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老龄健康促进工程·中原口福行动”启动，半口/全口缺牙市民可享2500-50000元种牙补助，用“能承受”的价格，种健康好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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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喜海
院 长 骨病

郑州的孙女士今年50岁，
2012 年 开 始 出 现 腰 腿 疼 。
2016年，由于神经压迫严重，
导致大小便失禁，她不得已做
了开放式手术，术后一直恢复
得不错。然而，2017年 7月，
她又出现了腰痛，尤其是腰骶

部酸困不已，不能久坐，后来
最多只能坐上十多分钟，由于
翻身困难，导致严重失眠。

孙女士做了腰椎核磁检
查，发现是新发腰椎间盘突
出。医生建议再次手术，但她
已对手术恐惧，婉拒。

2020 年 4 月，经多方打
听，得知中医骨科名家张喜海
院长擅长治疗各种疑难骨病，
孙女士就来到郑州市二七区
长江西路与郑密路交叉口西
北角的长江路136号就诊。

张喜海院长详细问诊并
查体后，决定运用传统中医药
内服外用的方法予以治疗。

经过张喜海中医骨病团队
2个月的治疗，孙女士感觉身体
舒服多了，徒步上下5层楼比较
轻松，继续巩固治疗1个月后出
院。近日，电话随访，孙女士腰
痛症状未复发。

张喜海院长说，微创手术通
过小切口内镜技术摘除椎间盘，
手术创伤小，恢复快，症状改善明
显，但很难彻底摘除椎间盘髓核，
几年有的十几年后，一部分人会
再次出现椎间盘突出。开放手术
虽然能彻底切除，但创伤大，而且
由于通过手术固定了病变节段腰
椎，使其活动度减少，增加了相邻
椎间盘所受压力，进而加重了相

邻间盘退变、突出。
“中医认为腰椎间盘突出的

发病原因为外感六淫之邪，跌扑
损伤，而导致气血瘀滞，经脉闭塞
不通或因肝肾亏虚而导致筋脉
失养而引发。”张喜海院长说，中
医药内服外用，能起到益气补血、
祛风散寒、舒筋活络等作用，解决
局部组织粘连、神经根的微循环
障碍等问题，达到“通则不痛”的
效果。相比手术而言，中医药治
疗花费也少。

今年 64 岁的
张喜海院长出身中
医世家，是张氏中
医治骨第六代传承

人，其特有传统中医药内服外
用治骨病，不打针、不手术、不
牵引，有160余年历史。

近40年来，张喜海院长
致力于帮助患者摆脱骨质增
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关
节炎、风湿病等一系列疑难骨
病问题，屡获好评。

如果您有骨健康问题，可
拨 打 大 河 报 健 康 热 线
0371-65795671咨询。

今年国庆节前，14岁的小
萌（化名）从河南回到了山西。
临走前，小萌一家人拉着我国
著名心外科专家、河南省胸科
医院副院长王平凡的手，再三
地表示感谢。

小萌是山西晋城人。今年
9月初，正在上课的她突然感到
右侧下胸部疼痛，稍作休息后
仍无缓解，在校医院检查认为
是“阑尾炎”，可随后的彩超检
查提示小萌右侧胸腔有积液。

进一步行胸片发现，右下肺感
染并伴有实变，校医建议到当
地医院进一步明确诊断。

当天，父母急忙将小萌转
入当地某三甲医院，胸部CT提
示：右侧纵隔旁占位，考虑畸胎
瘤；右侧胸腔积液，右肺中叶、
下叶肺不张，必须手术治疗！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小萌父
母焦急万分，由于担心手术风
险大，爱女心切的父母辗转到
多家医院求医，结果均被告知
肿瘤与大血管分界不清，不仅
手术风险极大，而且预后不良，
建议先行穿刺取病理后再确定
治疗方式。

几经打击的父母经多方打
听，最后慕名找到王平凡。

根据先前的检查结果，王
平凡指出孩子虽然前中纵隔旁
有畸胎瘤，但血管和气管无明
显受侵袭，需尽早手术治疗切
除病变，使不张的肺组织尽早
复张。随后，王平凡与省胸科
医院心血管外科八病区（大血
管外科）主任张力完善术前准
备，入院3天后进行手术。

术中可见小萌前中纵隔肿
瘤约15×10×8CM，质地不
均，与膈神经紧密粘连。肿瘤组
织局部穿透包膜，进入右侧胸
腔，在局部形成脓腔。膈肌表

面，壁层胸膜及右中下叶肺叶
表面大量脓苔形成，脓腔内有
暗红色胸腔积液，致使右肺不
张。

经过巧妙的设计、精细的
操作，王平凡与张力团队在完
整切除畸胎瘤的同时，完美地
保留了膈神经，并清除脓苔，剥
离右中下肺叶表面增厚的纤维
膜。术后小萌恢复顺利，病理
结果提示：这是一个成熟性畸
胎瘤。

畸胎瘤是一种生殖细胞肿
瘤，由多能胚胎干细胞分化而
来，最常见发生部位在卵巢、睾
丸，其他常见部位为骶尾区、头

颈部、腹膜后、纵隔和中枢神经
系统。

王平凡提醒，胸内畸胎瘤
临床表现不典型，易被误诊为
肺内肿块、肺脓肿和胸腔积液
等，畸胎瘤可侵犯邻近器官，部
分可合并严重肺部感染、胸腔
积液等并发症，部分还可发生
恶变。一旦发现，应尽早到专
科医院治疗。

拯救半口、全口缺牙老人
3套缺牙修复方案任你选

固乐口腔针对半口、全口
缺牙人群推出的三套解决方

案，分别是：无创修复半口牙、
半固定修复半口牙、种植修复
半口牙。其中半固定修复，只
需种两颗，即可恢复半口牙，
价格更加经济实惠。那么2颗

种植体（牙根）如何修复半口
牙呢？ 其实，这是种植球帽
附着体半固定修复的方式，一
般需要在牙槽骨上种2颗牙根
当做“桥桩”，再在“桥桩”上修
复牙冠，牙根和冠体之间靠强
大的摩擦力紧紧卡在一起。
经过一定时间的骨结合，戴上
牙冠后跟真牙一样，想吃啥就
吃啥。

固乐口腔三大“秘密武器”
花更少的钱，种更好的牙

为了让半口/全口缺牙老
人用“能承受”的价格，种健康
好牙，固乐口腔准备了三大

“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一：北京博士专

家团公益亲诊；专家护航，嘴
巴不当“试验田”。我们每个
人的嘴巴都不是试验田，选择
高水平的种植医生是种牙成
功的关键因素。为提高种牙
成功率，固乐口腔整合优质专
家资源，成立北京三甲医院口
腔种植博士专家团定期进行

公益亲诊，用丰富的经验和精
湛的技术为患者保驾护航。

秘密武器二：5G动态导
航种牙，告别“盲种”风险。传
统种植牙存在高失败率，是因
为无法做到精准种植，医生缺
乏设备的精准辅助，只能凭感
觉去“盲种”，5G动态导航种
牙则解决了这一弊端。术前，
精确规划最佳种植位点、角
度、深度，设计最佳种牙方案；
术中，按照规划路线，实时导
航引导种植，保证植体精准植
入牙槽骨。

秘密武器三：精选优质进
口种植体，享2500-50000元
种牙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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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体的质量
好，使用寿命也才更长久。“中
原口福行动”除了免除北京博
士专家团亲诊费、5G动态导
航种牙技术费之外，还精选优
质进口种植体进行补助，缺牙
市民可享2500-50000元补
助。

日前，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院区普外科牛志鹏主任团队，
成功为一名壶腹部肿瘤晚期患者
实施“全腹腔镜下胆肠吻合术”。

今年79岁的吴大爷，1个月
前在当地被确诊为十二指肠乳
头腺癌，因无法行根治手术，对
症治疗后出院。一周前，因黄疸
入住郑州市一院南院区，进一步
检查后诊断病情为壶腹部肿瘤，
若不及时手术，患者会出现胆道
感染、发热、肝脏损伤等症状。

常规手术需要开腹进行，考
虑到患者体质差、体重轻等因
素，专家认为最适宜的术式是全
腹腔镜胆肠吻合术。“与传统术
式相比，腹腔镜手术具有恢复
快、时间短、切口美观、腹腔粘连
少等特点。”

征得家属同意后，牛志鹏主
任手术团队历经5个小时，为患
者顺利完成手术。目前患者恢
复良好，进食及排便顺利，黄疸
已消退。

揭秘：如何种2颗植体恢复半口牙？

5G动态导航种牙体验者，为固乐口腔点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长期缺牙会引发系列问题：吃东西咬不碎，营养吸
收不了，引起消化不良、肠胃问题，诱发老年痴呆、心脑
血管及其他各类疾病，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甚至影响寿
命。为帮助老龄人群健康，自10月1日起固乐口腔联
合中国老龄健康促进工程启动“中原口福行动”，为半
口、全口缺牙提供3套修复方案，准备三大“秘密武器”，
半口/全口缺牙市民可享2500-50000元种牙补助。
大河种牙专线：0371-6579 5608

院长
王平凡：河南省胸科医院副院长
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

解心

女孩突然胸痛 原来是畸胎瘤在作怪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武刚

八旬老人成功接受
全腹腔镜胆肠吻合术

腰椎间盘突出术后复发 传统中医药来帮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
面小康。为进一步推进“三减
三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
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体重）等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大河
报特推出系列公益科普“专家
说健康”，指导公众强身健体，
健康好生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陈建平 韩鑫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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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