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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不知道，原来种牙
还可以‘终身质保’。因为一个
朋友种牙两年就用坏了，后期
治疗没有保障，还要再花钱，我
都吓怕了。现在有了终身质保
的诺贝尔种植牙，有了质保承
诺，我就能放心种牙了。”杨老
师可以种牙了，很兴奋。

诺贝尔种植体公司为每一
位患者做出“全球联保，终身质
保”承诺，为患者解决了种牙的
后顾之忧，受到了广大缺牙人
的欢迎。

缺3颗种2颗就够了
连冠搭桥，少种多修复

杨老师2颗门牙松动，3颗

大牙（磨牙）缺失。经过一系列
检查以后，种植牙专家彭布强
院长建议，门牙保留，采用套筒
冠技术进行固定；种2颗种植
体连冠搭桥修复3颗磨牙。“原
本以为要种5颗牙，种2颗就行
了，彭院长的方案太省钱了。”
杨老师听完最终的方案以后，
对彭院长大加赞赏。

如今的种植牙技术已告别
“缺1颗种1颗”的时代，缺牙多
颗的患者可以连冠搭桥“少种
多修复”的方式种牙，让患者少
受罪、恢复快，还可以让经济条
件差一点的人群种得起牙。

口腔专家提醒，牙齿有问
题及时治疗可以“花小钱省大
钱”。尤其是牙齿松动患者，如
及时治疗可以不用拔掉真牙，
利用原有的牙根做修复治疗就
能恢复一口好牙。等牙齿问题

严重时再做治疗，就需要使用
价格昂贵的种植牙，得不偿失。

数字化种植技术推介会
8月30日盛邀缺牙人士

8月30日，大河报联合知
名连锁口腔机构举办“数字化
种植技术推介会”，盛邀缺牙人
士现场观摩，活动当天免费赠
送1颗价值1.6万元的诺贝尔
种植体。诺贝尔种植牙包干价
1.3万元（含牙冠），用更优惠的
价格让更多患者用上“终身质
保”无后顾之忧的种植牙。

据郑州市疾控中心统计，
今年郑州市连续高温，且雨水
较多，肠道传染性疾病如痢疾、
伤寒及其他感染性腹泻的患者
发病较多。近期，虽然气温有
所下降，但疾控专家提醒，市民
仍要注意预防肠道传染病。

肠道传染病的发生与否和
传染源的数量、类型，苍蝇等媒
介生物的孳生情况，人体抵抗
力状况，温度、湿度等气候条
件，个人卫生意识、综合卫生条
件等都有关系。不过，专家说，

养成这6个卫生习惯，完全可以
预防肠道传染病。

1.养成喝开水、吃熟食、勤
洗手的良好卫生习惯；

2.尽量不到卫生条件差的
街头摊点就餐，在外尽量少吃
凉拌菜和肉类烧烤食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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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卫生处理才能进食；

4.加工凉拌菜时，双手要
清洗干净，一定用专用的熟食

案板和刀具，不和生肉刀具和
案板混用，将生菜在加工前用
开水过一下，盛放凉拌菜和色
拉的容器要专用；

5.果蔬先用清水浸泡，然
后用清洁水冲洗3遍以上，特
别是带叶、根的蔬菜，要特别注
意根部的清洗；

6.旅游者要注意个人卫
生，尽量避免在疫区当地进食
生冷食品，尤其生食蔬菜，避免
接触牛、羊、鹿等动物。如发生
腹泻及时就诊。

深色、有花纹的内衣裤因
为不显脏，成为不少老人的选
择。其实，浅色内衣裤能帮助
老人及时发现身体症状，对了
解自身健康状况更有帮助。

据河南省中医院治未病科
副主任吕沛宛介绍，老年人因
皮肤较为干燥、粗糙，抵抗能力
差，褶皱较多，应尽量穿柔软宽
松、吸汗性强、全棉原料制作的
内衣裤。化纤材质的内衣裤通
透性和吸汗性较差，会导致胸
部及阴部汗液不易蒸发，利于
细菌繁殖，进而引起一些妇科
炎症。老年人的内裤宜选择平
角内裤，腰不宜过紧，老年人腰

围往往较大，腰部过紧容易妨
碍腹部脏器的血液循环。裤腰
最好高于肚脐，注意脐部的保
暖，肚脐受凉易诱发腹痛、腹泻
等多种胃肠道疾病。颜色选择
以本白色、白色等浅色为好，这
样在身体出现一些异常情况
时，便于及时发现问题，不会延
误病情。

如果身体经常出黄汗，主
要由于湿热、脾虚所引起，与汗
腺分泌有关，主要表现在腋下、
阴部出现黄色分泌物。《金匮要
略·水气病证并治》云：“黄汗之
为病，身体肿，发热汗出而渴，
状如风水，汗沾衣，色正黄，如

柏汁。”若同时伴有发热、胁痛、
食欲不振、口苦、尿黄、舌苔黄
腻，属于湿热蕴积。如果汗出
较多并局限于会阴和外生殖器
部位，常见于外阴瘙痒症、阴道
炎等妇科病、男性阴囊湿疹等，
也多与脏腑湿热相关。如果老
年男性出现血尿，需及时去泌
尿科就诊。如果老年女性出现
血尿，可考虑妇科感染，膀胱、
肾脏结石或肿瘤可能。如绝经
后再次出现阴道出血现象，不
管第一次出血的量是多是少，
连续出血还是间断出血，都要
高度重视，及时进行妇科检查，
以便早期诊断，及时治疗。

“你们往边儿上挪挪，
别挡着我转悠。”一位老人
拄着拐杖，在医生和家属的
搀扶下，慢悠悠地向前走，
提醒人让路。这一幕发生
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普外科
五病区走廊里。

老人姓李，精气神饱
满，已经100岁了，除了腿
脚不利索，身体还挺硬朗。
可半年前，他发现大便带
血，一天去厕所数次，过了
几个月，大便带血症状逐渐
加重，肚子经常阵阵绞痛，
家人带他去当地医院检
查。医生通过肠镜发现，距
肛门16cm处有菜花状新生
物，经病理检验，结果显示
为乙状结肠癌。

治疗结肠癌，最好的方
法是手术切除。但李先生
100岁了，手术风险和麻醉
风险都很大，当地医院建议
保守治疗。李先生的儿子
不甘心，近日，带着老人来
到河南省肿瘤医院普外科。

鉴于老人百岁高龄，该
院普外科主任韩广森联合
麻醉科主任卢锡华对老人
会诊后，认为手术难点不是
手术本身，而是如何预防术
中出现的各类并发症。

考虑到老人的肿瘤属
于早期可完整切除，患者和
家属手术意愿强烈，韩广森
最终同意为老人做手术。

手术前，韩广森团队及
卢锡华制订了全面细致的
手术方案和麻醉预案，选择
了更为安全的可插管喉罩
置入全身麻醉，并为术中可
能出现各种突发事件，制定
了详细的预案。一切顺利，
30分钟后，手术完成。

韩广森说：“老龄老人
心肺功能差，代偿能力弱，
是外科的高危领域。所以
要尽可能缩短手术时间，减
少机体手术创伤，降低并发
症发生率。”

日前，老人已经恢复健
康，正常出院。

想种牙怕选错？用“终身质保”种植牙
牙齿松动、缺牙、烤瓷牙失败、活动假牙失败者，请拨打大河报爱牙专线：0371-65795671

“我是个大学美术老师，对画画样样精通，对种牙一
窍不通。幸好诺贝尔种植体可以‘终身质保’，要不然真
怕选错没法补救。”杨老师本来犹豫不决怕选错不敢种
牙，一听说诺贝尔种植体可以终身质保，这才敢放心种
牙。大河报爱牙专线：0371-6579567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上期幸运者获价值1.6万元种植体

优惠链接————
1.价值1.6万元种植体免费赢取
2.诺贝尔种植牙包干价1.3万元
3.韩国种植牙包干价3980元
4.种植牙前期检查费用全免

方便了解自身健康状况

老人内衣裤最好选浅色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实习生 刘雅 通讯员 戴秀娟

6个卫生习惯 有效预防肠道传染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段晶晶 卢炜舟

天气炎热，由于大量出
汗、喝水少，使结石的发生
率大大增加。“在这种天气
下，尿液浓缩使晶体过饱
和，促进晶体沉淀形成，加
上暴露于阳光下时间长，紫
外线照射皮肤有助于体内
维生素D和维生素A合成
增多，维生素D和维生素A
可促进小肠吸收钙离子，尿
液中排泄钙增多，尿内结石
物质易产生结晶核。”郑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主任杨仲兴说，泌尿系统结
石多发生于20~50岁的青
壮年人群，男性多于女性。

不少人喜欢喝碳酸饮
料、啤酒，但这些不能替代
水。据杨仲兴介绍，碳酸饮
料中含有大量磷酸盐类，这
种物质和结石及肾脏病有
极大关联。这些饮料含有
易形成结石的草酸钙，长期
用其替代白水饮用，会增加
患结石病和其他疾病的几
率。口味重、好甜食及饮食
多为高脂肪、高蛋白的人群
也易患结石病。

“结石病的临床表现多
种多样，不同部位的结石表
现不同，肾结石多数没有感
觉，膀胱结石和尿道结石主
要表现为排尿困难。最常

见的输尿管结石主要表现
为突发的剧烈的腰疼、腹
疼，有时伴有尿频、血尿、恶
心、呕吐等。”杨仲兴说，一
旦有这些症状，要及时到医
院检查并治疗，一般彩超、
尿常规检查后多数可确诊，
必要时做CT、B超检查。

结石治疗的方法要根
据结石的大小、数量和位置
来确定。一般体积较小的
结石，患者能够通过喝水和
运动的方法自行排出。稍
大些的结石，即便不能自行
排出，也可以通过创伤较小
的冲击波碎石的方法治
疗。如果结石较大，数量较
多，无法进行冲击波碎石或
冲击波碎石无效，就要考虑
进行微创的经皮肾镜碎石
术、输尿管镜碎石术等手术
方法来治疗了。

杨仲兴说，预防结石，
首先要多饮水，每天饮水量
应保持在2~3升，均匀饮用；
其次，注重饮食搭配，高钙尿
的肾结石患者应适当减少钙
的摄入，减少盐分的摄取，减
少高草酸食物（菠菜、葡萄、
可可等）、高蛋白、高脂肪等
的摄入；最后，要加强运动，
跳绳或蹦跳运动可促进小
体积结石自行排出。

“小石头”隐藏着大危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百岁老人完成结肠癌手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陈玉博

有了“终身质保”承诺
不懂种植牙，也能放心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