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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诊结束后，当记者打开大
河报天天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

“大河微医”时，发现不少宝妈还
有遗憾：“离得太远，孩子还得上
课，没有去成，期待下次来我们
小区。”“这样的好事，咋不来北
区啊？”……

整理这些留言后，记者向郑
州市中医院、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进行了反馈，两家医院当即表
态：免费福利继续送。

具体来讲，这些福利有：郑
州市中医院营养科提供10个生

长发育首诊营养评定套餐、郑州
市中医院儿科提供10个“针刺四
缝”体验以及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提供10个免费测骨龄名额。

怎么得到这些福利呢？扫
码关注大河报天天健康官方微
信公众号“大河微医”，在聊天对
话框输入孩子的姓名、年龄、性
别、身高、体重，以及您想报名的
免费项目，记者收到您的报名信
息后，会在工作时间及时为您回
复是否报名成功。（注：每人限报
名一个免费项目，数量有限，先

报先得）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今后，

“大河报健康团·名医面对面”还
将不定期邀请相关专家，走进不
同社区为大家免费义诊。

您最需要哪方面的专家进
社区？您最想让专家进哪个社
区？请及时在大河微医后台留
言，我们会随时收集，结合大部
分读者的需求，举办免费义诊。

也许，下一期“大河报健康
团·名医面对面”邀请的专家、走
进的社区就是听了您的建议哦。

近日，国粹中医在河南中
医药大学一附院丁樱、马云
枝、王丽娜、王宝亮、刘霞、李建
生、邵静、郑玉玲、郑启仲、赵坤
10位指导老师和20位继承人
之间以传统的拜师方式传承。

师承是中医学独具特色
的重要传承方式。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从1990
年起先后参与并完成了五批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工作，其中名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 17
名，成功培养出51名学术继
承人，现均已成为各个专业领
域的业务骨干或学科带头人，
甚至全国、省级知名专家。

此次第六批师承的选拔
是经过严格的申报和遴选程
序，经省中医管理局推荐，并
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审核，最
终10名指导老师入选第六批
全国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全国名中医丁樱教授作
为师承指导老师代表表示，指
导教师不仅要担当“传道”“授
业”“解惑”的责任，更要在“传
道”中树医德，秉承古时医家
大医精诚的高尚品德。

师承学员代表周素贞表
态，作为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承名
医大家，辨析名家医案，研习
临证经验，继承和发扬中医药
文化精髓，是全体继承人光荣
而神圣的职责。

河南中医药大学张小平
副校长到场祝贺并寄语医院，
要以六批继承为契机，加强继
承工作日常管理，使继承工作
落到实处，继承人能够真正学
到老师临床经验与技术专长，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得以
传承与创新，更好地为公众健
康服务。

线索提供 魏佳琳 陈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刘雅

核心提示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长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遇到问题怎么办？别急，
专家来帮你。从5月开始，《大河报》天天健康版陆续举行了4场儿童生长发育专题在线问诊后，
上周六，也就是5月26日上午，大河报邀请郑州市中医院、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的专家，走进郑州市
锦绣城社区，为社区居民以及慕名而来的读者进行了义诊。

大河报健康团·名医面对面

社区义诊火爆，福利继续派送

当天上午，郑州的太阳十分
“热情”，与此相比，读者的热情
更火爆。原定的义诊时间是上
午10点开始，可刚9点，不少宝
妈宝奶就抱着孩子守在了咨询
台边。

“我们是从北三环来的，看
到《大河报》上预告今天有义诊，
7点就出来了。”抱着 1岁的女
儿，刘女士乐呵呵地说。

刘女士的孩子一直食欲不
好，总生病，想去医院找专家看，
但是想到医院内的排队场景就

发憷，这次听说义诊的专家不仅
来自儿科，同时还有营养科、推
拿科、生长发育科等各个科室，
就迫不及待赶来了。

“同时让四个领域的专家给
孩子看，太省事了，以后你们得
多举行点这样的活动。”看完病，
拿着医生开的嘱咐单，刘女士兴
奋异常。

“我是在《大河报》天天健康
上看到的这个义诊活动，所以一早
就赶了过来，向专家咨询一下孩
子的问题。”王先生手里还攥着印

有活动的那张报纸。“希望你们
有机会也可以在我们社区举办义
诊，今天真是谢谢这些医生了。”

由于居民太过热情，原定的
两个小时义诊持续了将近三个
小时。郑州市中医院免费送出
的营养测评、针刺四缝以及郑州
市妇幼保健院的免费测骨龄名
额也很快发放完毕。

“真是给居民办了好事，十
分欢迎你们今后再来。”棉纺路
街道办事处锦绣城社区书记、主
任白蕊说。

种一口长寿好牙，不只是一场
手术，种植术后的牙冠修复、后期
定期复查维护等，都是影响种植牙
使用寿命的重要因素。花园口腔
种植专家团长年坐诊，能够实现从
术前检查、制订方案、种植及术后
维护这一系列诊疗服务，确保种植
品质。

此外，为保障每一位种牙顾客
的种植牙使用寿命，花园口腔还引
入成熟的植体质量跟踪服务体系、
终身免费维护体系以及半年制专
属管家约诊复查体系，为每一位种
牙顾客提供终身跟踪服务，确保顾
客得到持续关注。

花园口腔又一例即刻负重手术成功

种牙即刻用，当天种好吃苹果
告别缺牙烦恼，当天种牙当天用 大河报种植牙咨询热线：0371-65796286

核心提示丨种牙要等三个月才能用？昨日，花园口腔
又一例下半口即拔即种+即刻负重病例顺利完成，68岁的
莫先生一天之内结束了八年的缺牙“噩梦”，当天使用种植
牙吃苹果。手术结束后，莫先生激动地紧握手术主刀医
师、花园口腔首席种植专家李伟华院长的手，说：“你的技
术真是牛，种牙无痛苦，戴牙又舒服，修好的是牙，更是年
轻的心！”当天种好吃苹果,咨询大河报种植牙热线：
0371-65796286。

昨日，68岁的莫先生一边
哼着小曲一边填写术前信息
单，“没啥紧张的，花园口腔的
李院长是精挑细选的专家，他
种牙我放心，我去年9月就开
始考察种植牙，郑州各大口腔
机构都跑了一遍，技术专家对
比了一圈，我选的肯定没错，
下午就能戴上牙吃好的了，想
想都开心”。

莫先生因长期牙周病，下
半口牙仅剩摇摇欲坠的8颗

牙，尤其是3颗下前牙，已经到
了一用力就能轻松拿掉的程
度。李伟华院长根据莫先生
的身体条件及口腔状况，为其
制订了即拔即种即刻负重的
手术方案，上午手术拔除8颗
牙，同时种上6颗植体，下午戴
上临时牙冠，恢复半口牙咬合
力。“真的是一天‘长’新牙呀，
这牙看起来、用起来都跟10年
前我自己的牙一样一样的。”莫
先生照着镜子激动地说。

“我一次手术种了6颗牙，
在手术室待了一个小时多吧，
手术过程除了打麻药感觉疼
之外，就没觉得疼了，中间还
差点睡着了。”“戴上牙之后，
护士拿来苹果让我试试，我刚
开始还是担心的，刚咬下去那
一下，一下子就找回了年轻时
的感觉。”莫先生回忆种植过
程时说。

“即拔即种即刻负重”技
术不仅要求医生的种植水平，

还考验医院的综合实力，因为
即拔、即种、即负重，无论是前
期拔牙、种植牙手术，还是临
时牙冠制作，都要求精准的术
前方案制订以及每一步的无
缝衔接，并且必须在一天之内
全部完成，因此对医院的设
备、技术和医生都有很高的要
求。“你的技术真是牛，种牙无
痛苦，戴牙又舒服，修好的是
牙，更是年轻的心呀！”离开前
莫先生握着李院长的手说。

上午哼着小曲来种牙 下午喜笑颜开戴上牙

你的技术真是牛 种牙无痛苦，戴牙又舒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种牙不只是一场手术
终身维护更是真保障

5月公益补贴种牙，
倒计时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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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

开坛拜师 传承国粹中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尿床是一个古老的疾病，
根据国际尿控协会和国际儿
童尿控协会的定义：5岁及以
上的孩子，每月尿床一次，连
续三个月，即可诊断为遗尿。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孩子
遗尿？国际尿控协会儿童委
员会委员、著名儿童泌尿外科
专家文建国说，遗尿的病因虽
然不清楚，但公认与下列因素
有关：遗传；睡眠觉醒障碍；把
尿训练的延迟、发育迟缓、膀
胱功能异常也是遗尿的常见
影响因素。

最近，文建国教授带领他
的小儿尿控团队调查发现，
2017年河南省遗尿的发病率
与10年前相比明显提高，尿
不湿的广泛使用与延迟把尿
训练可能是导致遗尿发病率
升高的罪魁祸首。

“虽然5~6岁儿童对遗尿
有 一 定 的 自 愈 率（10% ~
15%），但是没有可预测的因
素显示哪些儿童能够自愈。
因此，早期治疗是大家公认的
早期治愈的有效途径，对儿童
的身心发展也是大有裨益。”
文建国说，遗尿分两种，原发
性遗尿和继发性遗尿，其中，

自幼尿床而且查不到病因的
原发性遗尿占遗尿患者的
70%~80%。

因为病因不清楚，所以很
多国家试图寻找病因。最近，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
尿动力中心和丹麦、波兰、比
利时等四国签署了合作协议，
这是河南省第一个观察小儿
遗尿的国际多中心研究。

儿童节马上来临，为了帮
助这批孩子，6月1日当天，河
南省医学会将组织我国知名
专家在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门诊（新乡卫辉市健康
路）进行常见病大型义诊活动
包括开展国际尿失禁周和儿
童遗尿症义诊活动。

义诊期间，所有尿床儿童
免除挂号费、免费测定尿流率
和残余尿量评估排尿功能，如
果遗尿需要治疗则免费提供
电子秤、量杯、警铃等治疗过
程中需要使用的器具。

义诊时间：6月1日上午9
点~11点30分

义诊专家：文建国、宋翠
萍、张建江、王庆伟、韩子明、
赵德安、许红旗、张双林、郑先
杰、卜红民教授等。

孩子被尿床困扰？
免费义诊、免费检查等你来

公益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刘雅

现场 抱着孩子从郑州北郊赶到现场

礼包 免费领取方法看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