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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得口腔医院联合招商银行巨惠河南 再犹豫真的没机会了

植得种植牙 10 周年，活动 4 天后结束
种牙刷银行卡每 2000 元减 600 元，进口种植牙 2980 元 活动咨询大河报种植牙专线 0371-65795608
核心提示丨植得种植牙 10 周年活动见报以来，很
多市民纷纷打电话咨询活动情况。
“活动还剩几天？现
在种牙还能享受优惠吗？
”
“砸金蛋啥奖品？确定 100%
中奖吗？
”
“优惠名额还剩多少？现在预约报名晚不晚？
”
针对市民的疑问，本报从活动负责人那里了解到：植得
种植牙 10 周年活动已接近尾声，想种牙的市民可赶紧
拨打大河报种植牙热线 0371-65795608 预约报名。

肢体功能重建合作诊疗中心在郑州启动

联姻
“国家队”
造福更多肢体残障人士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艳涛

李先生种牙砸金蛋，
一锤砸个一等奖
6 月 10 日下午，李先生在植
得口腔医院顺利种上两颗牙根。
随后，他来到抽奖区砸金蛋，没想
到 一 锤 下 去 砸 个 一 等 奖 ：价 值

植得种植牙 10 周年，患者种牙砸金蛋中大奖

4600 元的德国全瓷牙冠！
“真是太幸运了！”李先生中
奖后高兴地说，
“ 种牙根赢牙冠，
这个太划算了，希望我剩下的几

颗缺牙尽快种上！”
据了解，这次种牙砸金蛋活
动共设四个奖项，奖品多样，没有
空奖，
100%中奖，
深受市民青睐。

国际种牙平均成功率 97%，为啥植得能达 99.18%？
种 植 牙 是“ 金 字 塔 尖 的 技
术”，手术需要精、准、细、微，种植
医生要有充沛的精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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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生有熟练的种植技术，才能确保
手术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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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际种植牙平均成功
率达 97%，
而植得口腔医院种植牙

一颗种植牙的品质，
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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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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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镜

加起来才占 40%。很显然，决定
种植牙品质的主要因素并不是
植体品牌，而是医生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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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品质，种牙后的频繁“返修”
耗费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更是巨
大，
得不偿失。

成功率达 99.18%。植得种牙成功
率如此，
与其医生的技术密不可分。

温馨提醒

植得种植牙 10 周年
活动只剩 4 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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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
合招商银行巨惠河南，活动已
接近尾声，想种牙的市民抓紧
时间来电预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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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牙砸金蛋，赢价
值 4600 元德国全瓷牙冠。

备忘录

大河报
“摘镜砍价团”
本周六出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燕红

大河报“摘镜砍价团”于上周
开始拼团，活动一经推出，关注者
火爆，大河报天天健康收到了很
多读者和网友的来电或微信咨
询。通过对目前郑州市场的调
查，综合考虑医院、医疗人员的技
术、经验，大河报“摘镜砍价团”选
择河南大学眼科中心普瑞眼科医
院作为第一站活动地点。
河南大学眼科中心普瑞眼科
医院，是一家全国连锁眼科专科
医院，11 年来始终秉持以“技术
吸引患者”的理念，凝聚了一支中
国眼科领域的专家级精英医疗团

队，为各类复杂、疑难眼病的诊断
与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另
外普瑞眼科医院的副院长谢冰是
原济南军区医院屈光手术专家。
1994 年，谢冰便开始从事激光手
术治疗近视的工作，是河南省最
早从事激光手术治疗近视的工作
者之一，迄今为止已帮助数万例
近视患者恢复清晰视力。
大河报“摘镜砍价团”将于本
周六上午走进河南大学眼科中心
普瑞眼科医院。有摘镜需求的读
者，可微信搜索大河报天天健康
微信公众号大河微医（wysdhb）或

扫描下方二维码并关注，后台按
照“摘镜团成员+姓名+电话+身
份证号”
格式留言即可报名。
参与本次活动的砍价团成
员，周六上午均可享受价值 500
元的免费术前检查。经过术前检
查，符合手术
条件的，可以
享受到更低
的手术优惠
价格，还可获
得谢院长亲
自手术的福
利！

瘢痕体质者爱美有风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部肿物切除术、筋膜组织瓣形成
术”。术后 17 个小时后，整形外
科副主任孙振龙与放疗科副主任
王刚经会诊，为其制订了放疗计
划。一定时间的恢复后，
欢欢的耳
朵外观已如从前，
疙瘩未再复发。
对于打耳洞后长“肉疙瘩”，
该院整形外科副主任孙振龙解释
道，这种情况是瘢痕体质造成，耳
垂上的
“肉疙瘩”是瘢痕疙瘩。对
于瘢痕疙瘩较为严重的患者来
说 ，手 术 切 除 是 主 要 的 治 疗 手
段。但鉴于瘢痕疙瘩手术后复发
率极高，术后 24 小时内进行放疗

双向转诊、理论授课、教学查
房、技术带教、科研学术交流，
为当地的肢体残障患者提供
高水平的诊疗服务，为患者就
医带来极大的方便；同时也配
合国家医改方针，有力地推动
分级诊疗政策有效落地。
“我国肢体残疾患者数量
高达 2412 万，其中河南省肢
体残疾人约为 214 万，
‘ 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频发
成为社会的一大难题。”河南
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
医院）院长李无阴说，与国家
康复医院的专家团队成立肢
体功能重建合作诊疗中心，就
是要集中双方的医疗资源、技
术优势，形成以手术、中医及
康复为一体的治疗体系，共同
提升肢体残障诊疗技术，造福
更多残障人士。

关爱特殊群体彰显医者仁心
花园口腔“微笑工程”慈善公益援助行动惠及 6 位缺牙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6 月 13 日下午，由河南省
慈 善 总 会 主 办 、花 园 口 腔 协
办，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根艺老
师助力的“微笑工程”慈善公
益援助行动暨花园口腔“做有
温度的牙医”12 项标准新闻发
布会在花园口腔隆重举行。
会上，省慈善总会副秘书
长姚林安、基金主管张瑞丽，
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根艺，花园
口腔院长李伟华为 6 位受捐者
颁发了慈善援助基金。这场
爱 心 行 动 ，旨 在 响 应 国 家
“8020”计划，为社会困难群众
及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群，
提供口腔疾病的治疗援助，帮
助更多牙缺失患者实现重新
长出“再生”牙的梦想。李伟
华院长还现场详细解读了花

园口腔“做有温度的牙医”12
项标准，旨在树立起省内口腔
机构服务标准金字招牌。
为关爱中老年人口腔健
康，践行“做有温度的牙医”理
念，花园口腔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与有温度的牙医同行”年
度公益援助行动，旨在通过口
腔健康体检、公益讲座、专家
亲诊、援助补贴等方式，切实
帮助百姓解决口腔健康问题。
花园口腔的每一个慈善
义举，每一步有温度的践行，
都在坚持着公益为民的初心，
为顾客带来健康的同时，时刻
不忘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以
仁爱之心及惠民利民的举措
赢得众多患者赞誉。

门诊故事

她一呼吸就吐泡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穆倩倩

打个耳洞长成肉疙瘩，专家提醒——

近日，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整形外科收治了多名年轻女性患
者，她们有个相同的烦恼：为了漂
亮穿耳洞，几年后穿孔位置形成
了
“肉疙瘩”，
且越长越大。
今年 25 岁的欢欢在 5 年前
打过耳洞后不久，就发现右侧耳
朵上长了个小肉瘤，并在 4 年前、
2 年前先后两次接受手术治疗，
但因为术后没有后续治疗，欢欢
耳朵的肉瘤重新长了出来，并且
比以前增大数倍，
严重影响美观。
为了彻底治疗，欢欢在郑州
市三院整形外科接受了“右侧耳

近日，国家康复医院肢体
矫形重建外科陈建文教授团
队与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
南 省 骨 科 医 院）共 同 成 立 了
“肢体功能重建合作诊疗中
心”，
并在郑州正式启动。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附属康复医院是由 11 位院士
呼吁、国家民政部建立起来的
一所高水准的医、教、研、防相
结合的三级康复医院。陈建
文教授是该院骨科主任、院长
助理，中国中西医结合骨伤科
分会外固定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国际知名矫形专家。
据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
功能重建科主任杜志军介绍，
肢体功能重建合作诊疗中心
将依托“肢体矫形和功能重建
专科医联体”实现远程会诊、

能够达到对瘢痕的早期修复。术
后应用浅层放射线治疗，可以使
新生毛细血管消失。此外，射线
可以抑制成纤维细胞的增殖，从
而使瘢痕疙瘩中的胶原减少。
孙振龙提醒，瘢痕体质者爱
美有风险，打耳洞需谨慎。判断
是否为瘢痕体质，可以根据自己
以前皮肤的创口愈合后是否出现
高于皮肤，摸上去很硬，类似于蜈
蚣或蚯蚓的疤痕，及时到医院诊
断。同时，瘢痕体质者要尽量避
免打耳洞和外伤，特别是前胸、上
臂、肩及耳区这几个好发部位。

一呼吸就吐出大量泡泡， 住掉下了眼泪。后来她走过
42 岁的玉枝（化名）两年来就
很多地方，都没能治好病，把
遭遇这样的烦恼。所幸，最后
这个烦人的瓶子取下来。
在河南省胸科医院，医生帮她
“如果让我一辈子都带着
找到祸首：毁损肺支气管胸膜
这个瓶子，我真的觉得生活都
瘘。随后，她顺利治愈回家。
没希望了。”玉枝含泪说，
“幸
玉枝来自豫南农村。两
亏到省胸科医院，是这里的医
生救了我的命啊！”
年前，正在沈阳打工的她突发
高烧咳痰，痰中带血丝，为了
今年 5 月底，玉枝经人介
排出体内液体，当地医院给她
绍来到了省胸科医院胸外一
带了引流瓶。本来说配合消 （2）病区，经检查，该病区主任
炎针两个月就能治好，可是玉
钱如林确诊，玉枝是毁损肺支
气管胸膜瘘。手术是最好的
枝没想到，这引流瓶她一带就
方法。
是两年。
自从带上这个引流瓶，她
虽然手术难度很大，但是
就只能左侧躺着睡觉，因为痰
一切很顺利。手术中，医生为
多总是被憋醒。害怕大家异
玉枝实施了胸膜纤维板剥脱
样的眼光，玉枝两年都不曾外
术及左全肺切除术，玉枝于近
出逛过街。提起这些，她止不
日出院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