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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岁的周桂花（化名）阿
姨，家住郑州高新区，早些年就
爱到处旅游吃美食，家里珍藏
着一本相册，里面都是她以前
去各地旅游吃美食的照片。

“没想到牙齿老得比我快，
掉了6颗，还有3个残根，勉强
戴着的假牙根本不顶用。”周阿
姨缺牙四年了，只能吃点稀饭
面条类的软食。“在家还能凑合
吃点东西，虽说吃得慢还算能
吃饱。出门真是太不方便了，
吃不饱，更别说去旅游吃美食
了。”提起缺牙这几年的日子，
可以说是“一把辛酸泪”。

后来周阿姨开始关注种植
牙，经检查她缺牙6颗，另有3
个残根无法保留，必须拔掉。

以“种牙金手”著称的拜博口腔
种植中心主任王中杰医生为她
设计了种植方案：“你种牙不需
要缺一颗种一颗，设计种5颗植
体，就能‘连冠搭桥’修复9颗
牙，恢复咀嚼功能没问题。”

种牙手术前，她还有点紧
张。“没事儿，王主任的种牙技
术好，我都81岁了，上个月照样
种了5颗牙，不疼！”一位复诊的
老太太安慰她，让她慢慢放松
了下来。进入种植室，王中杰
医生与助手立刻开始熟练操
作，面部消毒、铺巾、口腔内部
消毒、备洞、种植体、装基台、连
冠搭桥……仅用38分钟就圆满
完成了手术，平均种一颗牙仅
用时7分半。周阿姨一出种植
室就说：“原来种牙真是一点儿
都不疼，手术时嘴里清清爽爽
很舒服。”

缺牙9颗一把辛酸泪，1次种牙就能啃甘蔗
泰康拜博口腔25周年庆遇上“双十一”，联合本报回馈读者,种牙只花一半钱！大河报爱牙专线：0371-65795671

为了解决患者种牙怕疼的问题，泰康拜博口腔在提高手术舒适度上下了很多功夫。水激光辅助
镇痛法、笑气镇痛法、碧兰麻镇痛法等先进技术，陆续被引进到泰康拜博口腔的“舒适诊疗系统”中，
让河南老百姓种牙不再疼。大河报爱牙专线：0371-6579567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消毒、备洞、放植体、装基台
“连冠搭桥”一气呵成

缺牙9颗折磨4年
只能吃软食“一把辛酸泪”

1.到店红包 预约进店就
能领取现金红包

2.消费满减 种植牙、牙齿
矫正、全瓷修复等每满 500 元
立减 100 元（不与其他优惠同
享）

3.奖池瓜分 瓜分 111 万
元奖金，最高可得 8888 元，人
人有份

4.充值有奖 限时降低充
值门槛，最高奖励7%卡内金额

5.幸运金蛋 消费满 3000
元可砸一次金蛋，可累计

6.特价项目：
①洗牙5次卡350元（1.4折）
②牙齿美白799元（3.2折）
③补牙130元（5折）
④韩国进口种植牙半价

11月1日~11日
“双十一”狂欢嘉年华

肺癌、肺结核都是常见疾
病，其症状有交叉，需要专科检
查，鉴别诊断，否则容易误诊。

前段时间，豫西31岁的胡
女士做体检，胸部CT检查提示
右下肺结节。又做了胸部增强
CT和 PET-CT检查后，被告
知右下肺癌并纵隔、肺门、双侧
锁骨上淋巴结转移。这意味着
是晚期肺癌，已失去手术机会。

平静下来后，在亲友的鼓
励下，胡女士慕名来到河南省
胸科医院，希望能得到胸外科
专家钱如林主任的诊疗意见。

考虑到患者较年轻，仍不
能排除结核。钱如林建议她做
个结核方面的检查。随后，胡
女士结核相关的三项检查均呈
强阳性。参加会诊的结核内科
专 家 刘 新 主 任 认 为 ，虽 然
PET-CT检查这一诊断肿瘤的
特异度比较高，但有很多结核

患者做这个检查会表现为阳性
结果，根据患者病史及结核相
关检查结果，高度怀疑是肺结
核，建议试验性抗结核治疗。

经过 1 周的抗结核治疗
后，病灶即较前有所减小，2周
后再次复查胸部CT，发现右肺
下叶病灶几乎已经吸收、消散，
增大的淋巴结也有明显减小，
治疗反应证明胡女士就是患的
结核病，只要继续接受正规的
抗结核治疗，可以痊愈。

每年11月是“全球肺癌关
注月”，目的是呼吁世界各国重
视肺癌的预防，提高人们对肺
癌的防癌、抗癌意识，普及肺癌
的规范化诊疗知识。那么，该
怎样看待肺癌和肺结核？

河南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副主任陈小兵教授和河南省胸
科医院结核内科刘新主任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随着人们健康

体检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
肿瘤在体检中被发现，临床上
肿瘤有年轻化趋势，肺癌也不
例外。我国是结核病大国也是
肺癌大国，所以遇到肺部阴影
的患者除了考虑到肺癌以外，
还应考虑到结核病的可能性，
尤其是年轻的患者，建议到专
业的结核病防治医院接受结核
的相关检查，避免误诊。

年轻人肺部有阴影 病因不唯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37岁的刘女士有过几
段不堪回首的怀孕经历。
第一个孩子半岁内夭折，而
随后四次怀孕，全部在孕中
期引产，原因都是同一个：
胎儿脊髓性肌营养不良。

所幸最近一次怀孕，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通
过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她最
终生下了健康的女儿。

刘女士来自豫北，五年
前顺利生下儿子，但不幸的
是，儿子还未满半岁便夭折
了，一查原因是脊髓性肌营
养不良。这种病，在她和丈
夫的家族里均没有出现过。

之后，刘女士又怀孕
了，这次她很重视，在怀孕4
个半月时做了羊水穿刺，结
果晴天霹雳：胎儿还是脊髓
性肌营养不良。

不甘心的刘女士像打
开了潘多拉盒子，厄运一次
次降临：又怀孕了三次，而
三次孕中的检查，胎儿都是
脊髓性肌营养不良。

经人介绍，刘女士找到
了郑大一附院的专家。了
解到刘女士的情况后，该院
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副院
长徐家伟建议，不要尝试再
自然怀孕，直接在“三代”试

管婴儿技术的帮助下怀孕。
“‘三代’试管婴儿技术

又称为 PGD/PGS，是胚胎
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筛查，
是指在人工辅助生殖过程
中，对胚胎进行种植前活检
和遗传学分析，以选择无遗
传学疾病的胚胎植入子宫，
从而获得正常胎儿的诊断/
筛查方法。”徐家伟说。

这次，经过干预，刘女
士再次怀孕后，顺利生下健
康的女儿。

徐家伟介绍，如今，全
球每年约有 500万新生儿
具有出生缺陷，而中国的出
生缺陷新生儿约占总数的
20%，其中遗传病性疾病是
引起出生缺陷的重要原因，
包括染色体异常疾病、单基
因遗传病、基因组病等。

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
放开，高龄孕妇增加迅猛，
也增加了出生缺陷的风
险。因此，在徐家伟看来，
夫妇双方或家系成员患有
某些遗传性疾病或先天性
畸形，曾生育过遗传病患儿
的夫妇等高危人群，如果怀
孕最好直接做三代试管婴
儿，这样可以避免对孕产妇
心理和生理的打击。

呃逆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打嗝，几乎每个人都有过打嗝
的经历。对于打嗝，河南省中
医院消化内科李鲜教授说，呃
逆中医称为“哕”，是指嗝气上
逆，喉间呃呃连声，不能自制的
病证，一般分为胃寒气逆和胃
虚夹热来论治。

对于胃寒气逆，“本证主要
为寒气滞于胸膈，胸阳不能伸
展，寒气上逆则作呕。寒气闭
阻于胃，中阳被郁，阳气不能达

于四末，出现手足欠温，甚则手
足厥冷。”李鲜教授说，可方选
橘皮汤散寒降逆，通阳和胃。
橘皮汤由橘皮、生姜组成，方中
橘皮理气和胃，生姜散寒降逆
止呕。生姜的量建议多些，多
于橘皮（陈皮）主要针对病邪为
寒饮造成。在临床应用，要灵
活辨证治疗。

李鲜教授介绍，因胃虚有
热，气逆上冲所致呃逆，伴有虚
烦少气、口干、舌红嫩、脉虚数

等症。胃虚宜补，有热宜清，气
逆宜降，故立清补降逆之法。
可选橘皮竹茹汤，其中，橘皮辛
温，行气和胃以止呃；竹茹甘
寒，清热安胃以止呕，皆重用为
君药。人参甘温，益气补虚，与
橘皮合用，行中有补；生姜辛
温，和胃止呕，与竹茹合用，清
中有温，共为臣药。甘草、大枣
助人参益气补中以治胃虚，并
调药性，是为佐使药。

中医辨证施治解决呃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林雪娇 张萍

引产4次全是同一原因

医学干预，她终获健康女儿

门诊故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10月起，我国北方省
份（包括河南）进入流感流
行季节。郑州市疾控中心
免疫规划所专家表示，据哨
点医院和网络实验室监测
数据显示，郑州市2018年
10月流感样病例就诊比例
水平，维持在前三年同期平
均水平。但进入流行季节，
随着天气变化，流感疫情上
升的风险在不断增加。

对于预防流感，专家
称，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经
济、最有效的措施。同时要
做好环境和个人卫生：要做
到经常开窗通风，保证空气
流通；注意个人卫生，勤晾
晒被褥，勤换衣，勤洗手，不
共用毛巾手帕等。咳嗽和
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袖子遮
住口、鼻，出现流感样症状
后或接触病人时要戴口罩。

另外，有些流感误区要
注意辨清。

误区一：打了疫苗就高

枕无忧。专家称，流感病毒
容易发生变异，每年的疫苗
都是根据当年的流行毒株
进行研制的。因此建议每
年接种新的流感疫苗。

误区二：流感和普通
感冒是一码事。郑州市第
六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博士
冯悦静说，普通感冒多由
呼吸道病毒感染引起，一
般无发热及全身症状，或
症状相对较轻。流感是流
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
感染，传染性强、传播速度
快。全身症状较重，高热、
头痛、乏力、全身酸痛症状
明显，呼吸道症状反倒轻
微或不明显。

误区三：喝中药能防流
感。专家称，部分中药是有
抗病毒的作用，但作为药物
同样存在副作用。且无论
是中药还是西药，都要对症
用药，避免出现不适。因此
最好在医生指导下服用。

流感进入流行季节，
市民做好防护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小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