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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县的小林（化名）11岁
时，身上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青
紫斑块、淤点，后来总感觉身上
不舒服，没精神。小林的爸妈带
他从县医院走到市医院，再到北
京的医院进行检查，最终被确诊
为“戈谢病”，这是一种罕见到很
多医生都没听过的病。

据悉，目前国际确认的罕见
病超过 7000 种，50%~60%于
儿童期发病，其中可得到治疗的
约占1%。小林所患的戈谢病就
属于这1%。中华慈善总会罕少
见病救助公益基金医学顾问、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血液肿瘤中心张永红教授介绍，
戈谢病又叫溶酶体贮积病，是一

种罕见的、进行性的、危及生命
的、多脏器损害的遗传代谢性疾
病，可造成骨髓和脏器功能改
变，表现为多种临床症状。因患
者体内缺少一种葡萄糖脑苷脂
酶，导致不能降解的糖脂类物质
在全身各个脏器的网状内皮系
统中累积，出现相应症状。如不
尽早治疗，将显著增加患者进行
性多系统疾病的风险，导致生活
质量下降、残疾，甚至死亡。

酶替代治疗是目前国内唯
一经过批准的戈谢病特异性药
物治疗手段。张永红指出，年龄
偏小的患者在接受酶替代治疗
三个月，脾回缩得非常明显，治
疗两年基本能恢复到正常，再坚

持治疗，患儿的生长发育基本不
太受影响。但由于罕见病发病
率低，药品市场需求小，导致药
品研发和生产成本高，售价贵于
普通药。一名30公斤的孩子，
按照体重计算每月要用6支药，
花费10余万，一年治疗费用约
百余万。更主要的是，患者需终
身用药，一旦停药，症状会复发。

目前，治疗罕见病的特效药
在很多地方还没有被纳入医保
报销。不过，多地政府正在尝试
新的罕见病救助模式来减轻患
者负担。我省在基本医保政策
基础上，建立了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城
乡医疗救助等制度，一些地市对

戈谢病患者给予部分医疗保障。
“通过各方帮助，用上特效

药后，孩子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
制，可以上学读书了，但治疗费
用太贵，我们这样的家庭承受不
来。最大的期望就是医保政策
可以多报销些。”小林的父母说。

上海市医学会罕见病专科
分会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李定国教授
强调：“让罕见病有药可治是医
学水平的进步，而关注罕见病是
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医生、患
者和家属都希望罕见病治疗药
物能早日被纳入医保，解决用药
难的问题。同时，罕见病的救治
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在我国，中老年人缺牙现
象较为普遍，种植牙在口腔医
学界被公认为缺牙修复的优
选方式，也被称为“人类的第
三副牙齿”。但绝大多数人都
是只听说过种植牙，却不知道
种植牙手术究竟是怎么样进
行的，疼不疼？安全不安全？
本周六，植得口腔医院将举行
第60期种植手术现场直播，
预约报名火爆进行中。

为庆祝种植牙高峰论坛
完美收官，母亲节期间（5月
10日至5月15日），子女带母
亲来植得看牙有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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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医药会肛肠分会副会长，
河南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
委员，曾获得“全国中医肛肠
学科名专家”“河南省优秀青
年科技专家”等荣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廉万营

肩关节是人体最灵活、活动
度最大的关节，但关节囊薄弱极
易受到伤害。而肩关节疼痛容
易误诊，很多时候误诊为肩周
炎，诊断不明确时治疗效果常常
不甚理想。

为让更多读者了解肩关节
疾病防治知识，5月 11 日 15：
30~17：30，在河南省中医院2
号病房楼 1楼会议室，将举办

“肩膀疼，多是肩袖惹的祸”公益
健康讲座，由该院关节科主任医
师王上增、主治医师贺自克主
讲。

讲座内容包括：肩膀不适可
能是什么病；肩袖损伤与肩膀疼
的关系；肩膀疼的诊断及治疗；
肩关节的运动功能锻炼。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彭永强

“三分治七分护”，这一说法
强调的就是护理在医疗中的重
要性。一年一度的护士节即将
来临，5月6日，在郑州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郑州大学庆祝5·12
国际护士节暨郑州大学护理学
科建设高峰论坛拉开序幕。来
自我省护理学界的大腕和300
多名护士一起分享、研讨了护理
工作中的经验、挑战等。

健康中国战略提出把“以治
病为中心”转变为“以健康为中
心”，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
务，也对新时代的护理工作提出
了新的挑战。作为与患者接触
最密切、最直接、最连续的护士，
就成为建设健康中国的主力军，
他们担负起从婴幼儿到老年的
全方位护理工作。相关数字显
示，截至目前，我省注册护士有
30多万人，这和庞大的需求相
比，依然还有缺口。

据介绍，目前我国专科护理
已涵盖重症、急诊、手术室、器官
移植、肿瘤、糖尿病等20多个领
域，专科护士能在改善患者疾病
治疗结果上发挥重要作用，在承
担常见护理工作、病房管理、制
定重症患者诊疗计划等方面，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郑大二附院院长法宪恩说，
健康中国离不开优质护理，随着
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慢性
疾病发病率不断升高，再加上二
胎生育政策全面开放，社会对护
理需求量增大，人们对护理的要
求增高，希望广大护理工作者再
接再厉，锻炼职业能力，服务人
民群众，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种植牙技术未来将如何发展？这场高峰论坛给你想要的答案

河南·德国ICX专家团种植牙高峰论坛完美收官
本周六植得口腔举办第60期种植牙现场直播，大河报种植牙预约热线：0371-65795608

核心提示丨5月3日，由郑州植得口腔医院、德国ICX公司联合主
办的河南·德国ICX专家团种植牙高峰论坛，在绿城郑州完美收官。德
国口腔专家带来的新技术、新理念，吸引了全省口腔同仁的瞩目。

为庆祝种植牙高峰论坛完美收官，母亲节期间（5月10日至5月15
日），子女带母亲来植得看牙有惊喜！大河报咨询预约热线
0371-65795608

种牙后能抽烟吗？种完牙
每月要做几次检查？肿瘤化疗
患者一般多久可以种植牙？针
对这些患者关心的问题，德国专
家一一进行了专业而耐心的解
答。

德国联邦口腔医师协会会
长Stefan告诉我们，种牙后患
者最好不要抽烟，因为这在一定
程度上会影响种植体与骨组织

的结合，增大失败的风险。
德国 ICX 副总裁 Veber

说，种完牙后建议一年进行四次
定期复诊。这不仅是牙医的工
作，更是患者的工作，医患之间
应该相互尊重和信任。如果因
为地域原因不能复诊，也要到当
地诊所进行复诊。

德国Zahnwelt 口腔美学
中心创始人Angelika医生说，

对于放化疗的肿瘤患者，牙科医
生要与放射医生保持紧密沟通，
最好放化疗半年以上再接受种
植牙手术。

除了患者经常关心的这些
问题外，中德双方还针对数字化
种植技术、麦哲伦导航种植技
术、正畸联合种植、诊所及牙医
个人品牌打造等专业话题，展开
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这次论坛是中原口腔医疗
界的一次盛会。参会人士除了
41位德国专家和60多名植得
医生，还有50多位省内牙医共
同出席。参会的德国专家有德
国ICX的副总裁、德国联邦口腔
医师协会的会长，以及德国
Zahnwelt 口腔美学中心创始

人，此外，还有一大批口腔种植
专家、颌面外科专家、牙周科等
专家。

除了为中原口腔医疗接轨
国际搭建更广阔的平台，助力河
南口腔医疗发展外，此次论坛还
建立了植得——德国专家团种
植牙高峰论坛年会机制：双方约

定，今后每年5月都要进行一次
高规格的中德学术交流会议。
高峰论坛年会机制的建立，为进
一步深化中德合作埋下伏笔，也
将为河南搭建更大的国际化平
台，让中原口腔医疗走出中国接
轨世界，让更多河南人享受德国
医疗品质。

关于种植牙知识，听听德国专家怎么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高峰论坛将给中原口腔医疗带来哪些变局？

本周六，
第60期种植牙
现场直播火爆预约中

戈谢病患者面临治疗之“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肛肠新技术微创除痔推广”中痔疮患者扎堆做“微创”

微创治痔疮 为啥能不疼？
5.1元肛肠全套检查，微创除痔补贴300~1000元
市民拨打大河报健康热线：0371-65795660即可报名申请

核心提示 | 本报联合郑州丰益肛肠医院5月1日面向全省发起的“肛肠新技术微创除痔
推广”——5.1元查肛肠，微创除痔补贴300元~1000元活动自开展以来，以往对手术避之不
及的痔疮患者，扎堆求做微创手术，并表示“微创治痔疮，真中！”

“真有不疼的痔疮手术吗？”
在报纸上看到“微创除痔推广”
活动，专门从中牟赶来的赵女士
一到活动现场就发问。她说，自
己患有混合痔五年，曾在某医院
接受过手术治疗，疼痛难忍不

说，没两年就复发了，实在是不
想再“白挨一刀”。这次听说可
微创除痔并预约专家亲诊，就赶
紧约了一个名额。

微创手术真的不疼吗？郑
州丰益肛肠医院特邀专家刘佃

温教授表示，相较于传统手术创
伤大，恢复慢的缺点，丰益肛肠
医 院 引 进 的 COOK、HCPT、
PPH等微创技术，手术创口都
极小，全程几乎无痛感，不到20
分钟就能结束，且恢复周期短。

所谓微创手术，就是手术造
成的创伤很小。如 PPH 微创
术，是利用特制的圆形吻合器进
入直肠，环形切除直肠下端肠壁
的黏膜组织，并瞬间吻合，使脱
垂的肛垫上提，恢复肛垫的正常

解剖位置，起“悬吊”作用，同时
切断痔动脉分支，痔核萎缩。

有多年痔疮的周先生就是
PPH微创技术的受益者，以前
因害怕手术痛苦，一直拒绝治
疗。但近日已严重影响到正常

生活及工作。针对他的情况，医
生推荐了PPH微创术，10分钟
就做完了手术。术后观察了1
个多小时，周先生觉得没什么不
适感之后，就回家了。

患者提问：有不疼的痔疮手术吗？

患者提问：微创治痔疮，为啥就不疼？
公益活动链接

5.1元查肛肠微创除痔可
补贴300~1000元

目前，大河报联合丰益肛
肠医院推出了“肛肠新技术微
创除痔推广”活动，市民仅需
用5.1元就可获得肛肠病全套
检查，还能享受300~1000元
微创治疗援助补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专家推荐

肩膀疼多是
“肩袖损伤”惹的祸

300多名护士
聚郑研讨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