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得7周年院庆
种植“盛宴”盛大开启

11 月 2 日~12 日，植
得七周年院庆，国际国内
种植大咖将齐聚植得，市
民将享受一场高度专业
化的种植“盛宴”。

7 年口碑沉淀，种植
牙 每 满 5000 元 送 2000
元；7年感恩回馈，进口种
植体惊爆价23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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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7日，由郑州圣玛
妇产医院主办的“妇科微无创
暨腔镜微创学术峰会”在郑
州举行。这场旨在探讨妇科
微创技术在临床领域的应用
和发展，学习引进先进的妇科
医疗服务理念的大会，邀请到
国内妇科微无创领域的数名
专家现场传授治疗领域的精
髓，吸引了省内100多位妇产
医务工作者到场聆听、学习。

峰会上，国内妇科微无创
领域知名专家李光仪、马宁、
陈建明、陈锦云、顾劲松等根

据自身临床治疗经验，分别分
享了“腹腔镜治疗老年性子宫
脱垂”“宫腔镜手术保护生育
功能的操作技巧”“复发性流
产诊治策略”“HIFU/FUS治
疗子宫肌瘤的应用”和“单孔
腹腔镜在妇科中的应用”等专
题讲座。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
果及热点问题，受到了在座同
仁的一致好评。

会议期间，郑州圣玛妇产
医院举行好孕帮郑州微创妇
科手术中心揭牌仪式。

“妇科微无创暨腔镜微创
学术峰会”在郑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燕红

8月19日，郑州植得口腔
医院接待了一位从大连飞来
的患者。邹大伯今年65岁，
因牙周炎导致牙齿大面积脱
落，每天只能吃软烂食物，邹
伯伯痛苦不堪，后来戴了活动
假牙，却嚼不烂食物，有次吃
药时差点误吞，吓得他再也不
敢用了。

有一天，邹大伯发现缺牙
的邻居几天不见“长”出一口
牙，经打听是在植得种的牙。
他上前细看竟然没发现哪些
是种的，觉得很神奇！“看着不
错，疼不疼啊？”邹大伯有些担
忧。“我本来也以为种牙会疼，
结果全程感觉比补牙还舒
服！当时是原辉婷主任给我
做的，你也去找她做！”第二天
邹伯伯就火急火燎赶来植得

找原主任。

了解到邹大伯从大连赶
来，路途奔波，导医先安排他
到休息区喝茶休息，之后迅速
把情况反映给了刘院长，刘院
长立刻安排原主任亲诊。原
主任研究了邹大伯的口腔CT
后发现：“骨头条件很差，骨高
度不够，神经管分布复杂，想
要保证种植牙稳定性，植入路
径必须控制得极其精准，种牙
难度极大！”

原主任分析完种植的困
难，考虑到邹大伯路途遥远，
决定微创拔除四颗余留牙，采
用 All-on-4 即 刻 负 重 方
案。采用麦哲伦数字化导航
技术，通过计算机导板导航，
原主任精准控制种植位点、角
度、深度，打孔备洞，手法娴熟
地植入8颗植体，整个过程如
鱼得水。

戴上义齿那刻，邹伯伯非
常激动：“没想到我缺了十几

年的牙不到一天就不肿不痛
地‘长’出来了，植得口腔医院
果然名不虚传，我来得太值
了，感谢原主任！”

植得种植牙=德国植体+
德国技术+德国设备

植得口腔医院是德国
ICX医学项目合作的国家二
级口腔专科医院，全面引入了
德国植体、德国技术、德国设
备和德国服务标准。种牙时
利用导板导航，就像给医生装
了“千里眼”，种牙快而精准。

大连老人缺牙十几年，飞到植得一天“长”好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大连老人火急火燎飞郑州

即刻负重，
老人一天长满牙

植得7周年院庆，联合本报回馈读者，种植牙满5000元送2000元，进口种植体2390元！
大河报种植牙预约热线：0371-65795608

进入中年后，感觉身体
素质明显下降。体检结果超
标的项目逐渐增多，颈椎、腰
椎突出、肩周炎、便秘、痔疮、
胃溃疡等疾病不知不觉就来
了。由于深受疾病困扰，生
活顿时失色不少。我不停地
往来于医院之间，中西医结
合治疗，大包小包的药往家
里买，往往是吃药好一段儿，
停药病又犯。浪费了大量的
时间和金钱，身体没有根本
变化。

记得那是2013年6月12
日，妻子一大早就把我和儿
子拉起来，说要开展全家健
身运动。我们一起来到五一
公园。妻子看到很多中老年
人跟着音乐，围着运动场边
行进边做操，也加入了队

伍。我和儿子跑完步，妻子
对我说：“感觉这个操挺不
错，我们一起来做吧。”

怀着一颗好奇心，我和
妻子一起去做操，跟在队伍
里，学着别人比划，听着音乐
伸胳膊踢腿，感觉挺好的。
后来知道，这个操叫有氧运
动健身操。

此后，我除了在车间值
班，每天晚上有空都坚持去
做操。每次做了操以后身心
放松，慢慢变得像吃饭睡觉
一样，哪一天不做操，就感觉
浑身不舒服。

做操这事儿就一天天地
坚持下来，不知不觉3个月
后，我的肩周炎、便秘、痔疮
再未犯过，颈、腰痛也有了一
定的缓解。1年后，脂肪肝由

中度变为轻度，2年后，由轻
度变为消失。身体的各项体
检指标都又转为正常。

水滴石穿，绳锯木断。
我的养生心得就是，为了身
体健康，选择一种适合自己
的锻炼方式，并坚持下去，一
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的养生之道”有奖征文白云山复方丹参研究中心杯白云山复方丹参研究中心杯
□姚国强

此次征文一定要从个人
实际出发，谈个人感受，分享
自己在治未病以及亚健康调理
方面的经历、经验、体会及观
点。稿件内容积极向上、客观
公正、言语不违背国家的法律
法规、不诋毁和损害有关单位
和个人，不变相做广告，不从网
络中拼凑健康知识。

来稿请投：电子邮箱
ttjkdh@126.com，或邮寄郑州
市农业路东28号河南日报报
业大厦602室 大河报健康编
辑部收，邮编 450008，电话
65795666。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
价值 5000 元健康大礼包；二
等奖 2 名：价值 3000 元健康
大礼包；三等奖 5 名：价值
1000 元健康大礼包；优秀奖
10 名：价值 300 元健康大礼
包。

本次征文2019年1月18
日截止。

需提醒的是，征文活动中
所有奖项内容均不兑换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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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合的锻炼方式坚持下去

明天将步入11月份，进
入11月后，人们会越发深切
地感受到“浓浓的寒意”，更
会有“一夜入冬”的感觉。最
近几天，记者了解到，从医院
门诊上看，随着季节变冷，心
血管疾病患者的发病率明显
上升。

“从10月份中下旬开始，
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增加有三
分之一。”阜外华中心血管病
医院副院长高传玉说。

有数据显示，心血管病
死亡占居民疾病死亡构成
40%以上，居首位，高于肿瘤
及其他疾病。

对于很多心血管疾病患
者来说，如冠心病或者是心
绞痛等，都会采用服用丹参
片来治疗，从而缓解自身的
身体问题。不过，你知道
吗？服用丹参片，还是有一
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丹参，是一种比较常见
的中药材，也是一个老药，很
多老年人喜欢用。”郑州市中
医院中医心病科主任罗清菊
说，“复方丹参片是由丹参、
三七及冰片按一定比例配伍
制成的中成药，具有活血化
瘀、理气止痛的功效，一般用
于冠心病比较多，特别是气
滞血瘀所致的冠心病，除此
以外，一些血瘀的疾病也可
以用此药。”

在罗清菊看来，复方丹
参片是一种很平和的药，但
是也有一定的适应人群。“例
如复方丹参片里含有冰片，
对于那些胃不好的病人、胃
不舒服，服用此药要注意，比

如可以改成饭后吃等。”罗清
菊说。

昨天，记者走访郑州市
一些药店发现，最近复发丹参
片的销量比平时有所上升。

纵观市面销售的复方丹
参片，记者发现有好几个厂
家生产的该药。对此，有专
家提出，药物毕竟不等同于
食品，购买时一定要认准正
规厂家。

69岁的刘大爷说，他家
常备的是白云山复方丹参片。

据了解，作为白云山和
黄的主导产品之一，白云山
复方丹参片由丹参、三七、冰
片三味药物组成，丹参有活
血化瘀，通经止痛的功效，侧
重于扩张冠状动脉，降低血
管阻力，增加心肌供血。三
七的功效是活血祛瘀，通络
止痛，侧重于保护心肌，改善
心肌微循环，缓解心肌缺
血。冰片在复方丹参片里的
作用还是很大的。冰片有芳
香开窍，通脉止痛的功效，侧
重于促进药物吸收，能改善
血脑屏障通透性的作用，从
而能提高脑部的药物浓度，
增强药物的神经药理作用。
三者配伍后具有协同互补作
用。在同类产品中只有白云
山牌拥有双“GAP”保证。

白云山复方丹参片已获
得两项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310112427.2、
ZL200610035481.5）。在进
行二次开发之前，白云山复
方丹参片的主要定位在治疗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心悸
等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步入高发季

复方丹参片，你服对了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植得口腔技术与服务并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