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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更多河南人享受德国医疗
品质，6月8日起，植得口腔医院以技
术回报社会，联合招商银行、大河报巨
惠河南，时间有限，预约报名请拨打本
报活动专线。

活动一 种牙重磅补贴，刷银行卡
每2000减600；

活动二 植得种植牙10周年，进口
种植牙2980元；

活动三 1000 瓶网红花露水免费
送，送完为止；

活动四 种牙砸金蛋，赢取德国进
口全瓷牙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范张洁

根据郑州市疑似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监测系统显示：4~8
月是报告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
应例数较多的月份。随着夏季
到来，气温升高，宝妈需要倍加
关注孩子接种疫苗后的状况。
郑州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专
家称，接种疫苗后出现发热、红
肿、硬结，属于较常见的一般反
应，把握好接种前和接种后的
注意事项，无需恐慌。

接种前一天，应给宝宝洗
澡；夏天要穿能遮盖接种部位
的衣服，避免细菌感染；接受预
检时，主动向医生说明宝宝的
健康状况，如宝宝最近身体有
任何不适，或宝宝上一次接种
疫苗出现了发烧、起皮疹等反
应，请及时告诉医生；在接种口
服疫苗前后 30 分钟，不要喂
奶，喂热的食物。

接种后在观察室观察30
分钟，以便及时处理可能发生
的急性不良反应；接种当天避
免吃羊肉、鱼虾海鲜、辛辣等刺
激性食物，防止过敏；接种当天
尽量多喝水，避免做剧烈运动，
注意接种部位清洁，以防感染；
如果孩子发生任何让您感到担
心的反应，请及时告知接种医
生或及时就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刘雅
通讯员 尹沅沅

6月5日上午，河南省立眼
科医院内，嵩岳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人工智能机器人临床研究
项目正式启动。这台名叫“嵩
岳”的机器人将成为该院眼科
医生的“助手”，帮助以往早期
诊断率较低的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得到高水平的诊断和筛查。

据统计，我国糖尿病患者
超过1亿，其中30%患者存在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此类患者
早期诊断率很低。究其原因，
一是因为部分糖尿病患者不注
意眼科的检查，二是由于眼科
医生相对短缺、专业诊断方面
存在一定的短板，患者的规范
化、精准化诊疗需要与专业高
效诊疗能力欠缺之间的矛盾较
为明显。

“嵩岳”机器人由软件系统
和硬件系统两大部分组成。其
中，软件系统是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人工智能诊断系统，硬件
系统具备人机交流、信息收集、
远程诊断、打印报告等多项功
能。据介绍，它在读取眼底照
片的诊断上不仅速度飞快，精
准性与三位眼科医生读片结果
一致性超过九成。

弘毅济世匠心十载 植得携手招商银行巨惠河南

贵一点，为啥还这么多人选择植得种植牙？
植得种植牙10周年 种牙砸金蛋赢大奖 大河报种植牙预约报名专线0371-65795608

核心提示丨2008年夏，刘明舟院长从德国弗莱堡大学深造归来，引进国外种植牙
技术，创建植得种植牙，开创了省内专业种植牙机构的先河。植得在口腔种植领域十年
精耕细作，铸就品质传奇。今年5月，河南德国ICX专家团（2018）种植牙高峰论坛胜
利召开，恰逢植得种植牙10周年，植得以技术回报社会，将面向全省发布《种植牙白皮
书》，并联合招商银行、大河报巨惠河南。大河报种植牙咨询专线0371-65795608

同样的品牌，同样的种
植设备，为什么种植牙价格
有高低？下面这个德国口腔
种植牙协会的品质公式，也
许会让你一目了然：植体
（10%）+牙冠（10%）+技术
（60%）+安全（10%）+保障
（10%）=种植牙（100%）。也
就是说，在一颗种植牙的品
质占比中，技术占60%，其他
几个因素加起来才占40%。

很显然，决定种植牙价格的
主要因素并不是植体品牌，
而是医生的技术。

种植牙是“金字塔尖的
技术”，手术需要精、准、细、
微，种植医生除了精力充沛，
更需要心到、眼到、手到，行
云流水，一气呵成，才能快准
稳地完成手术。因此，要求
医生有熟练的种植技术，才
能确保手术的安全。从这方

面来说，种植专家并非越老
越好，年轻医师反而更占优
势。植得的种植牙专家是以
近乎苛刻的条件遴选出来
的，他们对种植手术方案制
订合理、手术仪器使用娴熟、
手术时机把控精准，获得种
牙患者的赞赏和认可。据了
解，国际上种植牙平均成功
率达97%，而植得口腔医院
种植牙成功率达99.18%。

很多市民只关心种植牙
价格，对种植牙的品质并不
十分在意，这样难免因小失
大。种植牙是一项“高精尖”
的口腔修复技术，技术含量
高，成本也较高。一味追求
价格低廉，很容易让人忽略
其背后隐含的技术、材料等

是否合格而带来的风险。尤
其是超低价种植牙，配套植
体质量堪忧，很可能导致种
牙失败，甚至对牙槽骨会造
成损伤。

种植牙一分价钱一分
货。你如果在乎的是品质，
请尊重它的价格。如果想要

便宜，请接受它的缺陷。
植得口腔医院提醒，广

大缺牙市民擦亮眼睛，选择
正规专业的种牙机构。如果
只图便宜不图品质，种牙后
频繁“返修”耗费的时间和经
济成本更是巨大，得不偿失。

一颗种植牙的品质，技术占60%

种牙不能图便宜，品质是关键

6月8日起，
1000瓶网红花露水免费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面对室外火辣辣的太阳，不
少潮爸潮妈会给孩子买一副炫
酷的墨镜。可惜，很多家长不
知，太阳镜的选择非常重要，选
错了，后果可能很严重。

据郑州人民医院眼科主任
刘平介绍，孩子的眼睛还处于生
长发育期，非常娇嫩，很容易受
到外界刺激，太阳镜对孩子并不
是“扮酷扮萌”的道具，而是很有
必要的防护用品，所以不能随便
给孩子买一副戴上，也不要把爸
爸妈妈的太阳镜给孩子戴，一定
要去专业机构给孩子买质量合
格的太阳镜。

“儿童的视力发展有着特殊

的生理特性，他们的视觉发育需
要正常光线对视网膜黄斑区形
成有效刺激，否则很可能造成弱
视，因此，儿童太阳镜的光透射
比一般不低于30%，以保证视
网膜黄斑区能得到有效刺激，保
证正常的视觉发育。但是过度
的紫外线照射又可能会造成角
膜上皮、眼底黄斑的伤害，甚至
过早出现白内障。”刘平说，家长
要把握一个度，既不要让孩子的
眼睛缺少紫外线照射影响视觉
发育，也要防止过度照射。一般
来讲，三岁以下的儿童是不建议
戴太阳镜的，到一定年龄，在一
天中阳光最猛烈的时间段戴一

戴，挡挡强紫外线就够了。
劣质太阳镜对孩子伤害很

大。刘平说，家长给孩子选择太
阳镜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镜片的透光性。这是关
键。市面上有一种玩具式的太
阳镜，做得花花绿绿很漂亮，很
多是塑料制成的，镜片透光性很
差，戴久了眼睛就缺少正常的光
线照射，另外透光率低的镜片也
会造成视力模糊，从而诱发近
视。

2.镜片加工工艺。玩具式
的太阳镜，很便宜又很好玩儿，
但加工时如果不注意镜架和镜
片的拟合度，很容易发生扭曲的

应力效应，结果导致看东西变
形，戴久了头疼、眼睛疼，还会影
响孩子的视觉质量及眼睛正常
发育。

3.镜片的颜色。尽量不要
选择颜色太深的镜片，深色镜片
确实能有效遮挡强光，但也会影
响儿童对光的敏感度，长期戴深
色镜片太阳镜可能会造成儿童
眼睛畏光，进而对眼球发育和视
力产生影响。

刘平最后提醒家长，太阳镜
不是孩子玩具，而是具有功能性
的防护用品，一定要根据孩子的
眼部发育情况，使用专用的、有
质量保证的产品才行。

墨镜不合格，当心孩子弱视或近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魏颖

记者：便血一定是痔疮吗？
刘佃温：不一定。引起便血

的肛肠病有很多，不只是痔疮，如
肛裂、肠息肉、直肠癌等都可能引
起便血。最需要注意的是结直肠
癌引起的便血，很多人容易将其
误以为是痔疮便血，自诊滥治，贻
误了最佳手术治愈时机。

记者：痔疮都有哪些治疗方
法？

刘佃温：痔疮的治疗方法有
很多，如针灸、熏蒸、敷贴等中医
药治疗及各种微创手术治疗。丰
益医院将痔疮严格划分为I期、II

期、III期、VI期，根据患者不同的
耐受力、病情等辨证施治。I期、
II期的痔疮采用丰益纯中药熏洗
技术无痛保守治疗，III期以上的
痔疮采用微创除痔技术，创口小，
恢复快，愈合不易复发。

记者：10分钟一台痔疮手术
真的假的？

刘佃温：微创除痔术已经在
北京、上海、南京等十几个城市推
广多年，也拥有一套精准的操作
流程，丰益医院作为郑州的临床
推广基地，丰富的临床经验使其
能在10~20分钟内做完1例痔疮

微创术。
记者：“夏季治痔疮，一天顶

三天”是否属实？
刘佃温：我们中医上就有这

样的说法。事实上，这也是有一
定科学依据的。夏季治痔疮有它
独有的优势：第一，春生夏长，夏
季人体机能最为活跃，新陈代谢
旺盛，药物更易被吸收，创口愈合
快；第二，夏季患者着衣少，能减
少对肛门部位的摩擦，便于护理；
第三，冬病夏治有标本兼治的功
效，且复发率极低。

刘佃温：“冬病夏治”话痔疮
肛肠疾病“冬病夏治”优惠诊疗活动已全面开启
市民拨打大河报健康热线：0371-65795660即可预约报名

核心提示丨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到来，“冬病夏
治”再次成为市民关注的热门话题。郑州丰益肛肠医
院开启肛肠病“冬病夏治”模式，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肛
肠名医刘佃温教授为我们讲解肛肠病“冬病夏治”的那
些事儿。

专家推荐

刘佃温 主任医师，教
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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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活动

为了更好地帮助肛肠
病患者解除病痛，大河报联
合郑州丰益肛肠医院特别
推出：肛肠疾病“冬病夏治”
优惠诊疗活动，凡报名者可
享以下优惠内容：

1.6元全套肛肠检查
2.微创手术500元以上

援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机器人及时诊断
视网膜病变

天热打疫苗要注意
避免吃羊肉、海鲜等刺激性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