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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院同庆倒计时
一千多种牙趁现在

“我之前来种过牙，跟真
牙一样好用，这次趁着优惠带
着老伴也来种牙，听说老顾客
带新顾客还能领礼品，我这也
算带新顾客了。”唯美口腔建
设路新院，张大爷笑着说。

上周日，唯美口腔建设路
院盛大开业，四院同庆，开业
当天吸引市民争相来看牙。
自活动开展到今天已持续了
一周时间，唯美口腔截至目前
接诊顾客五百余名，一千多元
种牙受到追捧，如果您有意向
看牙，可得抓紧了，优惠活动
仅剩6天，全年最后一次超值
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国际专家亲种植
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

种植牙如今已成为缺牙
患者的首选，无论单颗、多颗、
半口、全口，只要符合条件，都
能种牙。如何制定痛感低、恢
复快、效果好、花钱少的方案，
非常考验医生的经验、技术及
医疗机构的综合实力。唯美
口腔拥有国际口腔资质认证
的医疗专家团队，聘请国际知
名种植专家郑淳奎博士长期
坐诊。郑博士拥有20多年的
种植经验，上万例成功案例，
对微创种植技术、即刻种植技
术、All-on-4种植牙修复技
术等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郑
博士会针对患者口腔状况制定

个性化修复方案，选用不同的
诊疗技术，种健康耐用好牙。

1999元种牙最后6天
2019年价格即将上调

唯美口腔新院开诊，四院
同庆，联合大河报为读者送福
利，活动开展以来受到热捧，
平均一天种牙近百颗。1999
元种牙仅剩最后6天，2019年
部分项目价格将上调，错过再
等一年。现在拨打本报爱牙热
线抢约，还将获得以下优惠：

1.进口种植牙1999元，欧
美植体首颗0元；

2.牙齿矫正3999元起，全
隐形矫正11000元；

3.全瓷牙、全瓷贴面 999
元。

三叉神经痛
多发生于中老年人群

郑州中泰脑科医院神经
外科李龙涛主任表示，要理
性地选择治疗三叉神经痛的
方案，前提之一是对这类疾
病有足够的了解。

据李龙涛介绍，三叉神
经痛是最常见的脑神经疾病
之一，主要表现为一侧面部
三叉神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
的阵发性剧烈痛，多发生于
中老年人群，右侧多于左侧，

“这种病的特点是：在头面部
三叉神经分布区域内表现为
骤发、骤停、闪电样、刀割样、
烧灼样、顽固性、难以忍受的
剧烈性疼痛；说话、洗脸、刷
牙或微风拂面，甚至走路时

都会导致阵发性的剧烈疼
痛；疼痛历时数秒或数分钟，
疼痛呈周期性发作，发作间
歇期同正常人一样。”李龙涛
说，由于牙齿也是三叉神经
支配，三叉神经痛最初也可
表现为剧烈牙痛。

经皮穿刺微球囊压迫术
为优选治疗方法

如何治疗三叉神经痛？
据李龙涛介绍，目前，治疗三
叉神经痛的主要方法是微血
管减压术、经皮穿刺微球囊
压迫术、射频热凝毁损术。
其中，微血管减压术恢复率
很高，但由于其属于开颅手
术，患者接受程度差异较大，
特别是年龄大、身体基础条

件不好的老年人并不适合这
种方法。而射频热凝毁损术
不需要开颅，不过复发率相
对高一些，且重复操作无效
率高，对很多患者来说也并
非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经皮穿刺微球囊压迫术
效果怎么样？初期的研究结
果显示，经皮穿刺微球囊压
迫术安全，而且不易复发，所
以，该技术自问世即同时受
到医生和患者的青睐及广泛
采用。目前，经皮穿刺微球
囊压迫术技术在很多西方国
家已经被认为是治疗三叉神
经痛的优选方法之一。

李龙涛表示，Mullan等
人于 1983年首先报道了经
皮穿刺微球囊压迫术治疗三
叉神经痛，该手术兼有微血

管减压术和射频热凝毁损术
二者的优点，既不需要开颅，
效率又高，是一种更安全、有
效且不易复发的治疗方法，
避免了手术切口疼痛等不适
情况，尤其适合年龄大、身体
耐受性差的老年患者，“根据
我们医院的统计，这种手术
是治疗三叉神经痛的优选方
法之一，该手术创伤小，术后
反应轻，住院时程短，手术有
效率高，术后患者满意度也
高”。另据介绍，该手术短时
内可反复操作，万一术后效
果不理想或术后复发，该术
式可重复使用且仍然有效。

温馨提醒>>
国内微创介入治疗三叉

神经痛的“中国第一人”、已
有万例以上手术经验的马逸
教授将于 2019 年 1 月 5 日~6
日莅临郑州中泰脑科医院会
诊手术。

发烧、咳嗽？多数人会
认为是着凉或抵抗力下降导
致的。44岁的汤女士高热咳
嗽10余天，吃药、输液都用
过了，症状仍没缓解。于是，
她来到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
区就诊。

入院后的检验结果让人
大吃一惊，汤女士的感染指
标非常高，白细胞及中性粒
细胞数超过正常值的2倍以
上，虽然给予了强有力的抗
菌药物及多种对症治疗，但
汤女士的体温最高仍可达到

39℃以上。
经郑东院区妇科主任郭

伟平会诊后，汤女士转入妇
科治疗。检查发现其盆腹腔
内可触及一包块，上界近平
脐，活动差，深压痛。超声结
果提示：左侧附件区探及范围
约93mm×84mm×112mm
无回声，内透声欠佳，可见密
集点状回声，边界清。

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
郭伟平判断汤女士高热的源
头就是这个拳头大小的包
块，极有可能是盆腔脓肿引

起的，决定立即微创手术治
疗。术中，发现左侧卵巢形
成一大小约12cm×12cm×
10cm的大脓肿，共引流出灰
黄色脓液约500ml。

微创手术加上医护人员
的精心治疗，汤女士恢复得
很快，术后体温未再反弹，精
神状态良好，咳嗽、气喘逐渐
减轻。出院一个月后复查，
汤女士的气色非常好。

郭伟平就此提醒，盆腔
炎性疾病是妇科常见病，是
指女性上生殖道感染引起的

一组疾病，主要包括子宫内
膜炎、输卵管炎、输卵管卵巢
脓肿和盆腔腹膜炎。如果不
及时治疗，易反复发作导致
盆腔炎的后遗症，包括盆腔
炎反复发作、慢性盆腔痛、不
孕症和异位妊娠，严重影响
妇女的身心健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燕红 通讯员 李琳

12月22日是冬至，郑州普
瑞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屈光
爱心会员带着满满的一车礼
物，来到登封市君召乡晋爻村
交通希望小学，为50多名孩子
送上了冬日的问候。

交通希望小学位于登封市
君召乡晋爻村，地处登封西部
与洛阳偃师交界的深山处，群
山环绕，交通不便。该校教学
设施匮乏，生活、学习条件简
陋，有50多名学生在此上课。
他们大多是周边自然山村的留
守儿童，最小的学生只有5岁。

毽子、羽毛球、沙包、排球、
厚厚的围巾……当工作人员和
爱心人士把这些礼物送到孩子
手里时，一张张小脸充满了好
奇与欢喜。

把爱心礼物发放到孩子手
中后，志愿者与学校老师一起
组织孩子们包饺子、做游戏、捡
垃圾，增强孩子的环保意识。

“我们以后还会组织更多
的公益活动，争取将爱心传递
到更需要的地方！”郑州普瑞眼
科医院执行院长乔军伟说。

种牙太贵？找专家太难？缺牙人士看过来

1999元超值种牙最后6天，你还不来？
唯美口腔新院开诊,四院同庆，联合大河报回馈读者，1999元种牙进入倒计时，赶紧抢约
大河报爱牙热线：0371-65795698

缺牙的人都知道美食
嚼不动、咬不烂，吃饭不是
享受，而是折磨！或许尝
试过烤瓷牙、活动假牙，但
始终觉得舒适度不佳，于
是选择被誉为人类第三副
牙齿的种植牙。但种植牙
价格高昂，又很考验医生
的技术实力，因此很多缺
牙患者对种牙犹豫不决。

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
为读者送福利，推出1999
元种牙，999元全瓷牙超
值特惠活动，活动仅剩6
天，立即拨打大河报爱牙
热 线 0371-65795698
报名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不开刀能治好三叉神经痛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赵宏

疼痛发作前常无征兆，疼痛“一触即发”，一旦发作让患者感到痛不欲生……有“天
下第一痛”之称的三叉神经痛，若不及时治疗，对患者的身心危害非常大。那么，该怎
样治疗三叉神经痛呢？因为心里没底儿，不少患者在选择治疗方案时犯了难。

女子高烧10余天不退

祸首竟是这种妇科常见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张曦辉

普瑞眼科为
希望小学送温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陈建平 韩鑫颖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
新院将于 2019 年上半年开
诊。为更好地精准定位、谋划
布局、提升竞争力，该院特邀8
名国内知名医院管理专家，为
该院发展“把脉支招”。

原解放军总医院、军医进
修学院院长，现任国家卫健委
公共政策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
朱士俊少将等8名专家，及郑
州警备区政委白江民，郑州市
卫计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原学
岭等代表，参加了调研座谈。
各位专家学者针对郑州市一院
港区新院的功能定位、学科发
展、科研能力、设置配置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提
出了许多前瞻性、可操作性的
意见和建议。朱士俊少将提
出，郑州市一院应建立以港区
新院为龙头的医疗服务体系，
结合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坚持
理念创新为指导，技术创新为
核心，良好的用人和留人机制，
把医院建设成为现代智能化医
院。

郑州市一院港区新院即将开诊

院管专家
为新院区“支招”

行业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