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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的小明近十年来一直
咳嗽不止，每次肺部感染后吃点
消炎药，症状会略有好转。近半
年，小明咳嗽加剧，常伴有咯血症
状。最近，入住省胸科医院检查
发现，祸首竟是潜藏十年的笔帽。

“CT显示，患者气管右中间
段呈瘢痕性狭窄，右下叶管口处
有异物堵塞，取出后发现是1厘
米大小的笔帽。”省胸科医院内镜
中心主任钱佳萍说，异物看起来
在气管里堵塞时间很长了，根据
现在的位置推测，当年笔帽是卡
在气管右中间段，随着年龄增长，
管腔变大后笔帽继续向气管深处
滑落，最终落到右肺下叶。异物
长期堵塞造成肺内分泌物排出不
畅，继而合并感染，逐渐形成脓胸。

追问病史，小明才想起自己

10岁时误吸过笔帽，由于当时并
无明显不适，便没放心上，没想到
竟会让自己咳嗽10年之久。

由于笔帽在气管中堵塞时间
太久，异物取出后小明右肺中叶
仍然不张，最后手术切除右肺中
叶，术后恢复良好。

无独有偶，为小明取出异物
后，钱佳萍又为50岁的李先生取
出了一个潜藏体内40年的笔帽。

“8岁时比较皮，不小心把笔
帽吞到气管里，年龄小也说不清
楚，就一直咳嗽，当时都以为是肺
结核，还专门治疗了一段时间。”
李先生回忆，一直到13年前，才
在当地医院确诊为气管异物，由
于医疗条件所限，当时只能进行
开胸手术，对手术的惧怕让他放
弃治疗，一心想靠锻炼身体来预

防肺部感染。
随着年龄的增大，肺炎频繁

发作，李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忍
无可忍的他最终决定接受治疗。

“李先生还算幸运，虽说长期
堵塞造成气管扭曲变形，但目前
肺部恢复不错。可他的做法并不
可取，一旦遇到气管异物堵塞，一
定要及时就医，否则会走入肺部
反复感染的恶性循环中。”钱佳萍
介绍，临床上气管异物并不少见，
尤其是儿童和老人，将异物吸入
气管、支气管的风险非常大，极易
引发呼吸困难、气喘甚至窒息死
亡。而如果异物掉入远端支气
管，长时间不取出则会引起肺部
反复感染、支气管扩张、肺不张等
并发症，一部分患者会因此而不
得不手术治疗。

莫名咳嗽10年，祸首竟是笔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刘雅

6 月 18 日前，40 岁以上
市民可凭身份证到花园口腔
领取千元爱牙大礼包，现场
即领即用。礼包适用于单
颗、多颗、疑难复杂种植病
例，涵盖六大口腔诊疗项目，
限 1000 份，送完为止。本月
种 植 欧 洲 种 植 体 享 1000~
3000 元补贴，多颗植体更划
算。

大河报天天健康官方微信号
“大河微医”本周的在线问诊活
动，又开始喽！

这几天，在微信公号后台和
读者群里，收到了很多关于孩子
生长发育的健康问题。如“怎么
能长高又不长胖？”“孩子说话晚
是有问题吗？”“一岁半宝宝咳嗽
怎么办？”“孩子耳朵上方的骨头
越长越突出是咋回事？”……

本周在线问诊，我们邀请了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省妇幼

保健院）小儿内科主任医师王伟
博士，在线为大家解答。

王伟博士擅长治疗各种原因
所致的矮小症；性早熟；青春期发
育延迟或不发育；甲状腺疾病（甲
亢、先天性甲低和后天各种原因
引起的甲低）；小儿糖尿病，儿童
和青少年肥胖症，各种原因所致
的性腺发育不良；肾上腺疾病；尿
崩症等。

有关孩子的健康问题，您都
可以关注“大河微医”，在聊天对

话框输入“问诊”俩字，微信小编
将邀请您加入“生长发育群”，在
本周五下午3点至4点，王伟博
士语音为大家解答。

40岁以上市民可凭身份证领取1000元爱牙大礼包

种牙不必等！百万爱牙礼限时送
省内较早开展中老年种植牙的机构；26000多颗种牙成功案例；多颗、半口、疑难均可种
大河报种植牙热线：0371-65796286

核心提示 | 尽管口腔种植技术已遍地开
花，但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匠品质，仍然
是医患双方共同追求的目标。花园口腔秉承
服务口腔患者、打造品质口腔医疗的宗旨，率
先将国际先进种植牙技术引入河南，并一直
致力于推动种植牙技术，更广泛地造福河南
百姓。为回馈广大缺牙市民，本报联合花园
口腔为40岁以上市民提供1000份千元爱牙
大礼包，现场即领即用。大河报申领热线：
0371-65796286

60岁以上的老人还能不能
种牙？家住二七区的陈伯种牙前
也担心过。“活动假牙我都用坏了
好几副，咀嚼进食也不方便，因此
我还是决心种牙。”此前陈伯去了
几家口腔机构，都因牙槽骨萎缩

严重及高龄遭拒。在报纸上看到
81岁老人先后两次在花园口腔
做了种植牙，心动不已。

到院后，陈伯先后三次跟院
长咨询，观看了两次种植牙全程
直播，以便了解种植牙的具体详

情，做到“心中有数”。有了万分
的把握后，陈伯在院成功种植了
6颗牙，恢复全口牙功能。“种牙
当天就吃上饭菜，比喝粥有滋味
多了。”陈伯感慨道。

种牙和种树原理一样，树根
深，大树就屹立不倒；牙根长，牙
齿就坚如磐石。中老年人种牙最
常见的问题是骨量不足，也就是
常说的“沙地骨”“纸片骨”。花园
口腔专注中老年种植牙，根据顾
客牙槽骨情况，采用更粗更长的
牙根，种牙更结实耐用。长长的
牙根与牙槽骨紧密结合，令牙齿
扎根于牙床上，能承担巨大的咀
嚼力。

针对多颗、半口、全口缺失牙

案例，花园口腔借助先进的口腔
检查设备，种植医生可以对缺牙
的牙槽骨高度、宽度、厚度进行三
维立体的扫面，从而得出科学的
数据，由此可以更加准确地运用
微创种植技术，把人工牙根植入
牙槽骨内，通过骨整合的方式与
牙槽骨融合在一起，再在种植体
上修复牙冠。可以有效避免术后
牙槽骨的吸收，对牙龈健康起到
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微创几乎
无痛，更适合亚洲中老年人。

种牙如种树，“沙地”也要根深蒂固 凭身份证领千元礼包
享种牙补贴

种牙当天吃饭菜，比喝粥有滋味多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家长头疼的孩子健康问题，来问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入夏后，到河南大学附属
郑州颐和医院就诊的带状疱
疹患者逐渐多了起来。

据郑州颐和医院康复科
刘丽君主任介绍，不少患者早
期并未出现明显水疱，而是以
身体某处疼痛为症状，并不能
引起重视，以至几天后出现成
簇水疱，因此早期识别诊断带
状疱疹非常重要。经过治疗，
部分患者虽然水疱很快结痂，
但疼痛仍可持续数周、数月不
等，出现了非常恼人的“带状
疱疹后遗神经痛”。

那么，该如何正确治疗带
状疱疹、避免带状疱疹后遗神
经痛的发生呢？刘丽君说可
以用上这几招“杀手锏”！

1.抗病毒及时足量，止痛
药物适时应用

系统性抗病毒治疗应尽
早进行，在皮肤症状出现后
24~72小时内开始。很多人
早期对止痛药物存在抗拒心
理，认为止痛药物容易上瘾、
会损害肝肾功能等，但更需要
看中的是它的利大于弊，早期
应用才能取得较好疗效，后期
应用往往效果不佳。常用药
物为抗惊厥药，非甾体类抗炎
药物往往无效，目前相关研究
尚不能证明糖皮质激素可以
预防疱疹后遗神经痛。

2.物理治疗，快速消炎止
痛

常用物理治疗包括红光、
微波等，可以作用于深部组织
和有效穴位，改善局部血液循

环，增加代谢，快速消炎、止
痛，减轻神经根受侵，具有痛
苦小、见效快的优势，容易被
患者接受，可以缩短病程。

3.传统疗法，大显身手
传统疗法包括针刺、灸

法、放血、拔罐等，在疱疹局部
围刺以泻火、通络，能在早期
更好地促进疱液吸收、减轻疱
疹疼痛，取受累及的神经根
处、大椎、耳尖等处放血以解
毒泄热，阻断病情进展，减少
后遗神经痛发生几率。

4.神经阻滞，强力有效
神经阻滞是在神经干、

丛、节的周围注射营养神经、
小剂量局麻药，阻滞其冲动传
导。通过在脊柱旁椎孔部位
的神经根周围或者相应的神
经节段阻滞治疗带状疱疹，已
被相关临床研究表明具有确
切疗效。其机理在于阻断痛
觉的神经传导通路、阻断疼痛
的恶性循环以及抗炎作用，当
然，只有在掌握好神经阻滞的
适应和禁忌证、非常熟悉局部
组织解剖的前提下才能取得
较好疗效。

刘丽君提醒，由于带状疱
疹往往发生在机体免疫力较
为低下时，因此预防带状疱疹
的发生首先需要注意日常起
居，提高免疫力，而许多带状
疱疹早期表现不典型，或者有
无疱性疱疹，因此如果出现身
体局部某处疼痛、感觉异常，
伴或不伴红斑、疱疹等，均要
及时前往正规医院就医。

作为神经外科的标志性
前沿技术，眶上外侧入路的手
术方法，以其简洁、创伤小、缩
短手术时间等优点，给千万患
者带来了极大收益。近日，郑
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二病区张刚中主任应用新技
术，为一名老人实施了该手术。

这位来自郑州郊区的老
太太年届古稀，因为突发剧烈
持续头痛，被急救人员送入郑
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查头颅
CT明确是蛛网膜下腔出血，
进一步检查后，确诊为右侧后
交通动脉瘤。“鉴于老人的特
殊病情，介入栓塞不是最佳选
择；但动脉瘤不规则，且有子
瘤，随时有再破裂出血的风
险；而且老人年龄太大，手术

风险可想而知。”主攻脑血管
病的神经外科二病区主任张
刚中说，经过专家会诊和征求
家属意见，他决定走右侧眶上
外侧入路，为老人实施动脉瘤
夹闭术。由于熟练掌握了眶
上外侧入路，不仅开颅节省了
约半小时，减少了出血量，显
微镜下操作更是由常规的1~
2小时，缩短到30分钟。术后
患者经几次腰穿，头痛缓解，
未遗留任何症状。目前，老人
已康复出院。

张刚中说，眶上外侧入路
的术式，更快、更简单、创伤更
小，不存在损伤的可能。因此
可以大大缩短手术时间，避免
了并发症的发生，使得患者术
后可以迅速康复。

带状疱疹还在疼？
这儿有几招“杀手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郭晓阳

引入前沿技术——

小创伤解除
老人颅内动脉瘤“威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杨柏青

大咖微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