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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教授今年77岁，他种牙
和别人不一样。他一拨通大河
报爱牙专线，什么种牙问题都
不问，干脆利落直奔主题说：

“我要参加‘半口计划’，医生要
彭 布 强 院 长 ，技 术 就 选
All-on-4/6，种植体用诺贝尔
终身质保的。请帮我预约一下
吧！”

看似轻松的一句话，花费
了徐教授不少心血。种牙前，
他从网上找了上百篇关于种植
技术、种植材料、种植医生的专
业论文。用他的话说，看广告

不如看专业知识，学术论文才
更可靠。

为什么种牙要这么选？
徐教授全面讲述种牙心得

徐教授解释说：“半口计划
第一期的时候，同事刘教授就
已经种过了，特别好用。选彭
布强医生是因为他是少有的获
得科技进步奖的医生，他的论
文我都看过了，理论知识扎实、
手术技术过硬，我信得过。著
名的All-on-4/6技术已经得
到了无数患者的成功验证，选
这项技术安全放心。至于种植
体，诺贝尔的种植体可以‘即刻
负重’，也就是说种牙以后能立

刻戴牙吃东西，受了这么多年
的罪，种牙当然越快越好。”

按照徐教授的要求，彭布
强院长用All-on-4技术为他
做了下半口的种植牙手术，种
牙、戴牙1次性完成。试用新
牙吃西瓜的时候，徐教授开心
得像个老小孩。

□宗景

时值八月，迎来立秋和处
暑，这段时间暑气未消，高温天
气持续，程度不亚于炎夏，也就
有“秋老虎”之说。此时，高温
加上气候干燥、空气湿度小，燥
邪侵袭人体，损伤人体津液，体
内营养物质随之流失，引发人
体生病，中医学称之为“秋燥”。

肺是人体最娇嫩的器官，
“秋老虎”到来后，肺部先容
易受到伤害。于是，人体感知
干燥不舒服、皮肤干涩粗糙、
口燥咽干、小便黄、大便秘结
等现象。儿童、老年人、孕妇
以及有慢性疾病的人体质虚
弱，如果没有及时预防秋燥，
容易感染肺部疾病。这也是一

到初秋，生病的人明显增多的
主要原因。

所以，一定要积极预防“秋
老虎”对人体的危害，避免罹患
疾病。而百合补肺阴、清肺热、
润肺燥，是秋季滋阴润燥的常
备之品，要想对抗“秋老虎”，不
妨和百合做个朋友。

《中国药典》上记载，百合，
味甘，性寒。归心、肺经。可养
阴润肺，清心安神。用于阴虚
燥咳，劳嗽咳血，虚烦惊悸，失
眠多梦，精神恍惚。常用量6~
12克。

家庭用百合养生，可以这
样用：

【百合银耳雪梨汤】百合30
克，雪梨1个，银耳2朵，小枣10
颗，冰糖适量。

将百合用清水浸泡一夜，
银耳用温水泡20分钟，将泡好
的银耳去根，撕成小块。雪梨
去皮、核切成小块，百合掰成小
块。所有原料放入锅内，加入

适量的水，烧开后调成小火炖
煮20分钟，待锅内汤品炖制稍
微黏稠，开大火，加入适量的冰
糖，待冰糖溶化后出锅。

【百合莲子粥】干百合、莲
子、冰糖各30克，大米100克。

将莲子清洗干净，置于水
中泡发。干百合、粳米分别淘
洗干净后，与莲子一同放于锅
中，加水适量，先用旺火烧开，
再用小火熬煮，待快熟时加入
冰糖，稍煮即成。

【百合南瓜粥】百合30克，
米100克，南瓜250克，水2升，
油 1 茶匙，盐 1/2 茶匙，冰糖适
量。

将百合提前一夜清水浸
泡，米洗净，沥干水分，加油、盐
拌匀，腌30分钟（煮出的粥更
绵滑），南瓜去皮洗净切块。将
米和水放入锅内，煮至开花，放
入南瓜，待粥将熟时加入百合
同煮，稍煮即成。可根据个人
口味添加冰糖适量。

高温天气，人们躲在
空调屋里不愿出去，肠道
也像罢工似的，很多人都
没了食欲。此时，人们都
喜欢吃一些清凉、爽口的
食物，而这种习惯给肠道
疾病带来了可乘之机。

这几天，郑州人民医
院门诊和急诊病人中，腹
泻、腹痛、呕吐、发热的情
况也多了起来。郑州人民
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英杰
提醒，高温是肠道传染病
的高发期，也是食物中毒、
急性胃肠炎的高发时段。

预防肠道传染病，最
主要的就是管住入口关，
我们平时要养成“喝开水、
吃熟食、勤洗手”的良好卫
生习惯。

尽量不要到卫生条件
差的街头摊点就餐，在外
少吃凉拌菜和肉类烧烤食
物；注意家庭饮食卫生，食
物制作要加热 3 分钟以
上。尽量不吃剩饭菜。冰
箱内储放的直接入口食
品，经卫生处理后才能进
食。凉拌菜时，要把双手
清洗干净，一定要用专用
的熟食案板和刀具，生菜
加工前用开水过一下，盛

放凉拌菜和色拉的容器要
专用。

如果家人有患肠道传
染性疾病的人群，一定要
注意对被污染的场所、物
品进行消毒处理。在家隔
离的患者最好单独住或分
床住，尽量减少和健康人
接触。病人用的餐具、便
桶、洗涤卫生用品等要和
健康人分开。家人要注意
休息，保持充足的睡眠，避
免机体免疫力下降。

另外，由于肠道特别
娇气，过凉或辛辣的食物
通过肠道，不仅能刺激肠
道快速运动或是痉挛，也
会引发由此而产生的绞
痛、胀痛等不适感。

多数人会出现腹痛、
腹胀，严重的会出现腹泻、
呕吐等症状。如果出现严
重的腹痛、呕吐，首先要注
意维持电解质的稳定。一
定要确保每天补充必需的
水分和糖盐水。尤其是婴
幼儿出现腹泻、呕吐，由于
幼儿的储存、调节功能较
差，很容易出现水电解的
紊乱。如果出现严重的口
渴，皮肤湿冷，一定要及时
去医院就诊。

正在待产，腹中胎儿
的脐带突然脱落，生命危
在旦夕。近日，在郑州大
学二附院，上演了一场“生
死营救”。通过医护人员
的紧急抢救，仅仅2分钟，
医生对产妇顺利实施剖腹
产，将胎儿成功救出。目
前，产妇及孩子平安出院
回家。

该院产科副主任张珂
介绍，产妇当时正在该院
产科三病区病房内待产，
家属突然大喊“医生，医
生，快来！破水了，破水
了！”听到呼叫声，张珂迅
速来到破水的产妇身边，
值班护士也同时到场。

检查发现，胎心监测
70~90次/分，阴道检查宫
颈口时竟然触及到条索状
物，且有波动感，同时羊水
泛黄。“脐带脱垂！”张珂跟
值班护士不约而同地惊呼
起来。情况危急！因为脐

带脱垂随时会造成胎儿因
缺氧而窒息于宫内。张珂
立即还纳脐带，同时，呼叫
人员开始抢救！

绿色通道、跑着将孕
妇推进手术室、麻醉……
一切迅速进行。2分钟后，
新生儿被顺利从产妇肚子
中拿出。此时，新生儿已
经重度窒息，经过新生儿
科、妇产科、麻醉科医护人
员的全力抢救，一声嘹亮
的啼哭终于响彻手术室。

产科学上，脐带在胎
膜破裂时脱出到阴道或阴
道口外的情况称为脐带脱
垂。脐带脱垂发生时，脐
带受压引起血液循环的中
断，中断时间越长，对胎儿
的威胁越大。当脐带脱垂
8分钟以上，胎儿很有可能
会迅速窒息死亡。因此，
脐带脱垂的应急处理很关
键，争分夺秒方能挽救胎
儿生命。

近日，全国严重创伤规范
化救治培训中心河南培训基地
首期创伤救治培训班，在郑州
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开班。

中国创伤救治联盟常委赵
小纲、专家巴立，郑州市卫计委
副主任原学岭，郑州市紧急医
疗救援中心主任乔伍营，中国
创伤救治联盟常委、郑州大学
附属郑州中心医院院长连鸿
凯，以及该院医联体单位、协同

发展战略联盟单位、创伤中心
建设单位，和在创伤救治方面
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学精英共计
400余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培训针对全省区域内创伤
救治中面临的问题，邀请十余
位相关科室专家等多位国内知
名专家前来授课。

郑大附属郑州中心医院院
长连鸿凯表示，该院作为全国
严重创伤规范化救治培训中心

河南培训基地，严格按照培训
中心的整体要求和设计，积极
完善制度机制建设，制订科学
规范的培训计划，邀请知名专
家，精心组织培训。“通过规范
化培训的开展和河南创伤救治
联盟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我
省的创伤救治体系必将逐步完
善，创伤救治水平必将大幅提
升，以高品质的急救服务为群众
的生命健康提供坚强保障。”

半口缺牙10年受苦，种牙戴牙一气呵成
老教授种牙很会选，半口种牙不纠结，指定要用诺贝尔植体！大河报爱牙专线：0371-65795671

“我缺牙10年没少受罪，现在牙齿重获新
生，我也如获新生了。”郑州某大学的老教授
徐志国（化名）报名半口计划种了牙，看着自
己满嘴新牙他兴奋不已。大河报联合知名连
锁口腔机构开展第二期“半口计划”，可以根
据你的经济条件、口腔状况、身体状况，为你
提供多种半口缺牙修复方式。大河报爱牙专
线：0371-6579567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与百合为友，应对“秋老虎”

创伤救治培训，提供高品质急救服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田培

健康讲堂

高温天气，
小心肠道病高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实习生 刘雅
通讯员 崔润泽

脐带脱垂
2分钟救胎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彭永强

1.18.8元享种植牙检查
套餐

2.诺贝尔种植牙包干
价13000元

3.韩国种植牙包干价
3980元

4.牙齿矫正3999元起

提前看上百篇学术论文
选医生、选植体，够专业！

诺贝尔植体厂家让利特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