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口坏牙吃不好饭，十几
年来苦不堪言

苏老先生是郑州某连锁
酒店的老板，因为一口坏牙吃
不好饭，身体一直不太硬朗。
这十几年来他不敢种牙，因为
在他的观念里，种牙手术太危
险。最近，他听说郑州有动态
导航种植技术了，可以用高科
技设备全程规避种牙风险，觉
得自己的牙终于有救了。

动态导航+All-on-4/6，
高难度种牙大获成功

方主任介绍说，以苏老先

生的口腔状况，如果采用常规
种植方案，需要先进行上颌窦
提升手术才能满足种植条件。
但这样要经历1年的修复期，老
人家年纪大，经不起折腾，因此
采用了动态导航+All-on-4/6
种植技术。术前精准设计种植
位点，术中实时动态导航种植，
术后重新验证种植精准度。最
终，在数字化实时动态导航种
植系统的全程护航下，成功完
成了这一高难度手术，术后效
果苏老先生十分满意。

免费体验种植新技术
预约可享北京专家、郑州
市口腔专家团亲诊

1.数字化实时动态种植导
航方案设计费+导航种植耗材
费0元（价值5000元）

2.各项种植牙术前检查费
0元

3.美国Zuga种植体+基台，
种1颗送1颗（2颗起种）

公益补贴截止到12月12
日 ，更 多 详 情 添 加 微 信
glkq17319706609马上咨询。

方振炎主任在动态导航下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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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眼，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桂圆。无论在超市还是药房，
我们都能买到。不少读者有
疑问，吃龙眼进补有哪些讲究
呢？如何选购其中的优质品
呢？

1.龙眼干比鲜龙眼更滋
补 专家介绍，鲜龙眼当水果
吃，入药就用龙眼干，因为龙
眼烘干后会产生更好的药效
成分，增强了安神、益智的功
效。

2.吃存放不超过一年的
龙眼干 每年盛夏到金秋，新
鲜的龙眼次第成熟。特别是
白露节气过后，往年的龙眼陈
货再便宜也少人问津了。

3.一粒龙眼三味药 除了
龙眼肉入药，龙眼的壳可调理
头部问题，龙眼核祛除下焦的
湿气，可以调理疝气、湿疹。

4.产地不同药效不同 龙
眼干的品质不是看大小、甜
味，而是看药效成分。龙眼的
产地和品种不同，药效也有区
别。广西博白因水土肥沃、土
壤富硒、生态环境好等得天独
厚的优势，被称为“中国桂圆
之乡”，这里早在唐代初期就
盛行加工桂圆肉，颇具盛
名。

5.注意鉴别真伪 市场
上，一些不法分子在龙眼肉中
掺进大量形状、色泽颇为相似
的红糖、果酱、水果干等，经加
工后以假乱真，牟取市场暴
利，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所以，消费者购买使用龙
眼肉时要仔细鉴别，最好是到
正规药店选购！张仲景大药
房一直秉承药材好、药才好的
初心，精选采购的龙眼肉，就
选自地道产区广西博白，气微
香味甜，嚼之口感起砂。

仲景养生
ZHONG JING YANG SHENG

选购龙眼
要知道这五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动态导航技术：半口/全口缺牙老人的新希望
回馈大河报读者，种植牙公益补贴倒计时7天！美国Zuga种植体“种1颗送1颗”，
价值5000元的动态导航种植技术0元享。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 5608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患者：苏老先生
年龄：76岁
牙齿问题：几乎全口

牙缺失
治疗方案：动 态 导

航+All-on-4/6
病例详情：患者十几

年前开始掉牙，随着岁数
增加牙齿越掉越多，后来
佩戴活动假牙，可是吃饭
使不上劲儿，受了不少
苦。经朋友推荐，来到郑
州市口腔医院花园路分部
（固乐口腔），希望用动态

导航新技术做种植修复。
固乐口腔种植科方振

炎主任检查发现，苏老先
生上颌仅剩2颗残根、下颌
剩4颗残根，都已被牙菌
斑严重破坏，严重松动没
有保留价值。用意大利
Newtom CBCT 检 查 显
示，上颌牙槽骨萎缩严重，
无法满足常规种植条件。
综合口腔状况，决定先拔
掉松动牙，再结合使用美国
Zuga 和美国 Zimmer 两
种植体，上半口种6颗植体
修复12颗牙齿，下半口种4
颗植体修复12颗牙齿。

2019年10月“数字化实时动态导
航种植系统”落户郑州固乐口腔，高科
技设备在种牙前、种牙中、种牙后整个
流程中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种植牙手术
的精准性、舒适性和安全性，给半口、全
口缺牙的老人带来了新希望。大河报
种牙专线：0371-6579 5608

【动态导航种植病例】

郑州市口腔医院花园路分部（固乐口腔）北京专家、郑州市口腔专家团亲诊

防治慢性病，患者的
用药依从性很重要

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2019年发布的《中国心血管
病报告2018》显示，我国目前
心血管病患病人数高达2.9
亿，其中心血管疾病的死亡
率位居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
的首位，农村死亡率持续高
于城市水平。

“高血压、急性心梗和心
绞痛等心血管疾病需要进行
规范的长期管理，对于药品品
质和药品效价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华中阜外医院、河南省
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心血管内
科主任医师朱中玉教授说，
以急性心梗为例，抗血小板

药物是治疗的重中之重，患
者在进行支架或搭桥手术后
还需长期服药，轻易停药极
易再发心肌梗死、脑卒中等重
症。同时，药物的不良反应也
会影响患者的长期预后。因
此，加强患者的用药依从性，
提升药物的可及性与安全
性，对于推动慢性病的规范
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种进口药，价格在
河南将大幅下调

对于治疗周期较长、用
药费用较高的慢性病患者来
说，能使用品质好、价格低的
药物，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带量采购正是国家深化医
改，降低药价，减轻患者经济

负担的有力举措。
带量采购是指在药品集

中采购过程中开展招投标或
谈判议价时，明确采购数量，
让企业针对具体数量报价，
也可理解为由国家发起的大
型“团购”，通过以量换价，降
低进入采购名单的药品价
格，患者因此能享受到价廉
质优的药品，也是带量采购
为患者带来的最直接影响。

今年9月，《联盟地区药
品集中采购文件》公布了25
个联盟地区，带量采购的扩
围结果将在联盟地区正式执
行，河南省位列其中。文件
同时公布了25个采购品种，
包括厄贝沙坦氢氯噻嗪、氯
吡格雷等多个品种在内，价
格降幅颇大。

以厄贝沙坦氢氯噻嗪和
氯吡格雷为例，赛诺菲旗下
的原研药安博诺（厄贝沙坦

氢氯噻嗪片）和抗血小板治
疗基石波立维（硫酸氢氯吡
格雷片）分别用于高血压、急
性心梗和心绞痛、卒中及外
周动脉疾病的治疗，均在此
次扩围中成功中标。在已中
标省份，这两种药物的价格
下调了70%左右，相当于花
费国产药的价格吃上进口的
原研药，大大减轻了看病负
担。明年，河南的患者能够
以优惠的价格在医院购买并
享受医保报销。

赛诺菲中国副总裁、基
层事业部总经理盛惊州表示，
为了让急性心梗患者在基层
就能获得及时、规范的治疗，
挽救更多基层患者生命，赛
诺菲从四年前开始积极支持
县医院建设县域胸痛中心，截
至目前，已有超过1900家县
级医院加入胸痛中心的建设
进程中，预计获益人数7.6亿。

河南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看过来，明年起——

吃这两种进口药，花钱更少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天气渐寒，心脑血管疾病也进入了高发季。专家提醒，
规范治疗对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发作起到积极作用，其中，遵
医嘱按时服用药物，即用药依从性很重要。

小雪已过，天气更冷。河
南的冬季气候寒冷，寒气凝滞
收引，人体新陈代谢相对变缓，
容易引起人体气机和血液循环
不畅，导致疾病的发生。河南
省中医院健康管理（体检）中心
刘永生主任提醒，老年人在冬
季，有几项体检不能忽视。

心脑血管检查 由于冬季

昼夜温差比较大，人体血管受
到冷刺激后会出现相应的收
缩，升高血压。所以，冬季更要
注意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尤
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史的老年
人更应该重视心电图、脑供血、
颈动脉彩超等检查，了解心肌
供血、心律失常等情况，排查中
风隐患。

肺部检查 冬季寒冷干燥，
呼吸道黏膜抵抗力也会随之降
低，很容易导致老年人呼吸道
疾病复发。建议入冬时体检，
尤要注意肺功能及胸片检查，
必要时CT检查。

肾脏检查 冬季人们出汗
少，肾脏负担就变大了，感冒更
易使肾脏受损。有些隐匿性肾

病没有临床表现，都是通过体
检才发现的。排查肾病的最基
本检查是尿常规和肾脏超声。

胃部检查 冬季气温低，胃
肠易发生痉挛性收缩，导致胃
病复发。因为胃幽门螺旋杆菌
感染是慢性胃炎的主要病因，
有助于早期发现胃部疾病。冬
天外出，受到寒冷刺激，使得人

体的植物神经功能发生紊乱，
胃肠蠕动的正常规律被扰乱，
可导致溃疡的出现。排查胃病
最基本的检查是检测幽门螺旋
杆菌，如结果显示为阳性，可能
为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胃病。

骨密度检查 老年人冬天
经常不出门、不晒太阳，会加剧
骨质疏松。

入冬后，老年人有些体检不能忽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丁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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