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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青峰
郑 州 丰 益
肛 肠 科 主
任，河南省
肛 肠 协 会
专 家 委 员
会委员，毕
业 于 河 南
医科大学，
从事肛肠疾病临床工作近 30
年，先后进修于上海医学院、
南京市中医院，曾荣获“河南
省十佳青年医务工作者”称
号，是我省首批掌握肛肠微创
技术的专家。

1.到院送康乃馨，预存
100元定金抵500元种植代
金券，有效期至5月31日；

2.进口种植体补贴后
低至 2860 元/颗；欧洲进口
种植体享种牙特别补贴，最
高补贴1000~3000元；

3.种植3颗及以上可申
请每颗额外补贴，社会突出
贡献者及困难群众可申请
公益种牙基金；

4.消费满额赢奖，苏泊
尔养生煲、精品夏凉被、金
龙鱼5L食用油等实用奖品
等您拿。

很多人在体检时会偶然发
现胆囊息肉或结石，也有人是在
饮酒或油腻饮食后出现右侧腹
痛才觉察出来。那么，胆囊息肉
和结石会不会变成癌？什么时
候需要手术治疗？

“胆囊息肉的概念其实也包
括了一些早期癌变的病灶。”河
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主任
刘永生介绍说，其中，肿瘤性息
肉（主要为腺瘤）是胆囊癌的重
要危险因素，当胆囊息肉直径大
于1厘米时，癌变发生率明显增
加，而大于2厘米时，几乎可直
接认为就是恶性肿瘤。在非肿

瘤性息肉中，胆囊腺肌症被视为
癌前病变，癌变率为3%~10%。

刘永生说，50%~70%的胆
囊癌会合并胆囊结石，但在胆石
症患者中仅有1.5%~6.3%会出
现胆囊癌。有研究显示，胆结石
患者的胆囊癌发病率比无结石
患者高7倍。结石越大，发生胆
囊癌的风险也越大，结石的直径
大于3厘米者发生胆囊癌的危
险性比1厘米以下者高10倍。

刘永生介绍，胆囊息肉或胆
囊结石何时需要手术治疗，目前
国内外比较得到公认的观点是：

1.对于胆囊结石。胆囊结

石、无症状或症状轻微的患者，
尤其是年轻患者，不需要常规手
术治疗，进行3~6个月的定期观
察即可；对于老年患者，考虑到年
纪进一步增加会加大手术风险，
可考虑预防性的手术切除；具有
胆囊壁增厚、胆囊结石大于2.5厘
米等胆囊癌高危因素的患者，无
论是否存在症状均可手术治疗；
胆囊结石引起临床症状，影响工
作、生活，或既往出现过急性胆囊
炎、急性胰腺炎等的患者，建议手
术切除；胆囊丧失功能，瓷化胆
囊的患者，应手术治疗。

2.对于胆囊息肉。多发、小

于1厘米、有蒂的息肉，如果没
有明显临床症状，可以考虑6~
12个月定期复查即可；单发，小
于1厘米息肉，也可3~6个月定
期复查，若息肉有增大趋势，或
引起临床症状，也可考虑手术。
息肉大于1厘米，或引起明显症
状影响工作生活，可选择手术治
疗；伴有宽基底、年龄大于 50
岁、合并胆囊结石、病变快速增
大等胆囊癌特征因素的患者，应
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手术。

刘永生提醒，遇到胆囊息肉
或结石，建议到正规医院就诊治
疗，以期获得更好的诊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田培

起床晕、躺下晕、翻身晕、冷
不丁就会晕，作为一个病因复
杂，涉及神经科、耳鼻喉、心理、
内科等多个科室的常见疾病。
由于疾病谱广、确诊率低、误诊
率高，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
院成立了眩晕中心，专门治疗各
种原因导致的头晕。

郑州市民闫女士每次晕起
来，都觉得天旋地转，还伴随恶
心、呕吐等症状。到郑大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就诊时，分诊台工作
人员将她导诊至眩晕中心。医
生详询病史后，发现闫女士的眩
晕病大多发生在起床、躺下时，
极可能是耳石症。医生利用全
自动耳石诊疗系统，针对性检查
及耳石复位治疗，很快闫女士的
头晕就消失了。

专家介绍，常见的导致头晕
的疾病有：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
晕、脑梗塞、梅尼埃病、迟发性膜
迷路积水、前庭神经炎、前庭性
偏头痛、迷路炎、突聋伴眩晕、慢
性主观性头晕、药物中毒性眩
晕、全身相关性头晕等。因此，
如有相应症状，最好到专业治疗
中心，进行精准、有效、快速的诊
断和治疗。

一口好牙=轻松咀嚼+健康长寿

母亲节献孝心，让爸妈不再受“缺牙罪”
本周六种牙直播恰逢母亲节特惠：进口植体2860元/颗，欧洲种植体补贴1000~3000元，多颗种植享额外补贴；
到院送康乃馨，更有苏泊尔养生煲、精品夏凉被等实用奖品等您拿。大河报种植牙咨询专线：0371-65796286

核心提示 | 母亲节快要到了，孝心，不只表现在一份礼品、一顿大餐上，更要让父母顿顿
吃得好，每一天舒舒服服健健康康。花园口腔践行“做有温度的牙医”理念，传递中华孝道，造
福中老年缺牙患者，明日在院开展母亲节专场种植牙直播活动，创始人刘院长亲自主讲，子女
和父母当天一起到院看直播，现场听种植专家揭秘种植牙“内幕”，还有超值大奖等您赢，致电
0371-65796286抢入场名额。

又到母亲节，常年忙碌的儿
女，大包小包提着各种礼品、美
食孝敬父母时，很少考虑父母是
否还有一口嚼得动的好牙。“去
年这时候还只能喝稀粥，今年就

能啃骨头吃水果了，多亏闺女带
我来种了牙！”说起女儿尽孝的
方式，张阿姨既满足又自豪！

送金送银不如送健康牙，对
于老年人来说，牙好才能吃得

香、睡眠好，身体健康，才能尽享
幸福生活。对于儿女来说，一份
礼品，一顿大餐，太拘于形式，真
正的孝顺，是让父母每一顿都吃
得香、嚼得动！

老年人骨质疏松，牙槽骨吸
收明显，尤其是多颗、疑难的缺
牙老人，对手术创伤和疼痛更敏
感。因此，老人缺牙一定更要尽
早修复，避免受罪。专家指出，
缺牙最好在三个月内尽快修复，

否则可能造成胃肠功能紊乱、面
容塌陷、影响发音，妨碍记忆力
等问题，严重者会演变成为高难
度种植患者。

但父母年纪大了，听说手术
就害怕，怎么办？花园口腔种植

牙直播主要针对单颗、多颗及疑
难缺牙的中老年患者，通过种植
手术现场直播，帮助老人了解种
植技术，解除疑虑，打消顾虑，让
爸妈放心轻松做治疗，早日解除
缺牙痛苦。

送金送银不如送健康牙

让爸妈不再受缺牙罪就是孝顺

花园口腔种植团队秉承“让
每一颗牙都能留在口腔里一辈
子”的植牙理念，将数字化口腔
种植技术与医学、美学完美融
合，种下的牙根深植于牙槽骨
中，良好的相容性帮助重建牙齿

咀嚼功能，间接减缓身体器官衰
老，最终实现身体的健康长寿！

尽孝要趁早，本周末是母亲
节，花园口腔联合本报，以及艺
术家于根艺夫妇、河南省慈善总
会，于本周六推出母亲节专场种

牙直播暨援助补贴活动，河南种
植牙领域领跑者、德国弗莱堡大
学访问学者刘院长亲自主持和
讲解种植牙全过程，现场多重好
礼礼献爸妈，想孝敬父母的读者
切莫错过！

孝心要趁早，为爸妈种上“长寿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周六陪爸妈看直播
12日~13日享孝心福利

种植牙直播活动现场掠影

感恩母亲节丰益送健康

母亲节，带老妈治痔疮，微创手术费全免！
0元肛肠全套检查、0元微创除痔手术（仅10个名额），大河报健康热线：0371-65795660

核心提示 | 母亲节期间（5月12日~13日），本报联合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别推出“感恩母亲节丰益送健康”公益活动——
0元查肛肠、微创手术半价或减免500~1000元，10个免费微创除痔手术名额送给急需救助的母亲。

“母亲年纪大了，三天两头
就便血，排便时还有肿物脱出，
用手才能回纳，且疼痛难忍。”
昨日，荥阳的刘女士带着母亲
来到郑州丰益肛肠医院，她说
每次劝老人来医院，母亲都怕
花钱，怕手术而拒绝。

这次她终于以母亲节“免
费”为由，说动母亲就诊。丰益
肛肠医院女子肛肠诊疗中心的
程青峰主任听说后，感动其一
片孝心。虽活动未正式实施，
但破例为她们申请免除了微创
手术费用。

“怕花钱、怕疼痛、怕尴尬而
拒绝就医，完全没必要。”程青峰
主任介绍，丰益医院除男女分诊
可避免尴尬外，最大特色即微创
诊疗，如检查时采用的超导光电
子肛肠镜，三五分钟就能查完，
且患者和医生都可实时“看”见
病灶状况，也没有痛苦和不适

感。
有治疗需求的患者，采用如

PPH 吻合术、COOK 套扎术、
DG痔动脉结扎术等微创技术，
一二十分钟即可手术完毕，基本
可以做到全程无痛，恢复周期相
较于传统手术也大大缩短，深受
上班族与中老年人的青睐。

母亲节期间，本报联合郑州
丰益肛肠医院特别发起“感恩母
亲节丰益送健康”的公益活动。
将提供10个微创除痔手术免费
名额。申请条件：1.行业模范、
三八红旗手、先进/优秀工作者
等手术费全免；2.军烈家属、特
困患者，需要提供相关证明。

对未申请到免费手术名额
的市民，将提供以下优惠：

1.0元全套肛肠检查套餐；
2.肛肠病微创手术半价或

减免500~1000元；
3.电子胃镜、电子肠镜50元；
4.SPA养生水疗100元。

母亲节临近 医院为13年便血母亲亮绿灯

微创诊疗：三五分钟查病情，一二十分钟治痔疮

母亲节10个免费微创
除痔手术名额送母亲 专家推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孩子要不要打虫？孩子手
指蜕皮，有事吗？孩子睡觉的时
候出可多汗，是因为缺钙？孩子
指甲上经常有白点，是缺什么？

5月9日，大河报天天健康
推出了“爱在生长季·生长发育
特刊”，随后很多读者通过大河
报天天健康微信“大河微医”发
来各种孩子成长中的疑问。

带着被读者信任的责任
感，记者帮妈妈们寻找“牛”专家
来回答孩子生长的问题。这一
次，为您约到的就是郑州市中医
院儿科主任王晓燕。

王晓燕是河南省及郑州市首
届名中医、郑州市首届百名名医、
郑州市中医儿科首席会诊专家。
兼任中华中医药促进会综合儿科
分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儿
科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中医药学
会儿科专业副主任委员、郑州市
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主任委员。

大河微医问诊时间：周五（5
月11日）下午4点至5点

参与方式：扫码关注“大河
微医”，在聊天对话框或者留言
区，输入你
的问题，5
点 之 前 的
提 问 我 们
都 会 为 您
解答哦。

在生长季

郑大附属
郑州中心医院
成立眩晕中心

发现胆囊息肉或结石，怎么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丁翠翠

爱
孩子生长有疑问？
今天下午赶紧问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