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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缺牙10年没少受罪，现
在牙齿重获新生，我也如获新
生。”郑州某大学的杨教授和老
伴一起在泰康拜博口腔种了牙，
两人看着自己的满嘴新牙都兴
奋不已。

为了给结伴种牙的患者更
大优惠，泰康拜博口腔联合大河
报特设种植牙“超级福利日”。
4月20日当天，选德国Cam-
log种植体1人团7599元/颗，
2 人 团 7299 元/颗 ，3 人 团
6999元/颗；夫妻种牙还送进口
全瓷冠！大河报种牙专线：
0371-65795671

教授种牙先看论文
选医生、选植体，果然专业！

杨教授今年77岁，他种牙
和别人不一样。他一拨通大河
报爱牙专线，什么种牙问题都不
问，干脆利落直奔主题：“我要做
种植牙，医生要张立钊院长，技
术就选All-on-4/6，种植体用
德国Camlog的。请帮我预约

一下吧！”
看似轻松的一句话，花费了

杨教授不少心血。种牙前，他从
知识网站上找了上百篇关于种
植技术、种植材料、种植医生的
专业论文。用他的话说，看广告
不如看专业知识，学术论文才更
可靠。

为什么种牙要这么选？
老教授讲述种牙心得

杨教授解释说：“我同事刘
老师先找张立钊博士种的牙，特
别好用。张立钊是博士医生，还
参加过联合国维和行动，理论知
识扎实、手术技术过硬，我信得
过。All-on-4/6 技术已经得
到无数患者的成功验证，选这项
技术安全放心。至于种植体，德
国的种植体被世界各地千千万
万的患者使用并验证了，价格也
相对亲民。看准以后，我就带着
爱人一起来种牙了。”

张立钊院长结合了杨教授
牙槽骨特点，同时考虑到他的要
求，采用了 All-on-4 技术方
案，为他做了下半口种植牙手
术，种牙、戴牙1次完成。杨教
授的老伴缺牙较少，不适用
All-on-4技术，采用了连冠搭
桥种3颗修复5颗的方案。老
两口试用新牙吃西瓜的时候，开
心得像老小孩。

加微信bybo55993333
享4月20日种植牙福利

①18.8 元享种植牙检查套
餐；

②拼团礼：德国 Camlog 种
植体，1 人团 7599 元/颗，2 人团
7299元/颗，3人团6999元/颗；

③夫妻礼：夫妻两人共同种
植，每对夫妻赠送德国水晶全瓷
冠1颗（价值2380元）；

④抽奖礼：交定金（500 元
以上）即可参与抽奖1次。

在急诊科的就诊患者中，腹
泻一直占据较大比例。随着夏
季即将到来，肠道传染病也进入
高发季。专家提醒，一定要杜绝
食用病死禽畜和野生动物。

杜绝食用野生动物
避免人兽共患传染病

目前，已证实有250多种人
兽共患传染病，主要由细菌、病
毒和寄生虫三大类病原生物引
起，如鼠疫、炭疽、狂犬病、结核
病、高致病性禽流感、布氏杆菌
病、包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
等。人类的传染病主要来源于
动物，70%以上新发传染病是由
野生动物携带的病原体引起的，
如埃博拉、艾滋病、禽流感等。

人兽共患传染病大多是由
于接触、饲养、捕杀、食用患病动
物，通过呼吸道、胃肠道、破损的
皮肤黏膜感染人类。因此，畜牧
养殖、加工、销售人员接触病原
体的机会高于普通人，这些人是
布氏杆菌病、包虫病、高致病性
禽流感等人兽共患传染病的高
发人群。

公众在接触禽畜后要洗手；
不与病畜、病禽接触；从正规渠
道购买肉制品，不购买、不加工、
不食用病死禽畜、来源不明或未
经卫生检疫合格的禽畜肉；不吃

生的或未煮熟、煮透的禽畜肉；
不食用野生动物。发现病死禽
畜要及时向畜牧部门报告，并按
照畜牧部门的要求妥善处理病
死禽畜。

任何食品都有储藏期限
在冰箱里放久也会变质

除了避免食用病死畜禽和
野生动物外，居民在日常生活
中，也有一些不良习惯可能导致
肠道传染病的传播。

在食物制作、贮存过程中，
要将生、熟食品分开，避免交叉
污染。最好家里备用两把刀、两
个案板，分别处理生熟食品。

很多人认为，冰箱是保存食
物的最佳容器。殊不知，任何食
品都有储藏期限，在冰箱里放久
了也会变质。所以，用冰箱暂时
存放的食物应尽快吃完，不能把
冰箱当作食品保险箱。

储存时间过长或储存不当
都会引起食物受污染或变质，受
污染或变质的食品不能再食
用。腐败变质的食物，必须扔掉
不吃。

在购买预包装食品时，应查
看生产厂家名称、地址、生产日
期和保质期，不购买标识不全的
食品，不购买、不吃过期食物。

去年，我省报告布鲁氏菌病
患者近两千例。这是一种由牛、

羊等动物传染的人畜共患的疾
病。因此，使用肉食特别是牛羊
肉如果没有彻底加热，可能会感
染布氏杆菌病、沙门氏菌病、旋
毛虫病、片吸虫病等。生活中，
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要喝
生奶，不吃不熟的肉及内脏。

长期酗酒可能引起一
系列疾病，比如酒精性心
肌病。酒精性心肌病在欧
美及俄罗斯等国的发病率
较高，近年来在我国的发
病呈逐年上升趋势。

去年，我们科室收治
了一例因长期大量饮酒导
致酒精性心肌病的患者。

患者为 50 岁左右男
性，因活动后胸闷、憋喘来
就诊，休息后可自行缓解，
间断出现夜里不能平卧、双
下肢水肿。凭借多年经验，
高度怀疑是心力衰竭引起。

安排患者入院后，查
心脏彩超提示左心室增大
达到了60mm，心脏射血分
数降低到了 35%左右。心
衰 指 标 Pro-BNP 高 达
15000pg/ml（ 正 常 人 <
125pg/ml）。给予规范化
的抗心衰治疗后，患者自
觉症状明显缓解，随后冠
脉造影排除缺血性心肌
病，心脏磁共振检查符合
扩张型心肌病表现。

询问家属得知，患者
好酒，近20年来大量饮酒，
平均每天饮白酒半斤。至
此，可确诊为酒精性心肌病。

我们反复强调严格戒
酒，在调好抗心衰口服药
后，患者满意出院。之后，
患者每隔3个月复查、调药。

近日，正好出院后1年
复查，患者已完全戒酒，心
衰 症 状 未 再 出 现 ，复 查

Pro-BNP 下降至正常，心
脏彩超提示左心室舒张末
直径降至50mm，射血分数
升高至45%。

酒精性心肌病属于继
发性心肌病的一种，不同
于特发性扩张型心肌病，
其发病与长期大量摄入酒
精有密切关系，多发生于
30~55岁的男性，通常有10
年以上过度嗜酒史，临床
表现多样化，主要表现为
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其
治疗的关键是早诊断、早
戒酒及对症治疗，以期延
续或逆转病情。

戒酒是酒精性心肌病
治疗的基础。无论病情严
重到何种程度，多数病例
戒酒后可望获得病情的缓
解。药物治疗则仅为权宜
之计，如不彻底戒酒，该病
的治疗将归于失败。当戒
酒并合理规范用药后，部
分患者心脏可以明显缩
小，心功能可明显改善。

长期大量饮酒或酗
酒，对身体造成的损害不
仅限于心脏，还与胰腺炎、
胃出血、肝损伤甚至肝硬
化、酒精性脑病等有关。
因此，已有饮酒习惯的成
年人应限制及减少饮酒
量，已有心血管疾病的患
者一定要戒酒，儿童及青
少年更不宜饮酒。

(李凌 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半口缺牙受罪10年，种牙戴牙1次完成
研究上百篇论文，老教授种牙精心准备，指定要用德国Camlog植体。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受访专家：许昌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所长 唐丽红□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编者按 目前，已证实有250多种人兽共患传染病。生活中，要避免食用病死畜禽和野生动物，
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知识问答
（判断题）
1.生熟食物分开存放，在

冰箱存放时不用分开。（ ）
2.吃涮牛羊肉时，要把肉

煮熟透了再吃。（ ）
3.发现病死禽畜要及时

向畜牧部门报告。（ ）
4.人兽共患传染病包括

鼠疫、狂犬病、结核病、高致
病性禽流感。（ ）

温馨提示：读者可留存本
系列报道，待报道刊登结束后，
将有有奖竞答活动。

健康提“素”，你我行动 2828

长期酗酒
会引起酒精性心肌病

预防肠道传染疾病，食用肉类要讲究

李凌 谈

近日，河南省直第三
人民医院医学运动训练部
迎来一群“特殊”朋友。原
来是刚从美国集训归来的
国家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
雪国家集训队跨界跨项组
河南籍队员到该院医学运
动训练部进行会诊。

为备战北京 2022 年
冬季奥运会，运动员们在
异国他乡刻苦训练，由于
训练强度大，部分队员会
出现一些运动损伤问题。
为此，河南省体育局、郑州
大学体育学院联合河南省
直三院利用4月队员回国
休整的时间，为他们会诊，
帮助他们摆脱伤病困扰。

两天的会诊邀请到全
国知名运动医学专家崔新
东教授、省体科所副研究
员唐洪渊、河南省直三院
椎间盘中心主任周红刚、
骨科主任沙宇、医学运动
训练部等相关科室专家。

根据河南省直三院派
驻国家冰上项目集训队队
医王方针对运动员们的病
情介绍，专家逐一对队员
进行查体、等速肌力测试
以及足底压力和身体姿势
综合评估，结合队员的专
项特点，为每位队员接下
来的训练、康复、治疗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为队员备
战冬奥会打下基础。

河南省直三院多学科会诊
助力冬奥会健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肖婧菁 陈少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