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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9日河南上千位缺
牙患者“钦点”的花园口腔连
锁机构创始人、德国弗莱堡大
学访问学者刘院长为多颗、半
口、全口缺牙疑难病例患者量
身定制一对一诊疗方案。限
额20名，即日起接受预约，预
约到院还可享公益种牙援助：

1.进口种植体补贴后低至

2860元/颗；
2.欧洲进口种植体享种牙

特 别 补 贴 ，最 高 补 贴 1000~
3000元；

3.种植三颗及以上可申请
每颗额外补贴，限200颗；

4.对社会有突出贡献者及
困难群众可申请公益种牙基
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郭晓阳

5月 12日，2018中国医院
发展大会暨最佳雇主颁奖典礼
上，丁香园联合麦肯锡发布了

“2017年度中国医疗机构最佳
雇主”榜单。郑州颐和医院共揽
获“2017年度中国医疗机构最
佳雇主全国民营医院十强”以及
民营医院最佳雇主六个分项奖
共七项大奖。

此评选是同类业界评选中
唯一一个不由专家评议，而由一
线执业医师直接评分形成结果
的评比。本届榜单按医院性质
分为“公立医院最佳雇主”和“民
营医院最佳雇主”两大总榜，同
时分别下设六个子榜单：基础设
施、医疗质量、工作环境、薪酬福
利、文化情感、晋升发展。郑州
颐和医院揽获了七项大奖。该
院赵志刚院长作为获奖嘉宾，在
最佳雇主品牌论坛作了“医改形
势下民营医院雇主品牌建设探
索”的演讲。

据悉，去年 7 月 15 日，在
2017中国医院发展大会上，郑
州颐和医院就分别荣获“2016
年度中国医疗机构最佳雇主民
营医院十强”和“2016年度中国
医疗机构最佳雇主分项奖——
民营医院基础设施十强”。

想当妈妈了，可是等了好
久，娃娃却迟迟不报到。生活
中，有类似烦恼的育龄夫妇越来
越多。5月12日，默克公司在北
京举行辅助生殖知识媒体沟通
会。会上，北京朝阳医院生殖中
心主任李媛介绍，在中国，随着
生育年龄的推后，环境、压力等
因素的影响，不孕不育患者数量
占育龄人口的15%，即每8对夫
妇中就有一对不孕不育患者。

世卫组织将不孕不育定义
为：不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下，
规律性生活尝试怀孕12个月或
者更长时间后未能实现妊娠。
对于35岁以上的女性而言，尝
试6个月后夫妻就应该就医。

李媛说，临床发现，患者年
龄与辅助生殖成功率有极大关
系，相较35岁以下患者，38~40
岁患者的ART新鲜周期活产率
下降50%，44岁以上患者仅1%。

40年前，世界首例试管婴
儿在英国诞生。1988年，中国
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开启了中
国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序幕。
而在河南，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
在1998年。

据了解，2014年5月，默克
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启
动宝贝基金“家庭生育健康关爱
计划”公益项目。“在全国各地陆
续开展援助不育不孕患者大型
关爱活动，旨在倡导家庭生育健
康理念，为患者及家庭成员提供
心理咨询、专家指导，及扶贫救
助，呼吁社会关注不孕不育，帮
助不孕不育女性和家庭找寻正
确处理生育问题的相关方案。

感恩母亲，不止于母亲节

悔！没能早些种牙 福！种牙选对专家
花园口腔连锁机构创始人刘院长亲诊+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根艺联合省慈善总会公益助力=多快好省享健康好口福
本月19日院长亲诊限额20名，预约热线大河报种植牙热线已开启：0371-65796286

核心提示 | 你的爸妈是否还在因为吃不好饭而痛苦，因为缺牙而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紧急通知！5月19日花园口腔面向
全市征集院长亲诊名额，同时携手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根艺，河南省慈善总会现场提供公益种牙援助，仅限20名，机会难得！预
约专线：0371-65796286。

“后悔死了，早知道就该早
些带我妈来种牙，戴了五六年的
活动假牙，不仅把她的其他好牙
都一颗颗‘传染’掉了，吃不好
饭，还落下一身病。”靳女士谈及
母亲的种牙经历，连连后悔没能
更早些种牙，“原来都认为种植
牙是忽悠人的，但是种好牙才明
白一个道理，人很多时候会因为
无知而伤害自己，在选择时，更

应该相信专业人士的建议，而不
是胡乱猜测或道听途说。”

在缺牙已让母亲的生活难
以为继时，靳女士在朋友的力荐
下，听从花园口腔首席种植专家
李伟华院长的建议，给母亲种了
牙。种的牙不管是在外观还是
使用功能以及后期维护都和真
牙几乎无差，因而后悔母亲白白
受了那么多年的罪。

在临床诊疗中经常能遇到
在别处种牙失败的患者，其中有
不少是在装上牙冠后，出现牙龈
肿胀、发炎疼痛或者整个下巴一
直麻木的情况。到花园口腔检
查后发现，原来是不良种牙手术
将下颌神经管“打断”甚至将牙
槽骨“穿孔”。

“毫厘之间的微小偏差，就有

可能让植体将神经管、牙槽骨破
坏，导致术后后遗症和后期使用寿
命、功能受损，花园口腔种植牙团
队已形成一套攻克沙地骨种植、钉
子骨种植、纸片骨种植、全口种植
和即刻修复等疑难病例的成熟种
植技术体系，精准把控好种植手术
的每个环节，为老年人的口腔健康
保驾护航。”李院长介绍。

种好牙后，她悔不当初

毫厘之差，遭罪或享福 院长亲诊，19日限号抢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8对夫妇中
1对不孕不育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刘雅

刘佃温
主任医
师 ，硕
士生导
师。郑
州丰益
肛肠医
院特聘
专 家 ，
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
副会长，河南省医疗事故鉴
定委员会委员。曾荣获“全
国中医肛肠学科名专家”

“河南省优秀青年科技专
家”“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等荣誉。

口臭困扰了不少人，它严重
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心理健
康，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
多不便。河南省中医院肝胆脾
胃病科二病区主任李鲜教授说，
口臭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生
理性口臭指人们在生活中产生
的一种短暂现象，如饥饿时、食
用某些刺激性食品（洋葱、大蒜、
韭菜等）、吸烟、晚餐距睡眠时间
过短等，通过调整生活、饮食习
惯就可缓解。而病理性口臭可
尝试用中药进行调理。

李鲜教授说，中医认为口臭
多是由于饮食不节，积滞中焦，
或胃热炽盛，或实邪积滞肠道所

致，依据辨证论治、整体观念的
原则，因人而异。

1.胃热炽盛型。临床中除
了口臭还兼见口舌生疮糜烂、牙
龈赤烂肿痛，消谷善饥等。治疗
原则：清胃泄热。方选清胃散或
玉女煎加减。

2.饮食积滞型。常见口中
酸臭，脘腹胀满、嗳气吞酸，大便
溏薄或泻下不爽，小便短少。病
机为饮食不化，停积胃肠，脾运
失常，气滞不行。治疗原则：消
食化积导滞。方选保和汤加减。

3.腑气不通型。临床常见
口臭，腹胀，便秘，大便干结，小
便短数，症状随着大便的通畅而

缓解。若舌红苔黄腻，为实热所
致，治宜泻下攻积。方选麻子仁
丸加减。若舌绛红苔少，为阴虚
所致，治宜增液通便，方选增液
承气汤加减。

4.痰热壅肺型。主要表现
为口气腥臭，胸痛胸闷，咳嗽痰
黏黄稠，大便干结，治疗以清热
化痰宣肺为主，方选清气化痰汤
加减。

5.湿热中阻型。临床主要
表现为口臭，口中黏腻，渴不喜
饮，头重如裹，身重肢倦，纳呆恶
心，小便色黄，大便不畅；舌红、
苔黄腻。治疗宜清热化湿，理气
和胃。方选黄连温胆汤加减。

此外，李鲜教授提醒，如果
遇到以下特殊性口臭，一定要及
时到医院就诊，以免延误治疗：
烂苹果味，见于糖尿病酮症酸中
毒，或过度减肥的人群，由于脂
肪、蛋白质分解，而产生丙酮类
物质，通过呼吸而散发烂苹果
味；臭肉味，见于口腔化脓性疾
病，如牙龈炎、化脓性扁桃体炎，
一般经抗感染治疗后可缓解；血
腥味，见于消化道出血患者；肝
腥味：见于肝硬化患者；大便臭
味：见于肠梗阻患者；臭鸡蛋味：
见于胃肠疾病患者，胃内产生硫
化氢而出现臭鸡蛋味。

口中有异味 分清类型可中药调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林雪娇

本报联合郑州丰益肛肠医院，面向全省发起大肠癌免费筛查报名持续进行中——

大肠癌5种标志，有3种以上或已是中晚期
肛门出血、长疙瘩、疼痛、脱出、大便异常等是大肠癌高危症状，今日起拨打大河报健康
热线0371-65795660可免费筛查

核心提示 | 据今年4月公布的2017年郑州居民死因监测数据显示，大肠癌已成为郑州市居民高死亡病因，且名列前茅。
但是，由于大肠癌初期症状并不明显，九成患者把初期便血当痔疮治，等病情加重就诊时，往往已是中晚期，许多患者也因此失
去了手术治愈的机会。

“大肠癌早期症状不明
显。”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邀专
家刘佃温教授强调，如果以下5
种症状，连续出现三种以上，大
肠癌很可能已是中晚期，应及早
到正规医院排查：

1.便血：对于便血突然加重，

大便与血混合，或者以前没有便
血，突然出现便血；

2.大便性状改变：大便突然
变细，不成形，总是黏马桶等；

3.排便习惯改变：排便变得
不规律，没有定点排便，有时一
天要跑几次厕所，有时又一连几

天便秘。
4.消瘦：贫血、不明原因消瘦

常是大肠癌中晚期表现；
5.腹痛：无意间在肚子上摸

到一个很硬的肿块，用力会感到
疼痛，总是隐隐肚子作痛，还伴
有腹胀。

近年，临床发现，结直肠癌发
病率日渐上升，但大多数人并不
重视，很多患者被确诊时已到晚
期。刘佃温教授说，大肠癌素有

“早发现三天，多活三十年”的说
法，发现得早，早期生存率可达

80%以上。建议40岁以上的市
民应每年做一次肛肠常规检查。

“超导光电子肛肠镜是目前
国际上检査肛肠疾病最简单科学
的设备。”刘佃温教授介绍，该设
备可将肛肠内部深层病灶进行实

时采集并显示，患者和医生都可
实时看见病灶状况，整个过程仅
三五分钟，没有痛苦与不适。若市
民出现肛门便血、疼痛、长疙瘩、
脱出、便秘、大便习惯改变等肛肠
不适，均可申请免费筛查名额。

警惕 连续出现三种以上症状，恶性肿瘤或已是中晚期

提醒 40岁以上市民每年需做一次肛肠检查

专家推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郑州颐和医院
再次当选“最佳雇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