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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晓

对大多数人而言，轻度的
日光暴露并无害处。郑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一病区主
任张维真说，但过度日晒会使
皮肤老化并可能诱导非黑色素
瘤皮肤癌的发生。

张维真说，现已证实浅表
扩散型和结节型黑色素瘤与严
重的、间歇性的日光暴露有
关。人一生中任何时期（尤其
是在儿童期）的间歇性日光暴
露都会增加皮肤癌及浅表扩散
型和结节型黑色素瘤的发生风
险。研究表明，儿童期的日光
暴露与日后发生黑色素瘤的关
系还不确定，但儿童的皮肤比
较脆弱，在阳光下暴露时间过
长有可能与成年后发生黑色素
瘤有关。

如何预防阳光灼伤呢？张
维真建议，寻找荫凉处、穿防晒
衣、多使用广谱防晒霜、避开光
线最足的时刻等可以避免太阳
灼伤。生活中应当尽可能保护
孩子们免受日晒，减少阳光造
成的伤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刘雅

5月29日，河南省儿童医院
合作医院——美国卢里儿童医
院专家教授一行七人来院，展开
更加深入的合作。

河南省儿童医院与美国卢
里儿童医院的合作源远流长，
2015年 6月，两院签署合作谅
解备忘录，至此开始了频繁的学
科交流活动。2016年10月，两
院进行了第一例远程会诊，实现
了“美国-郑州”零距离交流。

2016年10月12日，美方专家来
院访问交流合作，并在儿童医院
授课两天，给医务人员带来了关
于儿童呼吸道感染、血液病诊
断，超声心动图诊断等新的医学
前沿理念。2017 年 12 月，双
方加大学术交流、义务人员进修

培训、远程医疗的合作力度。
今年5月29日，七位美方

专家再次来院进行交流访问，签
订进一步合作协议，同时来院就
护理、住培等内容进行交流访
问，助推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

花园口腔李院长表示，现在越来越
多的子女意识到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让父母拥有一口健康的好牙，食物咀嚼
更充分，就意味着能吸收到更全面的营
养，为好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为让更
多缺牙者种上能啃排骨的种植牙，花园
口腔本月特别为40岁以上中老年人提
供种牙特惠，还有更多福利在派送中：

1.40 岁以上顾客 6 月 18 日前到院
送1000元大礼包；

2.进口种植体补贴后低至2860元/颗；
3.欧洲进口种植体享种牙特别补

贴，最高补贴1000~3000元。

孩子8个月还没出牙是缺
什么吗？2岁乳牙坏了是等着
换牙还是需要及时补牙？孩子
几岁做窝沟封闭？会让牙齿变
得敏感吗？最近，很多读者在
大河报天天健康官方微信公众
号“大河微医”后台提问有关孩
子出牙、换牙、虫牙、牙齿不齐
等口腔问题，所以本周“大河微
医”的在线问诊活动，大河报专
门邀请了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郑大三附院）口腔科主任闫长
山副主任医师来解答有关孩子
口腔的各种问题。

不用到医院排队挂号，在
家就能与专家“对话”的好机
会，可千万别错过啦。闫长山
主任从事口腔科临床工作20余
年，擅长儿童口腔疾病的预防
与治疗，擅长孕妇口腔急症的
诊断与治疗。中华口腔医学会
会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口腔
保健专业委员会常委，河南省
口腔医学会理事，河南省口腔
全科专委会委员。

问诊时间：今天（6月1日）
下午4点~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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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你的问
题，下午5点前的提问都会为您
解答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当近视眼患者视力下降到一
定程度时需戴眼镜矫正，但有些
人戴眼镜后视力反而下降得更
快，这是为什么？专家说，归其
原因，主要是不良的用眼习惯，
眼本身存在发育异常，眼镜时戴
时不戴以及配镜质量太差。

近视眼大多数由平时不良
用眼习惯及遗传造成，很多近视
眼患者戴了眼镜后不良的用眼
习惯还是没纠正，如看书写字距
离过近、时间过长，躺着看书，光
线过暗，无限制看电视、玩电脑
及电子产品等，这些都可导致眼
内睫状肌痉挛，时间久了造成视
力减退，近视度数增加。

有一部分近视眼的发生与
自身眼发育异常有关，这类患者
虽然配了眼镜，由于与遗传有
关，戴与不戴都可呈现进行性屈
光度加深。如果戴上合适的眼
镜，且注意用眼卫生，加强眼的
保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慢发
展。

有的人把戴眼镜当作一种

负担，怕有碍美观，也有的人误
认为戴眼镜越戴越深，就有时
戴，有时不戴，这样眼睛经常处
于不稳定的调节状态，就可能造
成近视度数加深，视力下降。

配镜不准也能造成视力减
退，近视度加深。如果近视过度
矫正，还会造成头晕以及近视加
深。

花园口腔联合本报六月献礼父亲节，种牙享特惠

“闺女，用种植牙吃得真香！”
6月1日~18日40岁以上顾客凭身份证到院领取1000元爱牙大礼包，即领即用。
大河报种植牙热线：0371-65796286

核心提示丨少买一瓶好酒一盒面膜、省下一顿饭钱，给父母送上“好牙”吧！缺牙一
直忍、拖、扛，是现如今很多老人的常态。作为子女，让爸妈吃得好、睡得香，营养吸收好，
不得病，是最大的孝道！六月，本报联合花园口腔开展感恩父爱行动，进口种植体低至
2860元/颗，欧洲进口植体最高补贴1000~3000元，更多种植特惠活动请拨打大河报种
植牙热线0371-65796286。

父亲节快到了，李女士
说：“我也不想跟父亲说什么
华丽的祝福语，买什么高档
的礼品，我觉得给父亲种一
口想吃就吃的好牙，是最贴
心的礼物。”李女士的父亲缺
牙多年，一直在忍拖扛，殊不
知，缺牙时间渐长，就会吃不

下饭，肠胃慢慢不好，身体也
越来越差。尤其是前段时间
回家，李女士张罗了一桌子
好菜，父亲却一口都没吃下，
只喝了些汤汤水水，李女士
看了心酸不已。

之后李女士四处打听种
植牙机构，了解到花园口腔

种植牙技术即种、无痛、舒
适，还有种植院长亲自把关、
手术，就带着父亲来到了花
园口腔。花园口腔首席种植
专家李伟华院长只用了4颗
种植体，就为李女士的父亲
种了半口好牙，当天戴上临
时牙冠，就能正常吃东西了。

再见到李院长时，李大
爷显得很激动：“现在有了好
牙，想吃啥就能吃啥，排骨都
啃得动了，闺女给选的种植
牙真不赖，用种植牙吃得真
香！感谢李院长，不仅给我
种上了能吃肉的好牙齿，还
给我申请到了种植牙补贴，
每颗补贴了好几千。”

花园口腔的种植牙技
术，因其“微微一种，即种即
用”的特点，深受缺牙老人及
其儿女们的青睐。李院长表
示，他们的种植方案在制订
前，会根据患者的口腔特征，
完成口腔骨骼、软组织定位
分析、咬合力学等综合设计，
再采用微创的方式植入牙

根，最后经过牙冠比色、牙齿
形态设计等20余道设计工
序，种出的牙齿不仅外观媲
美真牙，还具备堪比真牙的
咬合功能和坚固性能。很多
患者在花园口腔做种植牙手
术后，当天就能戴牙回家吃
东西，不浪费时间、不折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一桌好菜吃不下 “爸，咱去种牙吧”

种的牙可以吃排骨 “闺女，种植牙真不赖”

牙缺失了，别让爱也缺失
六月感恩父爱种牙享特惠

八旬老人种牙后送诗给李院长

戴了眼镜，为啥有人近视会加深

过度日晒有风险

中美儿童医院“牵手”，守护中原儿童健康

儿童口腔问题
看过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大
河
微
医

公益活动链接>>
近日，我省确定健康扶贫三年

攻坚目标，结直肠癌被定为健康扶
贫攻坚目标之一。拨打本报健康
热线报名，可享受以下优惠内容：

1.仅 50 元即可享受双镜联检
2.查超导光电子肛肠镜20元
3.查电子肠镜50元
4.微创手术援助500元起

痔疮、便血、大便异常，可申请双镜联检
肛门出血、长疙瘩、疼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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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请双镜联检

核心提示 | 截至目前，本报联合郑州丰益肛肠医院发起的“双镜联检”公益普查已完成500人的筛查工作。据统计，其中
17人被查出大肠癌，Ⅲ、Ⅳ重度痔疮273人，其余则是早中期痔疮及肛瘘、肛周脓肿等。多数接受筛查者均表示，此前没有把便
血、痔疮当回事，多名肠癌患者更因此错过最佳手术治愈时机。

41岁的王先生半年前出现
排便不畅、便后带血。起初他以
为是痔疮，涂抹痔疮膏后一直未
见好转，便血愈加严重，并夹带血
性黏液、大便次数愈发频繁。经

“双镜联检”，确诊为直肠癌。
“直肠癌极易与痔疮、息肉

出血等混淆，误诊率达90%。”
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副会
长、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聘专家
刘佃温教授介绍，因便血这一症
状，多数患者查到“痔”就不再做
进一步治疗，直肠内发生的癌前
病变，如息肉、溃疡等也被忽视。

刘佃温教授强调，便血、肛
门疼痛、肿物脱出、肛门下坠、大
便不成形等虽为肛肠疾病常见
症状，但以下5类症状，极易掩
藏结直肠恶变：

1.便血：大便表面带血；

2.肛门疼痛；
3.肛门肿物脱出；
4.排便习惯改变：粪便形态

异常、排便次数异常、排便不尽；
5.便秘：便意少、排便不畅

等，常伴有腹痛或腹部不适。

刘佃温教授介绍，肛肠疾
病种类繁杂，症状雷同，仅凭
病史及体征难以作出全面、准
确的判断，“双镜联检”的临床
应用则避免了这一情况发生。

双镜联检结合了电子肛
肠镜与结肠镜可对整个肠道
进行立体交叉联检，实时诊
断，小至细察毛细血管之微，
大至环视整个肠道概况，在高
分辨率镜头下均清晰可见，细
微病变也无所遁形，对部分肠
道疾病还可实现诊治结合的
目的，100余种肛肠疾病一查
便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现身说法 大便带血不简单，双镜联检揪真凶

专家提醒 五大症状极易潜藏结直肠恶变

双镜联检 100余种肛肠疾病一查便知

大咖微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