，陆军总医院附
属八一脑科医院、郑州大学附
属郑州中心医院、郑州市医学
会承办的第六届全国意识障
碍高端论坛在郑州召开，这是
我省首次举办全国性意识障
碍学术会议。
来自全国意识障碍领域
的顶尖专家学者，就意识障碍
领域的基础研究与转化，规范
化诊疗体系等议题进行授课，
并与参会人员进行深入探讨。
郑州市卫生计生委党组
成员、副调研员王秉贵表示，
意识障碍作为一种长期性的
慢性疾病，极大地威胁着群众
健康，此次全国意识障碍高端
论坛在郑州召开，必将有助于

推动学科的发展，并促进医学
相关专业的深化和诊疗水平
的提升，为众多意识障碍患者
带来福音。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
医院院长连鸿凯表示，我省是
人口大省，有众多的慢性意识
障碍患者。为更好满足患者
需求，该院于 2016 年 3 月成立
昏迷促醒中心，已救治意识障
碍患者 200 余人，仅 2017 年就
已成功促醒 62 人。此次会议
在郑召开，也借此机会向名家
大腕学习取经，充分地进行思
维的碰撞、智慧的交流，共同
推动意识障碍学科和技术的
不断发展。
本次论坛还成立中国意
识障碍医生联盟，全国 45 家联
盟医院通过学术和技术资源
共享，提高整体诊疗水平，造
福广大意识障碍患者。

郑州成立重症脑血管病
康复救助基金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建凯

部会经过妈妈的子宫颈和阴道，
眼部很容易因这些部位带有细菌
而被感染。
孩子眼屎多,如果不及早治
疗，可能并发角膜炎，角膜也因此
可能由黑变白形成白斑，从而对
宝宝的视力发育造成严重影响。
种平提醒：一旦发现宝宝眼
睛不适，抓紧时间就医，千万不要
耽误了治疗时间。

过敏性休克。另一方面，皮肤
在冬季养护后，对紫外线更为
敏感，容易出现红斑、丘疹等
过敏症状。
4 月 20 日 15 点~17 点，河
南省中医院在该院 2 号病房
楼 1 楼会议室举办“中医药巧
治春季呼吸道过敏性疾病”公
益讲座，由肺病科主任医师孟
泳主讲，内容包括：呼吸道过
敏性疾病为什么春季高发；呼
吸道过敏性疾病的表现；中医
中药防治呼吸道过敏性疾病
的优势；呼吸道过敏性疾病日
常注意事项；急、慢性咳嗽中
医食疗。

4 月 13 日，郑州市慈善基
金捐赠暨“重症脑血管病康复
救助基金”成立仪式在郑州市
第九人民医院举行。
郑州市九院院长白建林
称，重症脑血管病康复救助基
金是由该院与郑州慈善总会
联合成立，旨在关怀帮助个人
和困难群体，给他们提供更多
的 救 治 机 会 ，帮 助 其 尽 快 康
复。据介绍，该救助基金的救
助对象主要是患有神经系统
疾 病（脑 梗 塞、脑 出 血、脑 外
伤、帕金森病、格林巴利综合
征及小儿脑瘫等）、脊髓损伤
疾病及影响功能的骨科疾病，
需要在康复科住院康复的患
者。凡是在该院康复科进行
康复治疗的困难患者，除医保

报销费用外，综合评估患者病
情及困难程度，经慈善基金救
助管理小组评审后可给予
1000~2000 元救助，每人每年
救助一次。
启动仪式后，康复技术中
原行活动暨脑血管病早期康
复管理学术会议，也在该院拉
开帷幕。我省康复医学会脑
血管病康复分会主委、郑大二
附院神经康复科主任刘合玉
教授，郑大二附院神经外科尹
先印主任，河南中医药大学一
附院康复科白艳杰副主任医
师等省内知名专家，分别以多
系统萎缩的诊治与康复、神经
疾病患者术后康复管理、脑卒
中后认知障碍的康复治疗进
展、脑血管病早期康复专家共
识解读等热点课题，和与会的
数百名医务人员进行了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