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报联合口腔机构
回馈读者，领补贴种牙能省
十几万，很多半口、全口缺
牙人都获得了大额帮扶，端
午节期间还有50颗德国种
植牙特价可申领！活动期
间，这些公益帮扶也免费:

一、中德韩专家挂号
接诊。二、全套口腔 CT
检查、全景片拍片。三、中
德韩专家全数字化种植手
术。四、数字化3D种植导
板。五、1000 份柴鸡蛋送
父母、迎端午！

大河种植牙专线：
0371-6579 6286

倒计时！还剩300名额！
追加50颗特价德国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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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婧(化名) 出生在南阳农村，
从小她就知道自己与同龄人不同：
不能跑，不能跳，稍有不适便会上气
不接下气，嘴唇和小脸上永远都是
一片洗不去的青紫。她患的是先天
性心脏病里最为罕见且复杂的类型
之一：完全型大动脉转位。也就是
说，她的心脏长“乱”了。患此病的孩
子如果不及时做手术，通常活不过1
岁，而她之所以能长大，是因为刚巧
同时患有保护了肺灌注的肺动脉狭
窄和丰富的侧支循。

孩子小的时候，家中无力求
治。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晓
婧19岁遇到了相爱的人，也想成家
生子。于是，她开始四处求医。最
终，她和家人打听到阜外华中心血
管病医院，决定碰碰运气。

该院儿童心脏中心二病区的彭
帮田主任接待了他们，在认真研究
了检查结果和晓婧身体状况后，彭
主任也不禁皱起了眉头。彩超结果
显示，晓婧患有的是完全性大动脉
转位、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重
度肺动脉瓣狭窄、心功能不全、心功
能Ⅲ级(NYHA分级)，同时有明显
的脊柱侧弯。如果不手术治疗，她
的生命历程也将接近终点。

为了生活能回归正轨，晓婧决
定跟医生一起努力，勇敢面对手术。

恰巧，我国先心外科的领军人
李守军教授来到该院会诊，听了彭
帮田团队汇报的详细资料后，李教
授决定进行大动脉双根部换位术。

2020年5月17日，晓婧被送往
手术室。李守军教授联合彭帮田团
队要将心脏拆卸成很多零件，再将
它们按照正常的结构慢慢拼凑起
来。经过近十个小时几百次的剪
切，上千次极为精细的缝合，手术成
功完成。而成功接受该手术的晓婧
也是我省年龄最大的案例。

别错过！
大额补贴领到6月底！

此次补贴由“口腔健康
微笑工程· 中原行”公益帮
扶组发放，将在河南省内重
点帮扶1000位“多颗、半口、
全口缺牙人”，单人领取补贴
上限达十余万。另外，端午
节期间帮扶组还追加50颗
特价德国种植牙！6月底前
抓紧申请，名额所剩不多！

别错过!
中德韩专家免费义诊!

中方专家吴海松院长、
德国种植专家舒斯特博士、
韩国种植专家姜奉孝教授等
国际专家团队，以及知名口
腔种植专家、主任医师、副主
任医师等多位专家现场莅
临，联合开展高难会诊、一对
一私密诊疗义务帮扶。目
前，本活动已为超650位缺
牙群众进行免费看诊，帮助
他们端午食粽子！

不到5分钟 种好1颗牙
数字化精准种植更安心

以往到院看病，检查、拍
片、看诊、手术……排队繁杂
又漫长。如今，从检查拍片到
方案设计，每个环节都有数字
化系统的支持，检查不过几分
钟，这边患者刚出检查室，那边
专家已经在研究种植方案。

有数字化技术支撑，种植
速度更惊人！通过全面口腔
扫描，计算机对数据叠加重建，
医生们可对种植方案实时模
拟，力求种植点位、角度、深度，
以及采用植体直径和颗数达
到更节省、更科学！准备更充
分，规划更安全，导板更精确，
种好一颗牙平均不需5分钟！

炎炎夏日，不少人出现
失眠多梦、倦怠乏力、食欲
不振、心火旺盛等症状，就
是中医讲的“伤阴”。

河南中医诊断协会委
员、河南中医结合肿瘤协会
委员、张仲景国医馆特聘专
家刘现军主任中医师认为，
饮食不节、熬夜、出汗过多
使得阴液损耗无度，从而出
现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遗
精盗汗、手足心热等症状。

要避免伤阴，首先需要
从规范日常行为入手，保证
充足睡眠；少吃辛辣刺激和
寒凉食物、适量运动、调整心
态，避免过度焦虑和压力过
大。

如果症状严重的情况下，
则需用中药调理，如六味地黄
丸。六味地黄丸是治疗肝肾
阴虚的经典名方，主要用于肾
阴不足，虚火上炎出现头晕耳
鸣，腰膝酸软、遗精盗汗、手足
心热等症状。此方源自医圣
张仲景《金匮要略》中的肾气
丸，宋代钱乙所著的《小儿药
证直诀》中，将肾气丸中的附
子、桂枝去掉，将生地换成了
熟地，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六味
地黄丸，钱乙将此方用于小儿
发育不好、语迟、行走迟等先
天不足问题。

< 经典医案 >：
一个 30多岁做狱警的

患者，耳鸣严重，因工作需精

神高度集中，工作繁杂，开
方六味地黄丸，吃半个月耳
鸣明显减轻，包括腰经常不
舒服的情况也没有了。

现代临床上，六味地黄
丸还可调理哪些疾病呢？
刘现军主任中医师给出了
以下几个重要方向：

●糖尿病
中医上糖尿病为消渴

症，消渴就是老是口渴，口渴
也是阴虚的表现。西药搭配
六味地黄丸，有助提高西药
疗效，减少西药用量，有助减
少糖尿病引起的很多并发
症，如神经损害出现的手脚
麻木、眼底出血、肾损伤。

●更年期综合征

更年期女性在断经前后
会出现如烘热、心烦、失眠等
一系列更年期综合征症状，
多是因为阴虚有火，此时可
试着吃些六味地黄丸。

●口腔溃疡
临床有很多复性口腔溃

疡，在中医看来就是肝肾虚、
虚火上炎，包括一些慢性咽
炎病人，老是觉得嗓子又干
又燥，口腔溃疡。我建议含
化六味地黄丸，好多病人反
馈，这个方法挺不错。

专家称，患者在吃药的同
时再含化，效果会更好些。“中
药的应用并非单纯看病人的
表现，而是要从根本上对症治
疗，只要对症即可治病。”

仅用了50分钟
20年的腰椎痛没了

85岁的李奶奶，20年前就
开始出现腰椎疼痛，断断续续
地进行过各种保守治疗，如牵
引、按摩、小针刀、理疗、贴膏
药、神经阻滞等，时而有效时而
无效的，总是反反复复。

近一年来，李奶奶腰痛及
双下肢疼痛麻木严重，特别是
大腿近端、小腿外侧疼痛、麻木
特别严重，每天都寝食难安。
去过很多医院，但医生的意见

是要么继续保守治疗，要么手
术治疗。

李奶奶年事已高，血糖、
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她担心
下不了手术台，始终不敢下决
心做手术。

不久前，女儿听说同事父
亲十几年前在河南省直第三
人民医院做过微创治疗，到现
在都好好的，没再犯病。

然后就托人找关系打听
这个医院到底怎样，经过调查
了解到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
院椎间盘中心从1998年开始

就用微创专门治疗椎间盘病，
20多年来从没改变过，并且微
创技术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

于是就带李奶奶来到这家
医院，经过检查之后，确诊为腰
椎管狭窄症，椎间盘中心团队
为她制定了全可视脊柱内镜微
创治疗的方案，从进手术室到
出来仅仅用了50分钟，李奶奶
腰腿疼痛就减轻了许多。

脊柱内镜微创治疗
患者又一选择

据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椎间盘中心周红刚主任介绍，
腰椎管狭窄症常多见于中老年
人，是腰腿疼痛、麻木和下肢无
力、走不远的常见原因。其发
病原因十分复杂，有先天性的
也有继发性的，在临床中见到

最多的就是继发性椎管狭窄，
主要原因是腰椎椎管壁的结构
发生退变、增生，如腰椎间盘突
出、黄韧带肥厚增生、小关节增
生内聚、腰椎滑脱、椎体后方骨
赘形成等，造成椎管变得狭小，
神经受压而产生腰腿痛症状。

临床上，不少和李奶奶类似
的老年患者都不是第一次就医，
甚至不是第一次治疗。许多患
者在出现症状后，开始就诊，明
确诊断后逐步开展一系列保守
治疗，治疗一段时间后，症状逐
步缓解，但是稍不注意，症状就
会再次出现，无奈只能再次就
医。更有甚者，由于年龄大、基
础病多，很多医院除了保守治疗
并不能做其他的治疗。

近年来，微创脊柱外科技
术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脊柱
内镜技术的发展，使外科医生

在全可视下就可以解决腰椎管
狭窄症，不但治疗时间很短，而
且治疗后患者卧床时间也短，
24小时后就可以下床活动，第
二天就可以出院。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22年来一直坚持用
微创的方法治疗，用最好的技
术解决病人最大的痛苦。

在河南省直三院郑东院区
H座13A楼椎间盘中心B病区
脊柱疑难病会诊中心，每周四
下午3点有省直三院椎间盘中
心专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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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帮扶招募 缺牙松牙老人
端午节追加补贴50颗特价德国种植牙! 大河种植牙专线：0371-6579 6286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颈腰椎疾病患者越来越多，有些患者认为年龄大的
缘故，忍痛继续生活；有些患者会采用牵引、按摩、红外线
等物理治疗手段，虽疼痛得到缓解，但无法根治；有些患
者对全麻开放式手术有排斥心理，惧怕万一手术失败带
来的巨大风险。其实，除了保守治疗和开放式手术治疗，
脊柱内镜微创治疗是颈腰椎疾病的第三种治疗选择。

夏日状态不在线？伤阴调理看过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赵远 王哲

心脏长“乱”了19年,
一场手术恢复常人生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公益帮扶活动现场

仲景 古方今用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50分钟，老人20年的腰腿疼痛、麻木、走不远，解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