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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综合AⅠ·07

仅限今天明天！

本报紧急征集我省38~88岁缺牙读者
拨打大河报种牙专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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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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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邀德国口腔博士Dr.
schuster 教授答：活动假牙
3~5 年 会 报 废 ，异 物 感 强
烈。种植牙可与牙槽骨“融
于一体”，好用且舒适，种植
牙进口价格在 3000 多元甚
至更高，可根据经济能力、牙
槽骨情况量身选择。

●河南农业大学某退休
教授问：74岁，缺了全口牙，
怎么弄?费用不要太高！

Dr.schuster教授答：缺
牙老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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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方案制
定、种牙技术、优惠活动等方
面省钱。德国数字化种植，种
得准、种得少，赶上活动优惠，
一口牙省出十几万！

●郑州郑东新区卢阿姨
问：60岁，有牙周炎，牙快掉
光了。想种牙，可价格太高，
怎么办?

Dr.schuster教授答：牙
周炎、牙槽骨特别薄，传统方
式需要大量植骨。可考虑采

用德国数字化种植，充分利
用条件较好的点位，植入
2-8 颗不等植体，形成稳固
支撑。实现一样的效果，费
用省了很多，也能少受罪！

种植牙到底多少钱？牙
槽骨只有0.2毫米，怎么办？全
口缺牙，怎么种最便宜？

我们要心里有底，兜里
有 底 ，路 径 有 底 。 拨 打
0371-65796286，大河报联

合郑州欣雅美口腔免费帮您
分析牙齿情况及更省方案。

有火下不去？可能是阴虚火旺

进入小暑，天气炎热，阴
虚患者身体会更加不适：出汗
量大，神疲乏力，咽干口燥，五
心烦热。想要补肾阴，却发现
虚不受补，一补就上火。

张仲景国医馆特约专家
库喜龙大夫讲道，阴虚患者
生活中经常熬夜，饮食重口，
不良习惯加剧了身体阴液的
消耗，造成阴虚。阴虚患者
热证明显，要防止上火，需注
意是实火还是虚火。

实火起病急，病程短，病
情轻浅，这类人用清热降火
的黄连上清丸、三黄片就可
以治疗。而虚热证（即虚火）
病机在身体内里，多因久病
伤阴，或过多食用辛辣温热
食物，或是因体内阳热偏盛，

热为阳邪，最容易伤人阴
液。虚热起病缓，常见于慢
性消耗性疾病。

阴虚火旺的患者中小孩
也多见。小儿性早熟就有阴
虚火旺的原因，因此要督促孩
子从小养成良好的作息、饮食
习惯，避免熬夜，少吃垃圾食
品，不要喝含糖、冰镇饮料。

阴虚患者因阴液消耗，相
对火旺，会有一系列热的症
状。五心烦热，手脚心热，心
口热，严重的手脚起皮；咽干
口燥，喝很多的水还是觉得口
渴；出汗多，尤其是夜间盗汗。

阴虚患者首先应做到矫
正不良作息、饮食习惯，如果
症状严重，需要在医师指导
下服用药物进行调理。六味

地黄丸是治疗肾阴虚的经典
名方，三补三泻的组方能够
温补肾阴，避免进补过多、虚
不受补的情况。

如果虚火旺，则需要服
用知柏地黄丸。加入黄柏知
母之后，六味地黄丸就成为
了知柏地黄丸，主治肝肾阴
虚，虚火上炎证。常见头目
昏眩，耳鸣耳聋（重症患者常
见），虚火牙痛，五心烦热，
腰膝酸痛，血淋尿痛，遗精梦
泄，骨蒸潮热，盗汗，咽干口
燥，面色发红。

临床上，知柏地黄丸适
用于很多人群及症状：

1.生活工作学习压力大，
经常熬夜的人群；

2.腰酸背痛，头晕耳鸣，口
干，皮肤干燥，甚至手脚掌脱
皮；

3.午后阵阵发热，体温
并不高，盗汗（睡眠时出汗，
醒时不出），两额潮红；

4.体形偏瘦，五心烦热，
咽干，咽痛，口腔溃疡；

5.多梦，遗精，体质虚弱；
6.低热，干咳，甚则咳痰

有血丝；
7.阴虚火旺引起的失眠；
8.小儿性早熟（小儿用药

需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

一般知柏地黄丸在对症
的情况下服用，一两周即可
见效，继续服用，2-3个月为
一个疗程。

李先生忍着多年顽固的腰腿疼痛跨越大半个中国——

他究竟为何慕名来郑州求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近日，新疆库车县61岁的李先生，不惜跨越大半个
中国，来到位于郑州的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
心，进行了全可视脊柱内镜微创治疗，一举解决了十几
年的腰腿疼痛、麻木、无力、走不远的症状。

除了李先生，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
心，每天都有来自河南、新疆、哈尔滨、福建、甘肃、湖南、
河北、山西等省内外的患者接受微创治疗。

多年积累在国内外率先突
破技术围墙，造福广大患者

黑龙江82岁的柳先生，当
地三甲医院骨科主任介绍来做
腰椎微创治疗；湖南71岁的徐
先生，不但腰椎有问题，胸椎也
出现了椎管狭窄，在当地医院
做完腰椎脊柱内镜后，管床医
生推荐他来河南做胸椎脊柱内
镜微创治疗；50岁的赵先生是
一位来自河北某医院的院长，
被诊断为腰椎管狭窄症后，直

接来治疗；24岁的黄先生来自
甘肃辉县，也是在当地医生介
绍下来河南求医……

这是怎样的信任，才让他
们跨越几千里路程、历经一二
十个小时的车程，放弃去北上
广这些知名大医院来到河南省
直三院椎间盘中心求医。

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
窄症、颈椎病是很常见的疾病，
其中，腰椎管狭窄症多见于中老
年人，是腰腿疼痛、麻木和下肢
行走无力走不远的常见症状。

为了更快、更好地减轻脊
柱疾病患者的病痛。早在
1998年，河南省直三院椎间盘
中心周红刚主任就带领团队运
用微创技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症、颈椎病，并对其他脊柱疾病
进行微创治疗方面的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河南省
直三院椎间盘中心在国内外率
先实现了单纯腰椎椎间盘摘除
术的1.0技术，颈、胸、腰椎椎管
狭窄骨性减压的2.0技术，内镜
技术颈胸腰椎全脊柱覆盖的
3.0技术，腰椎退变镜下融合的
4.0技术，在传承脊柱外科传统
治疗优势的基础上，先后开展
了腰、颈、胸椎脊柱内镜微创技
术、Delta（宽通道）技术、计算
机导航下内镜技术等，积极推
动脊柱内镜微创技术迅猛发
展，提高了脊柱微创治疗精准

度、安全性和远期疗效。
越来越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脊

柱疾病患者慕名来到河南省直三
院椎间盘中心寻求微创治疗。

每周四的国内多家医院专
家脊柱疑难病联合会诊

据了解，每天到河南省直
三院椎间盘中心就诊的脊柱疾
病患者，大多是在当地医院需
要做开放手术，但惧怕风险大
不接受；年龄大、基础病多、身
体不能耐受；当地医院做过微
创或开放手术不减轻的复杂疑
难病患者。

“微创技术对年龄、身体状
况没有太大限制，近年来，脊柱
微创技术特别是脊柱内镜微创
技术迅猛发展，已由原来的脊
柱内镜下椎间盘突出髓核摘除

术发展到对腰椎开放术后，腰
椎管狭窄、颈椎病、胸椎管狭窄
等复杂疾病的内镜下微创治
疗，大大减少了传统全麻开放
手术的创伤。”周红刚主任说，
目前，大部分患者在同样甚至
优于开放手术治疗效果下，得
到了更加微创的治疗，并减少
了痛苦、缩短了住院时间，大大
降低了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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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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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仲景 古方今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赵远

欣雅美口腔 口腔连锁品牌

大河报寻50名缺牙读者

服务港区居民，
招聘学科带头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陈建平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日前发
布公告，公开招聘包括重症医学
科、传染科、感染性疾病科等在内
的至少17个专业的学科带头人。
这在省会医院中并不多见。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始建于
1942年，是综合性国家三级甲等医
院，由东大街院区、南院区、郑州岐伯
山医院等三个三级医院和航海东路、
商都路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

今年5月，该院南院区正式被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批准为三级综合
医院资质。该院区紧靠京港澳高
速，坐落于新郑国际机场与园博园
中间位置。占地近三百亩，规划床
位1600张，一期设置床位800张，
现设有30余个临床及医技科室。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到2018年
三年间，航空港区人口增加了13.55
万人，一跃成为仅次于金水区、二七
区的郑州第三大人口聚集区。

此次公开招聘的学科带头人
包括心血管内科、肾内科、风湿免
疫科、血液科、消化内科、外科、骨
科、神经外科、胸外科、心脏大血管
外科、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医
学影像科等近20个专业。

招聘要求：任职三甲医院科室
主任或副主任经历；博士学位、研究
生导师资格者；省级学会副主任委
员以上任职；较强的医教研能力，在
相关学科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
学术影响力等较高的选聘要素。

工作人员称，应聘者可通过电
子邮箱（zzyyywk@163.com）、东
大街院区医务科现场报名等形式
报名，医院录用专家委员会对应聘
简历进行初审，通知符合条件人员
参加面试，根据面试成绩按拟聘名
额等额确定拟录用人员。

惠民1.专家团挂号费免费
惠民2.德国CT拍片免费
惠民3.专家种植牙手术免费
惠民4.韩国种植牙减3000元/
颗

德 国 种 植 牙 减 免
4000-5000元/颗

大河报种牙专线：
0371-6579 6286
手持本报到院
欣雅美口腔免费拍片

舒斯特教授答患者问

种植专家在为患者进行面诊

惠民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