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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戴秀娟

为提高社区居民的健康意
识和自我保健意识，4月15日，
河南省中医院联合21世纪门诊
部组织多名专家，在郑州市金水
区瀚宇社区举行大型义诊活动。

活动当天，居民们早早来到
义诊地点。看到大家的热情很
高，义诊的医护人员抵达后立马
支好医疗设备，为居民测量血
压、进行中医针灸治疗。同时，
就居民们关心的心血管系统疾
病、消化系统疾病，脑病、呼吸系
统疾病，骨伤病、骨关节疾病、风
湿类疾病，妇产科、口腔等病种
的相关知识以及常见病、多发病
的防治进行了详细的健康宣教。

义诊中，医护人员发现前来
测量血压的居民以中老年朋友
居多，他们适时对血压偏高的居
民提出科学饮食建议，提醒他们
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多参加锻
炼，发现头晕、头痛等问题要及
早到医院检查治疗，对于不同的
病症如何合理安全地用药。

“这次义诊不仅提高了社区
居民对自身疾病的认识，而且倡
导了健康的生活方式。”河南省
中医院医务部主任张勤生说，服
务社区群众是医院的重要工作
之一，义诊活动也是医院一以贯
之的服务活动，医院将把义诊长
期坚持下去，更好地服务社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闫良玉

自二孩政策出台以来，河南
迎来了新一轮的生育潮。高龄
产妇的增加、环境饮食习惯的改
变、社会经济与医疗水平的逐步
提高，使得新生儿疾病的发生和
可救治的疾病越来越多，同时也
让新生儿健康保障与诊疗面临
诸多困境和挑战。

为了提高河南省儿童危重
症救治水平，同时给儿科医生提
供一个互相交流、相互学习的机
会与平台，河南省省立医院于5
月18日~19日在郑州航空港中
部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举办河
南省省立医院首届儿童危重症
学习班暨郑州航空港危重症儿
童救治中心揭牌仪式。

据悉，本次会议将邀请国内
及省内知名专家对儿童危重症
多学科诊治进展进行讲解，并通
过专题交流、病例讨论等多种形
式学习儿童危重症领域的先进
技术和临床经验。同时，会议还
免费为参与者提供一个可以上
手操作的“儿童支气管镜操作及
介入治疗模拟训练工作坊”。

“出乎意料，没想到现在
的种植牙技术这么高超，我的
牙只需要种4颗‘牙根’就能修
好。”听了张立钊博士的讲解
后，王先生惊叹隔行如隔山。

张博士解释说，王先生的
半口牙之所以能够顺利修复，
除了因为设备、技术过硬之
外，还跟他的牙槽骨状况有密
切的关系，牙槽骨条件越好越
有利于治疗。

什么样的情况下，牙槽骨
条件会较好呢？张博士表示，
缺牙以后前三个月牙槽骨条
件更好，因此建议患者缺牙以
后尽快就医，早期种牙不仅治
疗难度更低，治疗效果更好，
还能更省钱。

1岁半的丁丁（化名）因为
尿毒症急需肾移植，最终，在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他不仅
等来了一个捐赠的肾，同时，还
成为我国第一个实行创新腹膜
外切口手术的儿童肾移植患者。

丁丁来自豫南，1岁1个月
时，被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
竭，之后，病情日渐严重，发育也
严重滞后，虽然一岁半了，但发
育仅相当于半岁儿童身体发育

状况，仅有六公斤。
上个月底，经人推荐，丁丁

爸妈带着他来到郑大一附院肾
移植科，等候爱心人士捐肾。

很幸运，丁丁很快等来一个
爱心肾，终于可以进行肾移植了。

郑大一附院肾移植科副主
任尚文俊说，按照传统的手术方
式，因为低龄低体重儿童发育
慢，器官小，手术空间小，所以肾
移植时都采用的是经腹切口手

术方式。考虑到丁丁的个人情
况，经家人同意后，尚文俊决定
采用腹膜外切口髂内动脉吻合
术式，这种方式可保留腹膜的完
整性，减少手术感染风险，更有
利于肾动脉的走形顺畅，避免了
动脉打折成角导致血管狭窄的
并发症。手术顺利结束，经过一
个月的康复后，目前，丁丁出院
回家。而这也成为我国第一个
实行创新腹膜外切口手术的儿

童肾移植患者。
尚文俊说，儿童肾移植是肾

移植的新进展，但也是难点。如
何保证在患儿纤细的血管上顺
利进行手术和术后护理，更是考
验着医生和医院的整体水平。

据统计，郑大一附院在丰贵
文主任的带领下，2017年完成
肾移植手术367例，居全国医疗
机构第四名。其中，儿童肾脏移
植手术量连续五年居全国第一。

春天是阳气初生之季，属少
阳之气。少者，小也，意味着春
天的阳气微微初生，不像夏季那
么隆盛，需要精心养护。河南中
医药大学三附院推拿科主任郭
现辉说，从春开始到夏初，顺应
阳气上升之势来养阳，不仅有助
于预防疾病，还可延缓衰老。

郭现辉说，下半身的阳气较
之上半身来说较为薄弱，对风寒
的抵御能力较弱。所以，下半身
尤其是人的双脚，是春捂的重
点，要特别注意保暖，以保护阳
气。当气温上升时，也不要过早
减少裤子和袜子，还要经常用温
热水泡脚，以生阳气。

风寒易从背部入侵机体，背
部受寒，最易伤体内阳气。因

此，春天尤要注意背部保暖，尤
以拍按督脉重要。

郭现辉说，人体背部有督脉
和足太阳膀胱经循行，且五脏六
腑皆系于背部。拍打按摩背部，
就是以督脉和膀胱经循行路线
为重点区域，对背部全面拍打按
摩。拍打手法是手指并拢，掌心
部位中空，从肩颈眼脊椎向下拍
打到腰骶部位，反复5遍，然后
双手搓热，温捂腰部，每天1次。

此外，可选择阳光充足的上
午，晒晒后背，特别是大椎穴，可
以获得更多的阳气。既可疏通
经络，又能调节神经功能；不仅
可以养生，而且对神经衰弱引起
的失眠，腰背酸痛，胃肠功能紊
乱，以及便秘、高血压病、冠心

病、肝郁不舒、呼吸系统、腹痛腹
泻等，多种慢性疾病都有很好的
辅助治疗作用。倘若背部保暖
不好，旧病还易复发加重。

随者气温的回升，人们应逐
渐增加户外活动时间，以加快血
液循环，促进气血运行。郭现辉
说，比较适合节奏和缓的运动
有春游、放风筝、散步、慢跑、跳
舞、打太极拳，以及不剧烈的门
球运动等。要特别提出，运动不
宜激烈、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否
则耗伤阳气，对养生极为不利。

郭现辉提醒说，漫步时，可
以做做揉肺运动。肺经在手臂
内侧，经肩窝的中府穴开始向下
延伸到大拇指内侧少商穴，每天
散步时用手半握拳各敲100次，

以温养皮肤，行气布津，对咳嗽
哮喘，咳吐浓痰、气郁气短会有
很好的效果。

“此外，还可灸以养阳。”郭
现辉说，阳虚体弱者可在春季，
用艾灸在关元穴、足三里、涌泉
穴上灸烤，补充脾肾之阳气，从
而达到调和气血，疏通经络，调
养脏腑，益寿延年之目的。

惊！半口缺牙，竟然只需种4颗牙根
种牙“高级工程师”，建4个“桥墩”修好“一座桥”。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种植牙病例】
患者：王先生
年龄：61岁
牙齿问题：下半口牙缺失
治疗方案：ALL-ON-4

【病例详细情况】
王先生3年前下半口牙齿全

部掉光，3年内配了6副活动假
牙，不是吃饭使不上劲儿就是口
腔溃疡久治不愈，假牙经常“喷
出”也给他带来不小的尴尬。经
种过牙的朋友引荐，他找到了张
立钊博士，希望做种植牙。

【制订治疗方案】
主治医师张立钊博士经过

一番检查后了解到，患者上颌
门牙所做的烤瓷牙使用状况良
好，可暂不做处理；下颌牙全部
缺失，牙槽骨状况良好，可采用
ALL-ON-4 技术进行种植修
复。最后，张博士建议使用瑞
典Nobel种植体为其种牙。

“缺1颗牙就要种1个牙
根，那我缺半口牙岂不是要种
十几个牙根？”王先生就诊时，
问了张博士这样一个问题，其
实这是很多缺牙人的一种认
知误区。

种植牙的情况可以细分
为：单颗种植、多颗种植、全口
种植。根据缺牙的多少具体
制定种植体植入的数量，就像

建一座桥，需要桥桩的数量取
决于桥的长度和地基的稳固
性。像案例中的王先生这样，
下颌一颗牙都没有，牙槽骨骨
质条件很好，就不需要像做栅
栏一样密密麻麻地打“木桩”
（种植体），而要像架桥一样，
只需要4个“桥墩”（种植体）
即可支撑下半口假牙，而牙医
就是种牙“高级工程师”。

误区 缺几颗牙就要种几颗种植体

惊叹
4颗种植体
竟然就能修好半口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1岁半宝宝获“爱捐献”成功移植肾
新的手术方式创下国内第一

拍按督脉 户外活动不耗阳

河南省中医院
免费义诊进社区

学习交流，
强化
儿童危重症救治

健康资讯

辣椒吃多了容易长痘，几乎
爱美人士都了解。说甜食是导
致长痘的“皮肤杀手”，你信吗？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
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季艳芳提
醒，吃甜食给皮肤带来的危害，
不亚于辣椒等辛辣食物。

糖类进入体内会改变表面
脂类成分，促进皮脂的产生，食
用甜食越多，皮脂腺分泌就越旺

盛，从而导致皮脂腺中的厌氧痤
疮杆菌过度繁殖，并排泄出过多
的脂肪酸，最后长出痤疮或导致
原有的痤疮加重。

不仅如此，糖类在人体内分
解还需要消耗大量维生素，而维
生素缺少也是诱发痤疮的主要
原因之一。

季艳芳说，除了糖，防止长
痘还要避免这四类食物：高脂类

食物，会加速机体新陈代谢，皮
脂腺分泌增多，从而使痤疮不断
出现；海产品，可引发过敏而导
致皮肤状况更严重，常导致皮脂
腺的慢性炎症扩大而难以去除；
辛辣刺激性食物，会刺激皮脂分
泌，加重痤疮；各种补品。

为了避免营养素缺乏加重
的痤疮，专家给出了几个缓解方
法：1.补充维生素A，可防止皮
肤毛囊过度角化，补充胡萝卜素

也有同样效果；2.B族维生素中
的B3和B6都可以抑制油脂过度
分泌，其中维生素B3能帮助皮
肤恢复，谷物食品中含量极高；
3.锌有一定的控制皮脂腺分泌
和减轻细胞脱落与角化的作用，
瓜子、瘦肉都富含锌。

常长痘的人应多选清凉祛
热、生津润燥的食物，如苦瓜、黄
瓜、冬瓜、西红柿、莲藕、梨、苹果
等。平时多喝水，促进血液循环。

戒掉辣椒不长痘？甜食的危害你不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周厚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孙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高雯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