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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金水区吴大爷问：68
岁，活动假牙不舒服，有没有
便宜点的，管用时间长点的？

栏目特邀德国口腔教授
Dr.Schuster答：活动假牙3~5
年会报废，种植牙进口价格在
3000多元甚至更高，可根据
家庭条件和牙槽骨情况选择。

河南农业大学一退休教
授问：74岁，缺了全口牙，怎么
弄？费用不要太高！

Dr.Schuster 答：大多数
缺牙老人，全口缺牙的情况特
别多。全口缺牙建议种牙，怎

么让花费更低呢？可采用德
国技术，4~8颗种全口，费用
省一大半。

郑州郑东新区卢阿姨问：
60岁，有牙周炎，牙快掉光了，
想种牙，去医院检查，价格太
高，怎么办？

Dr.Schuster答：牙周炎、
牙槽骨特别薄，传统方式需要
大量植骨，可考虑采用德国技
术，针对牙槽骨条件好的4~8
颗进行种植，使全口牙形成
W，效果一样稳固，节省费用，
患者少受罪。

昨天，记者从河南省人
民医院了解到，即日起至明
年2月28日，该院将免费为
100名符合条件的患者进
行免费的基因检测，通过对
全基因组外显子测序数据
解读，进一步明确智力障碍
的发病原因，并寻求可能的
治疗方案，以及为家庭的再
生育进行指导。

据省人民医院医学遗
传研究所所长廖世秀介绍，
智力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神
经发育障碍疾病，是指在18
岁以前出现的认知能力和
社会适应能力的降低或障
碍，这种疾病在出生缺陷中
约占2%~3%。

“既往研究提示遗传因
素在智力障碍发生中所占
比重可高达85%以上。”廖
世秀说，为进一步加深对智
力障碍发病机制的认识，向

公众普及智力障碍预防知
识，提高出生缺陷防治能
力，即日起，河南省人民医
院启动了免费开展智力障
碍相关基因检测活动（价值
5000元/例）。

这次免费检测名额为
100例。报名条件：（1）患
者为不明原因智力障碍，或
有明确家族史，临床诊断尚
不明确的家庭，智力评估为
中重度智力障碍（IQ 值<
50）。（2）既往已行传统基因
检测，如核型分析或染色体
芯片分析（CMA分析），未
能明确诊断的患者。

需要提醒的是，去省人
民医院报名时要提供既往
染色体核型、基因芯片检测
报告（需提供纸质检测报
告），及既往临床检查报告
（例如，头部CT或者MRI）
等资料。

入秋以来，不少人有咽
喉不适、咳嗽的症状。对
此，专家推荐了两个润肺食
疗方。两方中都用到了非
常受欢迎的润肺止咳的中
药——川贝，它性微寒而味
甘苦，入心肺经，有润肺止
咳化痰之效。

【川贝雪梨】材料：梨1
个，川贝 5 克，冰糖适量。
做法：梨洗净后，在上四分
之一处横着切开，将梨核挖
去，再将川贝捣碎成粉末，
放入梨中，上面撒上冰糖，
盖上梨盖。将川贝梨放入
蒸锅，蒸约1小时取出，梨
汁和果实一起食用。功效：
清热化痰，生津止咳，适于
热咳、干咳、燥咳、口干咽
燥、痰黄而黏稠。

【川贝虫草炖老鸭】材
料：川贝10克，虫草10克，
水鸭1只，料酒10克，姜、
葱、精盐适量。做法：川贝
洗净，虫草用白酒浸泡30
分钟后捞起，待用。水鸭宰
杀，去毛、内脏及爪。姜切
丝，葱切段，均放入鸭腹

内。水鸭、虫草、川贝母放
入炖锅内，加入2500毫升
水，加入盐。炖锅置大火烧
沸，再用中小火炖煮1个小
时即成。功效：滋补肺肾，
止咳化痰，适用于老慢支体
虚咳嗽者。

专家提醒，川贝并非对
每种咳嗽都适合。由于其
性偏寒又润，咯痰清稀色
白、白泡沫痰等属寒痰者及
痰多色白、苔厚腻、便溏的
湿痰者不宜食用。

另外，川贝母也会导致
过敏，因此，过敏体质者应
慎用。

目前，微创的脊柱内镜在
腰椎退行性疾病中的应用日益
广泛。那么，让众多脊柱外科
医生“闻之色变”的胸椎疾病能
否适用脊柱内镜技术呢？河南
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
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北京多家医院医生推
荐他到郑州做微创

北京的陈先生3年前做过
心脏支架手术，平时工作压力
大，血压一直很高。今年开始
出现双下肢麻木、无力、行走不
稳。半个月前，他突然摔倒，起
身后出现身体僵硬不灵活，行
走不稳，足下踩棉花感，自我感
觉脐部以下感觉迟钝。在北京
一家全国知名的医院就诊后，
陈先生被诊断胸5-10椎间盘
不同程度突出，继发胸8-9椎
间盘水平椎管狭窄，胸脊髓神
经受压，信号异常，缺血改变可
能性较大，建议尽早手术治疗。

胸椎手术属于医疗界高危
手术，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患者
瘫痪。陈先生有些担心，便在
北京各大医院多方求诊。最
后，医生一致推荐他到河南省
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找
李星晨教授。

陈先生找到李星晨教授
后，确诊其因胸椎管狭窄症造
成肌张力增高，由于胸椎多节

段突出伴有钙化、黄韧带钙化、
后纵韧带骨化，病情很重。

择日进行胸椎内镜微创治
疗后，陈先生感觉双下肢症状
减轻很多。

专家介绍，胸椎管狭窄症
与颈椎病、腰椎管狭窄症可这
样鉴别诊断：1.脊髓型颈椎病
可与胸椎管狭窄症合并存在。
颈椎病可导致四肢麻木、无力，
下肢症状常常重于上肢。但当
仅有下肢较明显症状，或下肢
症状显著重于上肢时，应考虑
胸椎管狭窄症的可能。2.腰椎
管狭窄症引发的马尾神经损害
的实质为下运动神经元性损
害，但绝大多数在腰3-4水平
以下，腰腿痛症状突出，有明显
神经源性间歇跛行。胸椎管狭
窄位于胸腰段时，下运动神经
元性损害更广泛，常混合存在
部分上运动神经损害的表现，
早期表现为脊髓源性间歇跛
行，如合并存在明确根性症状
和体征，则两病可能同时存在。

引领胸椎疾病脊柱内
镜微创技术发展

与腰椎、颈椎的退行性疾
病相比，胸椎管狭窄等胸椎疾
病，导致大小便异常、双下肢瘫
痪的几率更高。传统的开放性
手术治疗，瘫痪率高、风险大。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主任周红刚及其团队

20多年潜心钻研，近10年利用
微创技术治疗胸椎管狭窄症的
方法路径，秉承依靠团队合作，
共同创新发展的理念，顶着巨
大的压力、业界的质疑，为了解
决胸椎患者难熬的痛苦，于
2016年4月李星晨教授完成国
内第一例局麻下经皮内镜胸椎
管狭窄症减压术。经查新证
实，该技术世界领先，填补国内
空白，破解了开放手术瘫痪率
高的难题。目前院内、院外已
完成局麻下脊柱内镜微创技术
治疗胸椎间盘突出、胸椎后纵
韧带骨化、黄韧带骨化、胸椎管
狭窄等相关疾病手术 500 余
例，树立了业界丰碑，引领着胸
椎疾病微创技术的发展。

在河南省直三院郑东院区
H座14楼椎间盘中心B病区
脊柱疑难病会诊中心，每周四
下午2点30分，会有省直三院
椎间盘中心专家及国内多家医
院脊柱专家，专门针对颈椎、腰
椎、胸椎等脊柱复杂疑难病例
进行会诊，共同讨论为患者制
订最佳治疗方案，实现精准诊
疗。

温馨提示 会诊时间有限，
需提前电话预约。

仅限今天明天！
本报紧急征集我省38~88岁缺牙读者
拨打0371-6579 6286，免费寻医问诊，申请德国种植牙5000元现金补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种植牙到底多少钱？
牙槽骨只有0.2毫米，怎么办？
全口牙缺失，怎么种最便宜？
我们要心里有底，兜里有底，路

径 有 底 ，尊 严 有 底 。 拨 打
0371-6579 6286，大河报联合
郑州欣雅美口腔《寻医问诊》栏目免
费帮您分析牙齿情况及价格。

德国籍口腔教授、德国人类医学和口腔医学双料博士Dr.Schuster受邀解答

大河报寻50名缺牙读者

欣雅美口腔 口腔连锁品牌
大河报救助缺牙市民热线

0371-6579 6286
手持本报到院 欣雅美口腔

免费拍片
【文化路院】郑州市金水区文

化路双铺路交叉口（公交 86 路/
966路/6路/64路）

惠民一 专家团挂号费免费
惠民二 德国CT拍片免费
惠民三 专家种植牙手术费免费
惠民四 韩国种植牙减3000元/颗
惠民五 德国种植牙减免 4000~
5000元/颗
惠民六 德国种植牙终身质保！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大河

秋季咳嗽？
两款食疗方可帮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为智力障碍患者免费基因检测
名额100名，截止时间：2020年2月28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双下肢麻木、无力、僵硬不灵活，北京多家医院医生推荐——

患胸椎管狭窄的他来郑州做微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普春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