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脉导管支架植入术 稳定宝宝闭锁肺动脉血液供应

院长解心
袁义强：河南省胸科医院院长
坐诊时间：周一上午、周二上午

口福计划·名医种牙

本周末，北京种植专家李博士、正畸专家常教授双大咖公益会诊。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 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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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不够，
缺牙不补拖垮身体

多年前，张老伯拔掉了两颗
蛀牙。因为当时口腔保健意识
不够，加之工作繁忙，并未考虑
将缺失的两颗牙及时补回来。
随着缺牙时间越来越长，他发现
自己邻牙开始松动，牙齿间的空
隙逐渐变大，掉牙的频率越来越
高，直到半口牙都没了。吃饭吃
不香，说话说不清，营养吸收不
了，身体越来越差，大病小病不
断，三天两头往医院跑。戴假牙
异物感强，经常犯恶心，这才动
了种牙的心思。

查阅资料，
惊喜发现种牙好技术

为了帮张老伯种上好牙，
家人多方寻找种牙机构和技

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网上
查阅资料时发现了5G动态导
航种牙技术，在“导航”设备引
导下精准种植，就好像有一台
智能机器人帮助牙医做手术，
而且不用切开牙龈种牙，不受
罪恢复快，适合老年人。这让
他们眼前一亮，同时也了解到
固乐口腔已经率先在河南引
进了该技术。于是，决定带张
老伯到固乐种牙。

来到固乐口腔，经过北京
三甲医院种植专家团会诊，很
快为他定制了5G动态导航种
牙方案，术前方案设计，术中导
航种植，术后制作牙冠、戴牙一
气呵成，一天时间就获得半口
新牙，当晚就能吃东西。

种牙新标准，精准是关键

主要依靠医生经验“盲

种”的传统种植牙在临床实
践中，往往易存在“种植歪
斜，植入过深或过浅，损伤
神经、血管、牙槽骨”等技术
性风险，导致种牙失败。固
乐口腔5G动态导航种牙技
术，术前在导航仪电脑上设
计好最佳种植位点、角度、
深度，安全避开神经和血
管，术中种植医师眼前的电
脑画面屏幕可以实时显示
口腔内手术画面，钻头的深
度，离神经的距离均能实时
显示，实时“导航”引导种植
医师按照预定路线手术，稍
有偏差就会发出“嘀嘀”的
报警提示。许多亲身体验
过5G动态导航种牙的患者
都表示，实际种牙效果与手
术前看到的方案设计预期
分毫不差。

●合理饮食 脱发高危人
士应该远离过于油腻、甜、辣的
食物，增加膳食中谷物、蔬菜、
水果的比重，多吃黑豆、黑芝
麻、蛋等含铁、钙丰富的食物，

增加对头发有滋补作用的食
物，如牛奶、瘦肉、家禽和鱼。

●适度洗发 洗发太勤或
者太少都不好，比较合适的时间
是每周两到三次，洗发水温以
40℃左右为宜；洗发时轻轻按
摩头皮，既能清洁头皮，又能促
进头皮血液循环；洗发剂要选用
无刺激性的。洗发后，最好让头
发自然干。

●扎头发不要过紧 不要
扎紧头发或者总是梳马尾辫，也
不要过度吹干头发。这样的行

为会导致头发没有休息的空间，
也会进一步损害你的毛囊，最终
导致脱发或牵引性脱发。因此，
在梳头时尽量选择宽松的款式，
而不是所有时间都让头皮紧绷。

●避免长时间暴晒 日光
中的紫外线会对头发造成损害，
使头发干枯变黄，因此夏季要避
免长时间日光暴晒，在室外游
泳、日光浴时要注意防护。

●放松心态 现代人工作
压力大、学习紧张，用脑过度，易
喜易悲，这些常常会引起脱发。

所以建议大家在平时的工作和学
习中，要保持一个乐观平和的心
态，遇事不激动、工作、学习要劳
逸结合。

●不要过多染、烫头发 染
发、烫发是一种时尚，走在街上，
随处可见染烫发的人，染发、烫发
后的人相信都有这样的感觉——
头发变干枯、变涩，染烫头发多我
们的头发很伤、对头皮也很伤，不
少人染烫发后头发脱落了很多。
保护头发，少染烫头发。染发、烫
发间隔时间至少要3~6个月。

●合理用药 除此之
外，中医学认为，肾藏精，肝藏
血，精血互生，血盛则发荣，血
衰则发枯，若肝肾亏虚，精血不
足，便可导致毛发的脱落。所
以肾虚会引起脱发。对于肾阴
虚引起的脱发，可以试试仲景
牌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具
有滋阴补肾的功能，因此有助
于改善肾阴虚引起的脱发。

“球囊到达预定位置，动
脉导管扩至4毫米。”在河南
省胸科医院胸痛中心介入手
术室，当手术屏幕上显示出上
述结果时，在场的大夫情不自
禁击掌欢呼。

这是一名出生仅两个月
的女宝宝，名叫诺宝，出生时
在当地县医院查体时发现紫
绀，哭闹时紫绀加重，当时诺
宝的家人未予重视。但是，当
孩子一个多月大时，她出现了
咳嗽、咳痰等症状，治疗几天
后无明显改善，去上一级医院
检查后发现，诺宝患有先天性
心脏病、肺动脉闭锁。

为求进一步治疗，今年七

月底，诺宝转至省胸科医院心血
管外科三病区（小儿心脏外科）。

入院后，医生通过心脏彩
超、CTA检查发现，诺宝不仅
患有上述疾病，同时动脉导管
未闭、室间隔还缺损等，已经形
成动脉导管依赖。

心血管外科三病区（小儿
心脏外科）主任谌启辉介绍，动
脉导管是胎儿时期肺动脉与主
动脉间的正常血流通道，一般
出生一周左右时，动脉导管因
废用即自动闭合。

以往，像这种疾病的孩子都
选 择 外 科 手 术 ，即 姑 息 性
RV-PA手术或B-T分流术，
省胸科医院此类手术成功率居
全国前列。但目前心内科技术
日新月异，随后，经过我国著名
心内科专家、省胸科医院院长袁

义强、我国著名心外科专家、省
胸科医院副院长王平凡等众多
专家会诊后认为，诺宝可以先期
做心内介入手术，这样对孩子来
说收益最大。

随后，袁义强带领手术团
队开始实施PDA支架置入术。

这个手术的难点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孩子月龄太
小，股动脉仅2.2毫米，只有成人
的1/3粗细，导管进入难度很
大。其次，导管要顺着降主动脉
到达动脉导管最狭窄处，但两者
夹角很大，几乎平行，导管不易
进入。三是因动脉导管即将关
闭，最窄处只有1.6毫米，里面再
伸进去一根导管，血流必然减
少，这对于依赖动脉导管供血才
生存下来的孩子无疑雪上加
霜。尤其动脉导管因其生理特

性较其他血管更易破裂，如果
操作稍有不慎，极易导致血管
破裂、大出血，这就要求操作上
一定要准确、稳当、快速。

在袁义强的坚强带领下，
手术团队做到了稳、准、快，用
时80分钟即圆满完成，术后，
诺宝转入心外科重症监护病
房，生命体征平稳，各项生理
指标正常。

据悉，诺宝还将进行二期
根治术（外科），约半年后实
施。到时，将人工血管和左右
肺动脉连接，这标志着其动脉
导管的“历史使命”完成。

5G动态导航种牙 全程可视化 种牙超精准

72岁老人一天种好下排牙，当天就能吃东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早上还缺着牙，晚上就能吃东西了！”说起用固乐口腔5G动态导航种牙的经历，72岁
的张老伯难掩兴奋。他还特别强调，种牙时正好赶上固乐口腔“中原口福计划”惠民行动，北
京三甲医院种植专家公益会诊，好技术好专家，花费却还不及传统种牙高。口腔专家提醒，
种牙最基本的三要素，一是种植技术，二是种植医生，三是种植体。这三者，缺一不可。这是
因为种植在牙科行业中是较复杂的操作，对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有极大的要求；高水平的种植
医生对于疑难复杂种植病例有丰富的经验，能够精准把握种植治疗的每一个步骤，保证种牙
效果；种植体的质量越好，和牙槽的结合越紧密，使用寿命也就越长。

为提升广大市民口腔健
康意识，帮助更多市民重获口
福做贡献，固乐口腔发起“中
原口福计划”，缺牙患者可以
免费体验5G动态导航种牙技
术，还有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口腔医院、北京大学口
腔医院等的教授、主任医师、
博士口腔专家鼎力加盟，成立
北京三甲医院口腔博士专家
团定期亲诊，让广大缺牙患者
畅享口福！

本 周 末（8 月 22 日 、23
日），北京三甲医院口腔博士
后、副主任医师、种植专家李
博士，三甲医院口腔科主任，
新乡医学院教授、正畸专家常
教授将在固乐口腔开展公益
会诊活动，为牙缺失、牙不齐
患者解决难题。

中原口福计划限时公益
补贴，进口种植体首颗 701 元
（两颗起种），牙齿矫正低至
3800 元。大河报种牙专线：
0371-6579 5608

5G动态导航种牙技术惠民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李红

年龄不大，头发却越来越少？听听中医怎么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赵远

每次梳头发都会掉很多，特
别是到换季的时候，掉的更多。
这样长时间下去不仅给个人形
象带来影响，严重者可能造成焦
虑不安，影响到正常生活。发际
线问题从来都是大家的焦点，那
该怎么拯救或者预防脱发呢？

河南省胸科医院惠民举措：
1.所有专家常年免挂号费；
2.全省范围内免费转运急、
危、重症患者；3.免费救助
0至18周岁先心患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李阿姨今年57岁，近两
月一直咳嗽，三伏天也不能吹
空调，稍微一凉，咳嗽就更严
重了，吃了止咳药，也是治标
不治本，好不彻底。于是寻求
中医调理，她来到张仲景国医
馆河医立交桥中医门诊部，找
到主治中医师、张仲景国医馆
中医师张自立问诊。

张自立医生详细询问了
李阿姨的情况，得知其去年、
前年冬天曾有间断性咳喘，近
期咳嗽两月余，遇冷风、凉气、
气温下降咳嗽加重，睡前、晨
起咳嗽明显，咯白稀痰，口干、
口黏，腹部凉，咳嗽甚至伴小
便失禁，舌淡，苔薄，边有齿
痕，无其他病史。综合辨证为
咳嗽（寒饮伏肺证），应以温肺
化饮，宣肺止咳平喘为主要治
疗方法。开具处方：小青龙汤
合止嗽散加减。医嘱注意防
寒保暖、忌食生冷、油腻、甜
食。

一周后复诊，咳嗽、小便
失禁明显减轻，气短好转。继
续服药14服。患者按时复诊，
两月后遇冷风、凉气、气温下
降咳嗽加重及咳嗽甚至伴小
便失禁情况已基本痊愈。

张自立介绍说，患者咳嗽
两月余，遇冷风加重，睡前、晨
起咳嗽明显，有白稀痰，说明
体内有寒饮；金生水，肺为肾
之母，母病及子，导致肾气不
固，小便失禁；饮为水邪，无处
不到，停留于脾，则有口干、口
黏的症状；故用小青龙汤温肺
化饮治其本，用止嗽散治其
标，加黑顺片温补肾气，加白
果补肾敛肺，全方共凑其温肺
化饮、补肾敛肺之良效。

慢性咳嗽
引小便失禁
中医缓解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