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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明媚的一天，93岁的郑
老先生在女儿的陪同下，专程来到
泰康拜博口腔，为医生送上了锦
旗，对医生高超技术表达了认可与
赞 扬 。 大 河 报 种 牙 专 线 ：
0371-65795671

意外掉牙全家着急
拜博口腔让牙齿新生

郑老先生退休前是一所学校
的校长，教书育人的工作一干就是
40年，大半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
业；60岁退休，老校长闲不住，本
可安享退休生活的他自学法律，成
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义务为有需要
的人提供法律援助。郑老先生说：

“喜欢打抱不平，所以就想帮人打
官司，家庭困难的不要钱，有时还
会贴钱。”不过，热心的他遇上了

“掉牙”的麻烦。
一次意外，郑老先生不小心磕

掉了6颗牙，这场意外让他不得不

暂停法律援助工作。一年多来不
知道跑了多少趟医院，很多医生都
因顾虑手术风险而不愿意为90多
岁的老人做种植牙手术，全家跟着
着急。后来，郑老先生的女儿看到
泰康拜博口腔举行种植牙公开课
的消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带着
父亲前来。

半个多小时，医生便在郑老先
生的下颌植入两颗植体，左右种植
牙的方向、角度、位置和深度都很
精准，对牙槽骨和神经血管也没有
影响，手术很成功。郑老先生终于
有了新牙，再不用忍受“面条煮到
烂，水果榨成汁”的生活了。

以患者为核心
专业技术、贴心服务获赞

“以患者为核心，以安全为中
心”是泰康拜博口腔的理念。医护
人员的专业技能、丰富经验和贴心
服务，终于让郑老先生在拜博口腔
实现了心愿。送锦旗这天，郑老先
生一直称赞“拜博就是老百姓的福
音”，不停地夸赞手术效果“太好

了、太好了”，现在牙齿好、胃口好，
消化好、身体好，“以后可是要活到
150岁的人咧”！

抢5折种植牙，仅剩4天
加微信bybo55993333

1.种牙检查免费做，方案满意
再付钱；

2.特供100颗5折韩国进口种
植体；

3.6 月 1 日~2 日窝沟封闭 6.1
元/颗（限两颗），防龋齿涂氟 6.1
元/次（限1次）；

4.3000 位顾客可免费打车种
牙，还有礼品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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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叉神经痛
是最常见的脑神经疾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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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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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间歇期同常人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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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的首选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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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血管减压术根治率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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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适合该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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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来说也非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初期的研究结果显示，经皮穿
刺微球囊压迫术技术成功率高、安
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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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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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更为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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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方法
之一，该手术创伤小，术后反应轻、
住院时程短、手术效率高、术后患
者满意度也高。”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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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手术方式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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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广大患者咨询、
预约就诊。

说起茯苓，很多人
首先会想到茯苓饼、茯
苓膏、茯苓酸奶、茯苓
酒等。茯苓，除了是受
人喜爱的食品，还是一
味常用的中药。《神农
本草经》把茯苓列为上
品，谓其“久服安魂养
神，不饥延年”。

中医认为，茯苓味
甘、淡，性平，入药具有
利水渗湿、益脾和胃、
宁心安神之功用，主治
水肿尿少、脾虚食少、
痰饮眩悸、便溏泄泻、
心神不安、惊悸失眠
等。因功效非常广泛，
不分四季，将它与各种
药物配伍，不管寒、温、
风、湿诸疾，都能发挥
其独特功效，古人称其
为“四时神药”。

茯苓到底神在哪
里呢？

抗衰老作用 茯苓
水提液可通过提高皮
肤中的羟脯氨酸的含
量来延缓衰老。

对免疫功能的影
响 茯苓多糖具有增强
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

作用。
利水消肿作用 茯

苓素是利尿消肿的主
要成分。

对肝脏作用 茯苓
对四氯化碳所致的大
鼠肝损伤有保护作用，
使谷丙转氨酶活性明显
降低，防止肝细胞坏死。

预防结石 茯苓多
糖能有效抑制大鼠肾
内草酸钙结晶的形成
和沉积，具有良好的防
石作用。

抗菌、抗炎、抗病
毒作用 茯苓浸出液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
葡萄球菌、乙型链球菌
均有抑制作用。

增白作用 酪氨酸
酶为黑色素形成过程的
关键酶，茯苓对酪氨酸
酶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5月24日，由河南
省康复医学会主办的促
醒康复新技术论坛，吸
引了省内外200多名专
家学者齐聚郑州市第九
人民医院。

省康复医学会会长
冯晓东教授、武警杭州
医院康复中心主任胡晓
华教授，及省内知名专
家刘合玉、王新志、付振
强、张辉、夏彬、朱应征、
时新芳等，就健康中国
背景下重症康复发展、
重型创伤性颅脑损伤后
意识障碍患者的临床治
疗、心房颤动与认知功
能障碍、昏迷患者压疮
的预防与护理、昏迷促
醒的治疗策略、卒中后

认知障碍、重复性经颅
磁刺激技术临床应用等
热点话题，和与会者进
行了分享。

郑州市九院院长白
建林介绍说，该院作为
郑州市老年医院，始终
把握康复医学前沿技
术，结合临床脑血管病
早期康复管理的规范化
治疗，进一步提高该院
的康复诊疗技术水平。
该院还与郑州慈善总会
联合成立“重症脑血管
病康复救助基金”，为脑
卒中或骨外伤后需要进
行康复治疗的困难患
者，提供更多的救治机
会，帮助其尽快康复。

老校长“牙齿妙植焕新生”，送锦旗表谢意
3000位顾客可免费打车种牙，还有好礼相送。泰康拜博口腔26年历史200余家连锁，世界500强集团旗下机构！
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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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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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称“四时神药”
它究竟神在哪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促醒康复新技术论坛
在郑州市九院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建凯 黄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5月 25日，由大河报联合郑
州视光眼科医院推出的大型公益
活动《寻找——屈光手术发展亲
历者》，举办了首场线下活动。数
十名接受过刘苏冰摘镜手术的老
患者，当场向专家表达谢意。

当天下午，曾于上世纪90年
代接受过刘苏冰教授近视手术的

向先生意外出现在会场。“1994年
年初，印象当时国内只有3家医院
能做近视手术。”当时接受过准分
子手术后，患者还需纱布蒙眼一
天。如今，随着屈光技术更新迭
代，不仅手术时间更短，而且术后
20分钟复查没问题，就可以回家
正常休息和生活。当天，郑州视
光眼科医院为此前接受刘苏冰手
术的老患者，做了免费视力检

查。“经过检查，向先生现在双眼
视力为1.0。”工作人员说。

当天的专家见面会上，几名
曾在十几年前接受刘苏冰手术的
老患者，分享了摘镜手术给自己
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巨变。众多粉
丝的感激之情，也让刘苏冰教授
感动不已，现场会上她特意跟大
家分享了与眼部卫生相关的生活
常识。

“明眸之缘”刘苏冰教授专家见面会上

25年前接受摘镜手术的“铁粉”惊艳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