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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器官移植再上新台阶

今年8月，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多学科团队协作，成
功完成一例由百草枯中毒引
起呼吸功能衰竭患者的双肺
移植手术。此前全世界同类
患者只有1例双肺同时移植
成功的案例。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成为三甲妇幼保健院

今年8月，郑州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被批准为三级甲等
妇幼保健院，成为河南省唯一
一家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也
成功跻身全国最高妇幼保健
院等级行列。
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
医疗集团助力分级诊疗

2017年8月23日正式成
立的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
医疗集团，经过一年的开拓进
取，已发展成为以河南中医药
大学一附院为中心，东南西北
4家托管医院为依托，30余家
专科共建医院为支点的一个
辐射全省的中医医疗集团。
河南省肿瘤医院
开启首诊MDT诊疗新模式

9月，该院启动了全院首
诊MDT诊疗模式，所选病种
基本覆盖该院60%以上的癌
症患者。首诊MDT针对所
有到院住院的首诊肿瘤患者，
与国际的MDT模式接轨，覆
盖全患者、贯穿全过程。
河南省人民医院
引进我省首个全职外国专家

7月，河南省人民医院正
式全职引进国际神经外科界
公认的脑血管病顶级专家尤
哈，今后3年，尤哈将在该院
长期坐诊、手术、会诊。这样
全职在医院坐诊的外籍专家，
目前尤哈尚属我省第一个。

河南省胸科医院
700多名疑难心脏病患者带
获新生

这一年，我国著名心外科
专家、省胸科医院副院长王平
凡率领他的团队为来自全国
各地的700多名疑难心脏病
患者手术，让他们重获新生。
这些手术无论是成功率还是
术后效果均处于全国前列。
河南省中医院
健康体检中心获“旗舰单位”

8月，在全国上千家健康
管理机构中，评选出了 6家

“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旗舰
单位”，每年的体检人数都超
过12万人次的河南省中医院
健康体检中心获此殊荣。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病专科联盟快速发展

借助椎间盘中心完成脊
柱内镜微创上万例的技术优
势，该院在2017年 4月启动
椎间盘病跨省区的专科联盟
项目，目前已有省内外成员单
位57家，为患者提供了方便、
快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
骨科医院）
千余名骨伤科大腕谈“骨”论“筋”

9月13日~15日，由该院
承办了第25届中国中西医结
合骨伤科学术年会暨第8届
骨伤科专业委员会换届大会，
1000多位国内外著名骨伤科
专家会聚一堂谈“骨”论“筋”，
彰显了该院在全国的影响力。
河南省省立医院
航空港区百姓的健康守护人

自2016年 5月开诊，经
过两年多发展，开设40余个
临床、医技专业，学科建设不断
完善，已初步成为立足郑州航
空港、服务周边的一家学科布
局合理、运营管理完善、医疗

品质优良的大型综合医院。
郑州市中医院
结直肠癌免费筛查

2016年，郑州市中医院
投身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惠民
工作中。3年来，他们进行了
5万多人次的筛查工作，以中
西医结合干预的特色方式为
病人提供防癌抗癌的服务。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为群众筑就坚实幸福底线

近年来，该院免费组织院
内专家为疑难危重患者开展
多学科会诊，免费接送省内急
危重症住院患者，增加出院患
者家庭访视的服务内容。今
年，新增门诊患者100%的回
访率。这些善举和真诚服务，
让该院连续五年获得“河南省
群众满意医院”荣誉称号。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打造国内一流眼科中心

今年 1 月，国际公认的
“玻切女王”黎晓新院士被聘
为该院院士工作站驻站院士、
首席科学家。9月16日~10
月1日，该院西藏山南白内障
复明手术医疗队共完成白内
障手术346例。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引进院士专家高端医疗团队

10月27日，郑州市卫计
委、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与树
兰医疗管理集团签署协议。
将在郑州三院设立医院院士
工作站，建设国际国内多学科
联合诊疗平台，并开展院士坐
诊、教学、查房及远程会诊等。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打造快速一体化的救治体系

11月2日，该院胸痛中心
荣获2018年中国胸痛中心年
度质控金奖。近年来，医院以
急诊与重症医学部为切口，整
合全院资源，重塑流程，打造

胸痛、卒中、创伤
等 10个“以症状
为导向”的诊疗中
心，打造快速一体
化的救治体系，为急
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提
供了可供借鉴的全新模式。
郑州人民医院
郑东院区开诊

10月16日，郑州人民医
院郑东院区正式开诊。人性
化的家庭式产房、高大上的医
疗美容中心、细致贴心的健康
管理中心……都是这所拥有
600张床位的三级甲等综合
性医院着力打造的优势专科。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为传染病患者铺设希望之路

作为一家三级综合性传
染病医院，该院累计收治全省
乃至全国的重症艾滋病患者
3万余例，救治能力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
第七人民医院）
为6位患者成功“换心”

从今年4月15日成功完
成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后，该院
又接连为 5位患者成功“换
心”。这些由河南本土医生独
立完成的心脏移植手术，包括
取心、移植、麻醉、体外循环、
手术室护理、术后监护完全由
该院心脏移植团队独立完成，
在我省心脏外科发展史上是
开创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
郑州颐和医院
“一区三院”格局初步形成

今年恰逢郑州颐和医院
开诊五周年。目前，“一区三
院”格局在该院已初步形成。
一区，即郑州颐和医院院区；
三院，即郑州颐和医院、郑州
颐和健康管理研究院、郑州颐
和康复养老院。

冬季，万物都在养精蓄锐
为来年生机勃发打下一个好
基础。人也不例外，通过一冬
的进补养生，可以调理好身
体，来年身体棒、少生病。正
所谓“三九补一冬，来年少病
痛”。冬季如何养生，下面推
荐几个养生药膳：

【当归生姜羊肉汤】具有
温中补虚，祛寒止痛的功效。

做法：当归 9 克、生姜 15
克、羊肉500克。羊肉切块开
水去血水沥干，生姜切块，8
升水倒锅中加热备用。羊肉
块倒入炒锅，加姜块，大火翻
炒至姜味飘出，倒备用的8升
热水，放入当归同煮，水开转
小火，至皮肉皆软，汤浓缩至
3升，调味即可。

【枸杞龙眼大枣粥】大枣
益气养血，龙眼肉补益心脾，
枸杞子滋补肝肾。

做法：龙眼肉15克、枸杞
10 个 、红 枣 4 颗 、大 米 100
克。将大米、红枣洗净入锅加
水，待水开后，加入洗净的龙
眼肉、枸杞，转小火慢炖，约半
小时后即可出锅。

【芡实山药薏米粥】芡实，
益肾固精补脾止泻。山药补
脾养胃。薏苡仁渗湿健脾。

做法：薏米50克、芡实30
克、山药150克。薏米和芡实
在购买时可要求打粉，两种粉
混合均匀加水搅拌，泡水1小
时。山药切丁入凉水中开火
煮，水开后下入泡发好的薏米
芡实粉糊，根据个人口味添加
冰糖拌匀即可。

【银耳莲子百合粥】银耳
莲子百合均是润燥之品。

做法：莲子40克、百合10
克、银耳10克、枸杞20克。银
耳泡水去黄根撕小块。锅中
加水煮开，依个人口味放冰
糖，放莲子大煮，直至莲子煮
面。后放入银耳煮至开锅，再
加入红枣、百合、枸杞，煮至半
小时即可出锅。

冬季养生，小到一粥一
饭，受益无穷。不过，除饮食
的适当进补外，还需健康的起
居习惯配合才能事半功倍。

三九补一冬
来年少病痛

健康讲堂

满口牙陆续“下岗”
想种牙竟需1年？

73岁的陈先生，几年前
因严重的牙周病导致一口牙
齿陆续“下岗”。上半口牙掉
光后，他开始戴假牙，然而戴
活动假牙更加痛苦：“戴假牙
每天摘下清洗，容易脱落都可
以忍受，可想吃的东西咬不
动，美味摆在面前也无缘品
味。后来想种牙，医生说骨量
太少，需要拔牙、植骨、成骨、

种牙、戴牙，治疗周期长达一
年，我一听吓得不敢种了。”

对于牙槽骨条件差，难以
达到种植条件的患者，传统的
种植手术需要分期进行，首先
植入骨粉，等待6~8个月牙槽
骨完成再生；再种上植体（牙
根），等3~6个月完成植体的
骨结合，最后才能戴上牙冠完
成修复。整个修复过程算下
来长达1年，甚至更久。如果
牙槽骨缺损情况过于严重，很
多医生都不敢“冒险”，有钱也

种不了牙。幸运的是，经朋友
介绍陈先生找到了拜博口腔。

TPP穿翼板技术
不植骨种牙只要1天

拜博口腔种植专家王中
杰主任根据陈先生的口腔CT
检测出牙槽骨的质和量，最终
决定采用TPP穿翼板种植技
术。王主任解释说，传统技术
漫长的等待时间，让缺牙患者
苦不堪言。TPP种植术可以
让骨量不足的患者，不用植
骨、不用经历1年之久的修复
期，拔牙、种牙、戴牙 1次完
成。再加上拜博口腔采用的
数字化导板种牙，整个手术过
程不翻瓣、不缝合，能大大减
轻患者的痛苦。

陈先生接受了王主任提
出的种植方案，先做上颌采用
TPP穿翼板技术进行种植，同
时治疗牙周病，保住下颌剩余
的几颗牙齿，随后又完成下颌
其他缺失牙的种植。最终，在
一天内，种牙、戴牙全部完成。
如今，陈先生拥有一口完整牙，
啃猪蹄、啃鸡爪不在话下。

辞旧换新牙，健康过大年！

辞旧迎新，大河报联合拜
博口腔回馈读者：

1.韩国登腾种植牙 1 颗
5.8折，2颗4.8折；

2.做隐形牙齿矫正送出
国游；

3.消费一定额度送品牌
扫地机器人。

拜博口腔：不植骨、不等待，种完马上用
一口好牙过好年，大河报联合拜博口腔回馈读者，现在种牙4.8折起，多颗种植还送扫地机器人！
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种植医生都知道，单颗种植牙并不难，难的是半口、全口
大量缺骨的种植手术。因为全口种植牙涉及复杂的咬合重
建，很多牙槽骨缺损严重或者身体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
等患者，找不到种植位点，想种牙都种不了。郑州拜博口腔引
进TPP穿翼板种植技术和穿颧种植技术，让半口、全口缺牙，
牙槽骨缺损严重，无需植骨无需长时间等待也能种牙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2018年，在河南，作为直接面对患者的医院，又有哪些新变化呢？来吧——

晒晒咱们的“成绩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整理

□宗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