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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郑州拜博口腔医院
王中杰主任的患者谢耿华（化
名）先生辗转打来电话，一再恳
请：“我想拜托您代写一份感谢
信，好好谢谢王主任。”根据谢
先生的电话叙述，记者还原了
他的种牙历程。大河报种牙专
线：0371-65795671

活动假牙有挂钩
真牙挂松了越掉越多

“2017~2018 年，王中杰
主任先后为我俩种了牙，给我
和老伴的晚年带来了健康、幸
福的生活，感谢医术高超的王
主任！”谢先生79岁，妻子73
岁，老两口都是郑州国棉某厂
的退休职工。

20年前，谢先生的上下颌
大牙开始松动疼痛，就拔除大
牙，戴上了活动假牙。后来活
动假牙的挂钩把好牙挂松动
了，只能接着拔除。就这样，活
动假牙换了一副又一副，口内
的牙越挂越松、越拔越多。

2017 年，口内仅有的几颗真
牙，也被活动假牙挂得东倒西
歪，假牙戴不上了，生活质量更
糟糕了。无奈之下，他找到了
拜博口腔医院，找到了王中杰
大夫。

营养跟不上头晕腰也酸
体弱多病一年住院两回

戴活动假牙时，只能吃点
软的、烂的饭，总是喝点粥喝点
面条凑合一顿，馍硬一点还要
放汤里泡一泡。长时间吃不好
饭，经常性胃酸、胃疼，身体营
养跟不上，头晕头疼也是家常
便饭。因为营养不良，腰酸得
不得了，根本直不起来，体弱多
病一年得住两回医院。种牙
时，身体实在太虚弱了，种完牙
还是在王主任和护士的搀扶
下，谢先生才慢慢站了起来。

夫妻二人都说“种牙好”
吃得好红光满面精神足

“怎么也没想到，种植牙悄
悄成为我俩晚年生活的‘救

星’。”2017年8月，经过一系列
检查后，王主任为谢先生详细
讲解了治疗方案，价格也讲得
明明白白。先把“东倒西歪”的
3颗牙拔除，上半口种好牙，戴
上12颗牙冠。下颌的门牙和
下颌右侧的大牙也装好了。接
下来，老伴也种了3颗牙，二人
都觉得种植牙太好用了。

“王主任种的牙效果确实
好，我一定要特别表扬一下，感
谢他让我们能吃好喝好，现在
身体都结结实实健健康康的。”
谢先生现在花生米、蚕豆啥都
能吃。吃好喝好，身上也有劲
了，整个人红光满面。经常在
活动室打麻将的老伙计都说谢
先生的精神比过去好太多了。

【种植牙豪礼】
加微信bybo55993333

1.“进口种植牙直销节”术
前检查免费做，方案满意再付
钱；

2.进口种植牙价3980元一
价全包还送牙冠，无隐性消费。

黄芪是生活中一种用
途广泛且常见的中药材。
黄芪被称为“平民补药”，民
间有“常喝黄芪汤，防病保
健康”的顺口溜。

《中国药典》载，黄芪补
气固表、利尿托毒、排脓、敛
疮生肌。用于气虚乏力、食
少便溏、中气下陷、久泻脱
肛、便血崩漏、表虚自汗、气
虚水肿、痈疽难溃、久溃不
敛、血虚萎黄、内热消渴；慢
性肾炎蛋白尿，糖尿病。

《中国新药杂志》载文，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芪具
有如下药理作用：

1.对免疫系统的作用：
黄芪能提高体液免疫和细
胞免疫。

2.对心脏的影响：黄芪
在防治心衰及心肌梗死方
面应用广泛。

3.对血压和血管的作
用：黄芪对血压有一定的双
向调节作用。

4.神经保护作用：黄芪
可通过抗氧化作用保护神
经元细胞，调节胶质细胞的
活动及其蛋白质的表达，促

进体外培养的胚胎神经干
细胞的增殖和分化。

5.抗肿瘤作用：黄芪提
取物及其制剂不仅能直接
抑制多种癌细胞增殖，还能
通过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
抵抗肿瘤，并在一定程度上
诱导癌细胞凋亡。

6.保肝作用：黄芪可通
过降低肝细胞的氧化应激
水平、抑制肝脏的炎性反应
和胶原沉积、保护肝细胞重
要的细胞器减少脂滴形成、
改善肝脏微循环等发挥保
肝作用。

7.对肾脏的保护作用：
黄芪是中医治疗肾病的重
要药物，早期文献多报道黄
芪注射液的疗效及作用机
制，近年研究人员陆续考察
了黄芪皂苷、多糖及黄酮类
成分在预防和治疗肾病方
面的作用。

对于舞蹈，大多想到的
都是美，但有一种“舞蹈”让
人痛苦不堪，停不下来。近
日，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东院区神经内科就收治了
一位偏侧舞蹈症的女患者。

这位患者长期血糖高，
依从性差，血糖控制未达
标，近20天逐渐出现不自
主肢体扭动。患者入院后
进行相关检查。在神经内
科耿纪超主任的带领下，科
室最终确诊她患上了糖尿
病性偏侧舞蹈症（又称糖尿
病性非酮症偏侧舞蹈症）。

舞蹈症可见于多种疾
病，是以肌张力减低-动作
过多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症
候群。病因较多，如一些神
经变性疾病、代谢异常、肿
瘤或脑血管病等。耿纪超
说，非酮症性高血糖多可表
现为神经功能障碍，其中偏
侧舞蹈症是其较少见的临
床表现之一，是较少见的糖
尿病神经系统并发症。

偏侧舞蹈症最主要的
特点就是起病较急，伴有或
不伴有系列的面部异常表
情，如噘嘴、闭眼、皱眉等，
症状为无目的、不自主、不
规则、慢速或快速的舞蹈样
动作，常出现双侧肢体或单
侧肢体不自主运动。病灶
主要位于苍白球、壳核、尾
状核等相关区域。在维持
机体姿势的过程中，壳核和
尾状核具有较为重要的作
用，一旦壳核和尾状核破
坏，就会增强丘脑皮质投射
及丘脑的活动，抑制运动。

“目前认为偏侧舞蹈症
是一种较少见的原发性糖
尿病表现现象。”耿纪超说，
治疗上，首先应控制血糖。
研究表明，舞蹈症状轻且初
次发病者，仅控制血糖便可
痊愈。症状重者，即使血糖
控制良好，症状依然不能完
全消失，需加用氟哌啶醇，
必要时联合氯硝西泮、地西
泮等对症治疗不自主运动。

“谈癌色变”足以说明人们
对癌症的恐惧。但专家称，因
为癌症的发展过程较长，对于
个人而言，有充足的时间采取
措施预防肿瘤发生。

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预防癌症的不二法宝

吸烟、饮酒、肥胖、缺少运
动、不合理膳食习惯、精神压
力、心理紧张等都是癌症发生
的危险因素，因此采取健康生
活方式如平衡膳食、适量运动、
戒烟限酒、心情舒畅等，对于预
防肿瘤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癌症的发生也与一些慢性
感染密切相关，如幽门螺杆菌、
人乳头瘤病毒、肝炎病毒、EB
病毒等。但通过保持个人卫
生、健康生活方式、接种疫苗
（如肝炎病毒疫苗、人乳头状病
毒疫苗等）避免感染相关的细
菌和病毒，可预防癌症发生。

癌症预防是重中之重，其
中早期发现是提高治愈率的关
键，这也是主流医学界的共
识。肿瘤筛查因癌而异、因人
而异。有些癌症，如乳腺癌、宫
颈癌、肺癌、结直肠癌，可有效
筛查，早发现早治疗，且效果不
容置疑。医生在遵循筛查指南
的大前提下，结合每个病人的
情况有所调整，可避免过度检
查和过度治疗。

四种肿瘤
已有明确的筛查指南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的报告，以下四种肿瘤已经
有明确的筛查指南。

1.乳腺癌 适用人群：50~
74岁有普通风险的女性，每2
年做一次乳房影像学检查。
40~49岁的女性建议与医生讨
论，考虑患者家族史、个人风险、
权衡利弊后做决定。高风险人
群包括乳腺癌家族史、激素类
药物治疗史和乳腺活检手术
史，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方式。

2.宫颈癌 适用人群：21岁
到65岁的女性。筛查手段：宫
颈涂片和 HPV（人乳头瘤病
毒）检测。这两项筛查可有效
发现早期病变，及时干预，阻断
癌症的发展。

3.肺癌 适用人群：有重度
吸烟史、现在仍吸烟或在过去
15年内戒烟、55岁以上人群。
筛查手段：低剂量螺旋CT。但
降低肺癌风险的最有效方法是
戒烟！

4.结直肠癌 适用人群：常
规筛查从 45岁开始，不分男
女。以下人群建议在45岁之
前就开始筛查：自己或直系亲
属有过息肉或结肠癌，患有炎
性肠道疾病，如溃疡性肠炎或
者克罗恩病，患有APC（腺瘤
性结肠息肉）或HNPCC综合征

（遗传性非息肉病性大肠癌）。
针对肝癌高危人群专家也

提倡早期筛查。高危人群包
括：乙肝、丙肝病毒长期携带
者，有肝癌家族病史的人，长期
酗酒抽烟者，慢性肝病和肝硬
化患者，长期食用霉变粮食或
接触黄曲霉素的人群等。检查
方法包括：超声、抽血化验甲胎
蛋白。建议40岁后每半年检
查1次。有肝病基础的人群，
应听从专科医生建议制定专业
检查计划。

种牙1年多，夫妻俩打来电话说了啥？
大河报联合拜博口腔回馈读者，进口牙一价全包3980元送牙冠；先免费检查听治疗方案，
满意再付钱，种牙更安心。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大河

常泡黄芪喝 有这7个好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有种“停不下来的”舞蹈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肖婧菁

受访专家：河南大学一附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吴飞□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编者按 积极参加癌症筛查，能够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

健康提“素”，你我行动 3232

知识问答
（单选题）
降低肺癌风险的最有

效方法是？（ ）
A.接种疫苗
B.戒烟
C.跑步
D.参加防癌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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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预防肿瘤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