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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植得口腔医
院和德国ICX公司正式签署技
术合作协议，成立“德国ICX医
学项目合作医院”。

2018 年 4 月，河南·德国
ICX专家团（2018）种植牙高峰
论坛机制正式建立。2018年5
月3日，植得口腔医院将迎来机
制建立的首次论坛，这也标志着
中德技术合作将更加紧密和深
入，也必将推动植得口腔医院的
技术发展，惠及中原人民。

阳春三月，天气转暖。不少
人走到户外，会来一场挥汗如雨
的羽毛球或网球赛。然而，活动
过后，有些人会觉得肘关节外部
酸胀不适，沿手臂向上或向下有
放射性的疼痛，手不能用力，握力
减弱。这是怎么回事呢？河南省
直第三人民医院功能科专家李晓
燕提醒，羽毛球、网球爱好者一旦
有这种症状，高度警惕肱骨外上
髁炎，就是常说的“网球肘”。

李晓燕说，“网球肘”是由于
过度使用前臂的伸肌、重复的压
力袭击等对肘部肌肉以及肌腱造
成了横向过劳性损伤。通常有以
下症状：前臂肌肉有较多明显的
痛点；手臂运动受限，进行用力抓
握、拧东西等动作时，手肘疼痛加

重；肘关节外侧疼痛，肘关节上部
活动时疼痛，前臂肌肉僵硬、紧
张；肘部疼痛不局限，向上或者向
下放射疼痛。

李晓燕建议，患者疼痛厉害
时，注意休息、静养。避免剧烈活
动，必要时佩戴网球护肘，对手肘
进行支撑和保护；间断对于肘部
疼痛部位进行冰敷，时间约15分
钟，以减缓疼痛；使用非甾体抗炎
药，如布洛芬等，抗炎镇痛。饮食
方面，宜食低糖低乳制品，减少花
生四烯酸的摄入，部分缓解疼痛。

“另外，还可以通过科学的锻
炼来恢复。”李晓燕说，比如，手指
锻炼，用手指套橡皮筋，手指分
开，撑开橡皮筋，然后慢慢回收，
每组做10次，重复4组，能帮助

促进肘部肌肉恢复；手腕伸展，患
侧的手臂伸直，手指朝上，另一只
手向身体侧扳患侧手指，感觉前
臂和手肘拉伸，保持动作10秒，
每组5次，重复3组；手掌抓球，
拿网球或者握力器等圆球物体，
用患侧的手抓住，用力挤压，做
15次，休息几分钟后重复3组，以
自己能适应的程度为宜，感觉到
疼痛时稍微休息放松一会。

“运动要适可而止，还要根据
自己的体质，选择合适的锻炼方
式，避免意外或者过劳伤害。”李
晓燕特别提醒，在考虑“网球肘”
前，一定要进行相关神经电生理
检查，以排除尺神经其他肘关节
嵌压疾病和神经系统病变，从而
选择最合适的诊疗方案。

河南·德国ICX专家团（2018）种植牙高峰论坛即将召开

时隔一年，德国专家团再次访问植得，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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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丨2017年5月5日，是注定载入中原口腔医
疗发展史的一天。28位德国口腔专家不远万里来到河南，
开启了中德技术合作的新征程。郑州，这座拥有3600年历
史的夏商古都，张开怀抱热情迎接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时
隔一年，更高规格的德国专家团将再次造访，植得值得期待！

去年5月，为深化中德技术
合作，寻求和推动更高级别、更广
范围的中德学术交流机制，首批
28位德国口腔医疗同行访问植
得，为推动建立植得——德国专
家团种植牙高峰论坛年会机制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植得口
腔医院联合河南省慈善总会、省
直工会、德国 ICX植体公司，共
同启动了植得“微笑工程”慈善基
金，捐赠30万善款，资助15名多
颗牙缺失患者。口腔医疗无国
界，植得大爱暖中原，公益活动不

仅带动了郑州乃至整个中原地区
口腔诊疗水平的整体提升，也给
中原缺牙患者带来了福祉。

据了解，德国ICX种植系统
进入市场近20年历史，积累了丰
富的临床经验，深受全球各国缺
牙患者的喜爱。德国 ICX公司
之所以选择植得作为战略合作伙
伴，看中的正是植得口腔先进的
诊疗设备、严格的消毒程序、省级
临床检验科室、高标准医疗操作
流程、全面术前检查程序以及专
业、强大、稳定的医护团队。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临床领域，
都对种植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更快、更好、更久成为未来口腔
种植的发展趋势。

届时，植得口腔医院刘明舟
院长将与来自德国的学术大咖
们深入探讨和交流，分享微创种

植技术、计算机导航种植技术经
典种植案例，并向德国专家展示
郑州植得口腔在种植牙领域取
得的新进展。与此同时，德方带
来的优惠政策，则让缺失牙患者
不出国门就能享受到为亚洲人
量身定制的，骨结合更好、愈合
更快、固位更稳的德国种植技
术。

回顾 | 2017中德合作抓住契机，
2018首届种植牙高峰论坛蓄势待发

聚焦 | 计算机导航种植等前沿种植技术，
将在植得深耕发展

热点 | 5月河南口腔盛事
植得惠民盛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
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危险期，
抑郁症、精神病高发。近期，
在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心理
医院一病区，因为身心痛苦住
院的患者，导致病区一床难
求。科主任徐祥荣介绍，近段
时间住院的患者主要是抑郁
症、焦虑症、强迫症、睡眠障碍
等各种心理疾病，以及儿童青
少年心理相关问题。

心理医院院长常国胜表
示，随着社会竞争日益激烈，
压力不断增大，如果人们无法
有效缓解压力带来的不良情
绪，就有可能转变为抑郁状
态。长期处于抑郁状态不能
得到及时正确的调整，有可能
导致抑郁症。

有哪些方法可预防抑郁
症的发生呢？常国胜建议：

1.保持心情开朗，多参加集
体活动，找到归属感与价值感；

2.忙碌之余培养更多的爱
好，让自己既充实又能放松；

3.多与年轻人交往，保持
年轻状态，以积极阳光的心态
面对工作和生活；

4.遇事不计较，保持开朗、
友善、宽容、平和的心态。快
乐的心态能使人体神经系统
的兴奋水平处于最佳状态，促
进体内分泌出有益的激素、酶
类和酰胆碱，把血液的流量、
神经细胞的兴奋调节到最佳
状态，提高机体的控病能力；

5.保证每天 7~8 小时睡
眠，睡前尽量放松，不要熬夜
或带着情绪入眠；

6.合理饮食，注意膳食平
衡，忌辛辣刺激食物，多吃新
鲜的蔬菜和水果；

7.学会至少一样简单的放
松技巧。如呼吸放松法，选择
一个舒服的位置坐下，闭上双
眼，缓慢自然地腹式呼吸，从头
到脚逐步练习每个部位放松；

8.与朋友或家人经常沟
通，让不良情绪得到释放。

如果通过以上方法都不
能缓解抑郁情绪，请到专业的
心理机构进行咨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近日，一位75岁的老太太因
突发腹痛，恶心、呕吐、便血，紧急
来到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
科一病区就诊。经过肠系膜上下
动脉CT血管造影检查：考虑肠
系膜上动脉中远段血栓形成管腔
闭塞，并且腹主动脉粥样硬化。

该患者有“冠心病和心房颤
动”病史16年，还有腹主动脉粥
样硬化，为本病高危因素。消化

内科随即请介入科主任张伟紧急
会诊，确诊其患了急性肠系膜上
动脉栓塞，相应肠管发生急性缺
血，不排除坏死，后果严重。

“如果栓塞长时间不予解除，
繁衍延伸的栓塞将累及更大的肠
段；若动脉栓塞超过8小时，后果
更不堪设想。”老太太立即转入介
入科，张伟及介入科医护人员迅
速做好术前准备，急诊行“肠系膜
上动脉造影，肠系膜动脉药物灌
注溶栓术”。

术后老太太腹痛明显缓解，
生命体征平稳。5日后腹痛症状
完全消失，再次复查造影肠系膜
上动脉血管完全再通。

张伟表示，在临床上这种病
比较少见，仅占肠系膜缺血性疾
病的一半。可是一旦发生该病，
死亡率极高，抢救肠管缺血的黄
金时间在12小时内，因此早期明
确诊断、及时合理治疗是降低本
病死亡率的关键所在。

线索提供 王莉杰 韩鑫颖

4月15日，在阜外华中心
血管病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
心脏中心现代化的手术室里，
两位大咖沉着冷静、动作娴
熟，每次操作不偏不倚、恰到
好处，每次缝合精准细致、完
美无瑕……整个二尖瓣修复
过程干净利落、一气呵成，每
个关键步骤如教科书般经典。

其中一位大咖是大名鼎
鼎的万松教授。万教授是英
国皇家外科学院院士、美国心
脏科学院院士、香港外科医学
院院士，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另外一位大咖是国内首
个澳大利亚皇家外科医师学
院“国际外科医师奖”获得者、
中西部地区唯一“金刀奖”得
主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副
院长程兆云教授。

患者小苗是位22岁的年
轻小伙，身高2米。他虽然患
了“二尖瓣脱垂、二尖瓣关闭
不全”，但情况更加复杂，是一
种比较少见的、称为“Barlow
氏病”的瓣膜病。

Barlow氏病属于二尖瓣
疾病的一种，表现为二尖瓣的
前、后两个瓣叶都增厚、冗长，
结构疏松，呈波浪状，导致瓣
叶对合不良、血液反流，失去
了正常人的结构和功能。这

种病的发病率相对较低，成形
技术更为困难，对病变部位切
除多少、在哪个部位切等都需
要丰富的经验。

除了瓣膜问题，2米高的
大个头，注定小苗有个不同于
常人的大心脏。手术当中专
家发现，小苗的心脏是正常人
2倍多。如此庞大的心脏，给
手术又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综合这些情况，要想修复
小苗的二尖瓣瓣膜，难度极
大，技术要求非常高，而人体
的二尖瓣功能极其重要，稍有
偏差，后果不堪设想。

手术台上，专家们聚精会
神地为小苗进行二尖瓣修
复。“1针、2针……好，15针，
请打开二尖瓣成形环。”随着
成形环准确放置，小苗的二尖
瓣成形手术慢慢接近尾声。

万松说，相比于二尖瓣置
换术，二尖瓣成形术能把患者
的生存指数拉回正常人的状
态和水平，通过完全或近乎完
全地保留二尖瓣天然瓣膜装
置而保护心脏功能，具有术后
恢复快、心功能提高显著、术
后不需抗凝、患者受益高等诸
多优点。因此，他建议，对于
二尖瓣患者手术的原则就是
能修补不置换。

打个羽毛球，胳膊咋有问题了？

冠心病、房颤16年

老太太突患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

心脏大咖联手
2米高巨人“补心”

8种方式缓解不良情绪

2017年5月德国专家团访问植得口腔医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黄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邢永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冀慧丽

河南•德国ICX专家团（2018）
种植牙高峰论坛5月召开！

盛举一 植得“微笑工程”慈善救
助，200颗免费种植牙情暖绿城；
盛举二 年龄当钱花，满60岁就
送种植牙爱心基金600元；
盛举三 植得美牙齿矫正9折，
赢取上海迪士尼梦幻乐园门票；
盛举四 信用当钱花，提前预约
就诊即享200元信用补贴金；
盛举五 贺种植牙高峰论坛胜利
召开，370万厂家直补惠及万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