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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口腔专家带您揭秘种牙现场全过程

看直播 听八旬老人道种牙心得
6000余例病例锤炼的口腔种植修复专家李伟华院长本周六现场揭开种植牙神秘面纱，
到场即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4500元进口牙根，最后12个名额限时抢订中，预约大河报种植牙热线：0371-65796286

核心提示 | 种植牙就是钉子种在骨头
里吗？为什么价格差距这么大？为什么有
人能种，有人不能种？无论您对种植牙有什
么疑惑，明日花园口腔第五十九期种植牙直
播，首席口腔种植专家现场一对一解疑答
惑。到场缺牙患者可享受100元抵500元
的公益补贴支持，还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
4500元进口植体。拨打大河报种植牙热
线0371-65796286抢订最后12个名额。

“看你的CT片上，右下这个
位置缺了三颗牙，你戴假牙有几
年了吧，骨头萎缩了不少，你这牙
可是不太好种呀！”徐大爷有模有
样地给邻居分析着刚到医院拍的
口腔CT片，“我这都是在种牙的
过程中学的，现在我也可以说是
半个种牙专家了”。

徐大爷两年前因一次误诊拔
掉了一颗大牙，后来了解到缺牙
不及时补，会导致其他邻牙陆续
罢工，而种植牙是目前极佳的缺

牙修复方式，种牙就成了他心头
大事。为了能种好牙，选择一个
靠谱的机构，徐大爷曾反复咨询，

“跑了那么多家口腔机构，最后让
我把种植牙搞得清清楚楚、明明
白白的还是花园口腔，他们是现
场手术直播，还有专家解答问题，
拍的牙片怎么看，牙为什么要这
么种，不同的手术方案有什么好
处坏处，都是我跟着专家学的，搞
明白原因，我才放心种牙，种好牙
效果当然没得说，好用得很！”

“躺在牙椅上没几分钟，就感
觉到医生操作，没感觉到疼，手术
就做完了。手术当天，麻药劲儿
下了之后有一些疼，但疼的程度
在接受范围内，医生给的有止疼
药、消炎药，我也没吃，第二天就
不怎么疼了。”徐大爷回忆起当时
种牙时的感受说。

为了让中老年顾客享受到无

痛舒适种牙的诊疗体验，花园口
腔中老年种植牙中心引进使用了
计算机导航+超微创种植技术，
计算机导板保证了植入过程中每
个细节的精微性和操作精细性，
而超微创种植技术只需在精准的
位置进行一次几乎无切口、不翻
瓣、无缝合的微创手术，就能轻松
植入单颗、多颗甚至全口缺失牙。

种好牙，他成了半个专家

种牙啥感受？听他怎么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真牙还不如假牙？
试试才知道

5月26日花园口腔种植牙
直播活动现场，邀请首席种植
专家李院长亲自担任直播主
讲，现场解疑答惑并免费一对
一设计种植诊疗方案。此外，
还有种牙老顾客现身说法，81
岁高龄老人是如何只种4颗牙
根恢复半口牙的？67岁老人又
是怎样无需止疼药、消炎药，无
压力种好3颗牙的？种植牙到
底好不好用？活动现场真假牙
大比拼，吃核桃、咬苹果、啃玉
米结果如何？等您现场亲眼见
证。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到场还可享受专场补贴优惠：

1.幸运抽奖 价值 4500 元
进口植体1颗；

2.种植补贴款 100元抵500
元，欧洲植体补贴1000~3000元，
多颗种植再享额外补贴；

3.特惠拔牙 60元/颗；
4.满额送 消费满880元即

送品牌5L食用油。

“孩子平时吃得很少，特
别挑食怎么办？”“宝宝瘦肯定
是营养不良，胖是营养过剩
吗？”在大河报天天健康官方
微信号“大河微医”最近进行
的三期在线问诊活动中，收到
很多关于孩子饮食的问题。
今天，郑州市中医院营养科主
任李璞受邀在线问诊活动，将
在线免费解答有关孩子的饮
食营养问题，助力孩子成长。

李璞主任长期从事医学
营养工作，擅长糖尿病、肾脏
病、痛风、代谢综合征、肥胖等
的营养防治；危重、围手术期

病人的营养支持；孕妇、乳母、
老年人、婴幼儿、青少年以及
亚健康等特殊人群的营养评
价和营养指导 。

问诊时间：今天（5 月 25
日）上午10点~11点

参与方式：扫描下方二维
码关注“大河微医”，在聊天对
话 框 或 者
留言区，输
入 您 的 问
题，上午 11
点 前 的 提
问 都 会 为
您解答哦。

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营养专家在线问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面对七旬老人的特殊病情，
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专家采取新
技术，实施了我省首例无鞘技术
TAVR手术并获成功。

近日，豫北的秦老太太活动
后反复出现胸闷气促等症状，到
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第
七人民医院）就诊。

老人患有二十多年的心脏瓣
膜病-主动脉瓣狭窄，随着病情
加重，主动脉瓣狭窄逐步加重，入
院彩超检查发现主动脉瓣重度狭
窄，合并中度关闭不全；进一步的
心脏CTA检查发现，患者主动脉
瓣解剖适合微创治疗，但即使进

行微创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
（TAVR），因患者体重较轻，入路
血管也有问题：伴有钙化的股动
脉和另一入路颈动脉，直径均小
于输送鞘管6毫米直径的要求，
如何选择入路又成了难题。

不仅如此，老太太还曾做过
肺叶切除手术，如果再次开胸进
行换瓣手术，风险较高，且术后恢
复困难。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申
伟说，这样的手术风险，明显要高
于传统的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

随后的专家会诊过程中，河
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郑州市心
血管病医院院长袁义强博士，提

出一个新颖的手术方案：由于患
者血管较细，且外科开胸风险极
高，可以进行无鞘技术TAVR手
术，此血管可以耐受无鞘瓣膜输
送，以保证避免入路血管损伤。

随后，袁义强博士和助手按
照该术式为老人成功实施手术。

目前，老人病情大有缓解，已
下地适度活动，无明显不适。

对于这种在国内都较少开展
的新技术，袁义强博士介绍，针对
高龄、外科开刀风险比较大、低体
重、入路血管较细的患者来说，无
疑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初夏时节，昼夜温差较大，容
易引发肠胃不适等诸多疾病。河
南省中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张
勤生教授提醒，如果饭后出现烧
心、泛酸等症状，千万不要大意，
特别是中老年人，一定要警惕胃
食管反流病来袭，应及时到医院
检查就诊。

胃食管反流病是由胃和（或）
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入食管所引
起的一系列不适症状和（或）并发
症的一种常见消化道疾病。除了
常见的泛酸、烧心、胸骨后部疼痛
症状之外，胃食管反流病还存在
不为多数人所知的食管外表现，

如呛咳、咳嗽、咳痰或者咽部异物
感、喉痒等症状。有部分患者表
现为口腔溃疡、口苦、口臭或舌灼
热感、胸闷等症状。

张勤生教授说，一些胃食管
反流病患者以为泛酸、烧心只是
小毛病，但若置之不理，食管黏膜
长期受到酸的刺激与腐蚀会导致
一系列严重并发症，如食管出血
或食管黏膜瘢痕挛缩，甚至狭窄
梗塞，并且患食管癌的可能性大
大增加。所以要尽早治疗、规律
治疗。

胃食管反流病如果进行内科
治疗，只能吃抑酸药，虽然有助于

让患者临床症状得到缓解，但至
少需要4~8周，一旦停药，复发率
高达90%。

张勤生教授在临床发现，多
数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的贲门口比
较松。而圆孔状的贲门相当于胃
的“脖子”，位于食管和胃之间，就
像一个阀门，阻止胃液和食物倒
流。他就此研究发明了“内镜下
贲门松弛紧缩技术”，即套扎贲门
处的黏膜，使得贲门口变细，不再
松弛，使得胃和（或）十二指肠内
容物就不会反流入食管，泛酸、烧
心等胃食管反流病的症状就得到
了控制，且全程无创伤、不出血。

燕燕（化名）是妈妈怀的
第三个孩子，她的妈妈认为自
己已经生下两个健康宝宝，有
经验了，便没按医生要求定期
产检。孕晚期到当地医院做
排畸彩超检查时，医生说宝宝
肾脏发育可能有问题，燕燕妈
也没当回事儿。等到燕燕出
生后3个月时，眼看孩子肚子
越来越大，吃得越来越少，精
神一天天差起来，才带其到医
院检查。B超显示燕燕长了四
个肾，且都有问题。因病情太
复杂，燕燕家人带着孩子来到
省妇幼保健院小儿泌尿外科。

接诊的是该科主任张立
华。“双侧重复肾的情况较为
罕见，其发生概率大约在十万
分之五，属于泌尿系统先天性
畸形。燕燕的情况更复杂，是
双侧重复肾、双侧重复输尿管

扩张并积水，目前已危及孩子
的生命。”张立华立即为燕燕
开辟急诊绿色通道办理入院。

入院后检查显示：燕燕血
常规异常，肝功能异常，电解
质紊乱，病情危重。经儿内科
会诊后，转入PICU对症支持
治疗。在PICU医护人员的精
心医疗护理下，一周后燕燕的
检验指标基本恢复正常并转
回泌尿外科。

经过科室疑难病例讨论，
张立华为燕燕制订了详细的
手术方案：右侧上下肾积水较
轻，暂时观察，主要处理左
侧。手术顺利完成，燕燕也一
步步康复。“术后，燕燕虽比其
他小孩多出一个肾脏和输尿
管，不过她仍然可以像健康孩
子一样正常生活。”张立华说。
线索提供 鲁美苏 刘娜 尚睿

天津的杨先生今年74岁，
本该乐享退休生活的他出现
间断发作性头晕16年。16年
间，他反复出现起床时、行走
时头晕，眼前还会出现黑影，
不能独立生活，需家人搀扶、
拄拐方敢出行。虽到多家医
院的耳鼻喉科、骨科、神经内
科就诊无数次，进行了头颅、
颈椎核磁等检查，均未发现明
显异常。

今年4月26日，杨先生在
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成立
的全国首家多学科眩晕会诊
中心，经国内四位多学科专家
共同会诊，终于找到了病根：
持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

据全国名老中医、河南中
医药大学一附院眩晕诊疗中
心张怀亮教授介绍，持续性姿
势-知觉性头晕是中老年慢性
头晕患者常见原因之一。由
于该病到2015年才被世卫组
织国际疾病分类收录，国内关
注较少，相应研究更不多见，

加上眩晕本身涉及神经内科、
耳鼻喉科、骨科等多种学科，所
以患者易被误诊，治疗效果不
佳。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可
为眩晕患者提供精准诊疗，极
大降低诊断不清、误诊、误治率。

张怀亮说，持续性姿势-
知觉性头晕在诊断上有其特
点，如表现为非旋转性头晕或
摇晃不稳感，持续3个月及以
上；在站立、头部或身体运动
时，或暴露在复杂环境、运动
密集环境中时症状加重；头晕
症状在坐立后减轻、卧床后基
本消失；有的患者行走时需要
扶着他人，才感觉稳当；有的
患者走路时表现为“摇摆不
稳”等步态。另外，很多患者会
伴有焦虑、抑郁等精神因素。

病情被确诊后，专家建议
杨先生进行前庭康复锻炼、心
理调整，张怀亮教授开出中药
方剂。前天，杨先生来复诊，
说头晕已经控制住了，外出活
动再也不需要家人陪同了。

头晕16年，才知是这种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何世桢

新生宝宝长了四个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刘雅

夏初护胃 烧心泛酸别忽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赵卫卫

我省首例无鞘技术TAVR手术成功实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荣文翰

大咖微问诊

门诊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