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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牙援助新规：498元即可种牙
泰康拜博口腔种植牙新年特价来袭 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02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燕红

“此次我们泰康拜博口腔的种植牙特惠几乎涵盖了市
面上大部分种植体，援助后的特惠种植牙仅需498元一颗，
目前已经有上百名郑州市民种上了这款特价产品了，反响
很热烈。”泰康拜博口腔张立钊院长介绍道，“种植牙对改善
口腔健康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这点已经得到了群众的广
泛验证了。”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02

85岁陈奶奶的长寿秘诀，
心态好、爱吃肉

陈奶奶出生于 1935
年，使用种植牙已有五年多
了，说起自己的长寿秘诀，她
笑道：“没啥好方法，就是爱
吃肉，胃口好。”陈奶奶回忆，
以前生活条件苦，吃饱饭都
很困难，后来条件好了，自己
就想大口吃肉。如果能够吃

到自己喜欢吃的食物，心情就
能好起来。但随着年龄日益
增大，陈奶奶的牙齿慢慢脱
落，平时只能吃些软性食物，
喝点粥，用假牙想吃一口肉却
咬不动，陈奶奶心情很低落。
看着陈奶奶脸上的笑容慢慢
减少，身体日渐消瘦，孩子们
一合计，就带陈奶奶到泰康拜
博口腔做了种植牙。

张院长说：“高龄缺牙者

对种植技术的要求很高，我
们制订安全有保障的种植方
案，可以快速完成手术，同时
创口偏差不超过一根头发丝
的直径，无论男女老少都能
轻松种牙。”通过这种种植方
案，85 岁高龄的陈奶奶立刻
拥有了一口新牙。饮食恢复
正常后，她又能吃上自己喜
欢吃的肉了，牙口好的她还
长胖了十几斤。

498元也能做种植牙，
价低照样品质高

随着种植牙制造工艺的
进步，以及国货的崛起，种植
牙的费用门槛一再降低，泰
康拜博口腔近期推出的498

元首颗种植牙，更是引爆全
城种牙热，许多此前一直在观
望的缺牙老人纷纷预约，种牙
门诊量增加了2倍以上。“消
费者不必担心种植牙的价格
会影响品质，这些种植牙都具
有很强的固位力和稳定性，质
量安全可靠，同时还有泰康拜
博口腔独有的种植牙延保险，
医险结合给种植牙增加双重
保障。”张院长介绍道，种牙的
朋友们可在门店现场轻松办
理种植牙延保险。

为了回馈读者，大河报
联合泰康拜博口腔特推出种
植牙援助活动：首颗种植牙
498元。

大河报健康种牙热线
0371-65795602

颈部、上肢疼痛、麻木、走路像踩棉花——

忍受巨大痛苦数千里来郑，这是什么情况？
生活中，有些人因为走路出现踩棉花感、下肢乏

力、容易摔倒，去医院就诊，最后查出症结在颈椎。
明明是下肢的问题，怎么会是颈椎病呢？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走路就像踩棉花，
原来是颈椎病“惹的祸”

53岁的杜先生是四川人，
在广州工作。2个月前，落枕
后出现颈部疼痛，当时也不影
响生活，就没在意，也没治疗。
1个月前，突然出现疼痛沿左
侧肩胛部、上臂、前臂放射，患
肢前臂、无名指、小拇指麻木，
不能平躺，下肢走路不稳，像踩
在棉花上一样。

杜先生到当地医院就诊
后，以颈椎病为诊断住院治疗，
给与脉冲射频消融术、小针刀、
针灸等方法治疗，但效果不佳。

杜先生先后去了好多知名
的大医院，医生都建议手术治

疗，可是他担心会致瘫痪，宁愿
继续疼着也不愿开刀。到了最
后，他疼得不能平躺，严重影响
生活质量，甚至还让医生给上
了止痛泵。

由于杜先生的病情趋于加
重状态，本人又拒绝开放手术，
热心肠的管床医生就推荐他去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
中心，“那里有国内相关领域著
名的专家团队，主要是用微创的
方法治疗，风险很小，北京、上
海、广州、新疆、内蒙古、河北、江
苏及东北等全国各地的患者都
慕名而去，我报名等了半年才有
机会去那里进修学习”。

杜先生就在家人陪伴下来
到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

盘中心，周红刚主任组织科室
会诊，确诊杜先生是混合型颈
椎病（颈型、神经根型、脊髓
型），并制订了全可视脊柱内镜
下微创治疗方案。不到一个小
时，治疗就结束了，杜先生之前
的上肢疼痛、酸困、麻木和下肢
的麻木等症状都消失了。

颈椎病是常见病、多发病，
困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一部
分病人通过保守治疗可缓解症
状，还有一部分患者需要传统
的融合固定手术治疗。采用传
统的开放手术需要在全麻下进
行，存在较大的麻醉及围手术
期并发症风险，很多患者都不
能接受就继续保守治疗，但保
守治疗却不能缓解。

目前，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椎间盘中心一直紧盯国际
脊柱微创外科的前沿技术，不
断创新、熟练掌握多种脊柱微
创技术，在颈椎治疗方面开展
的导航下脊柱内镜前路、Delta
（宽通道）后路治疗方法，为广
大颈椎患者解除了痛苦，一般
治疗后当天即可下床，患者很
快即可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
经相关部门查新证实脊柱内镜
技术Delta（宽通道）系统后路
治疗颈椎病填补了国内外空
白。目前已完成颈椎内镜微创
手术院内、院外达1300余例，
居于全国前列。

近年来，脊柱内镜微创技
术迅猛发展，全国大大小小的
医院都在开展脊柱内镜微创技
术，但大多数都只能解决单纯
的腰椎间盘突出这类病例。河
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
心始终紧跟学术前沿，将最新

技术应用于临床实践，最大程
度解决复杂疑难病例，形成以

“疑难手术”和“微创手术”为主
的诊疗特色。脊柱内镜微创技
术已由原来的内镜下椎间盘突
出髓核摘除术发展到对老年退
变型腰椎管狭窄、颈椎病、胸椎
管狭窄、颈胸腰椎术后翻修等
复杂疾病的内镜下微创治疗。

脊柱疑难病公益联合会诊
中心（由该中心和国内多家医
院脊柱专家每周四下午2:30，
在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郑东
院区H座13A楼椎间盘中心B
病区），专门针对颈椎、腰椎、胸
椎等脊柱复杂疑难病例、术后
效果不好、术后复发等相关病
例进行公益联合会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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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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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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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需开胸即可换瓣膜
8个月44名患者获益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李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下
午，河南省胸科医院胸痛中
心介入手术室里，我国著名
心内科专家、中国房颤联盟
副主席、河南省胸科医院院
长袁义强带领心血管内科三
病区主任王枫岭等专家手术
团队为一位高龄女性完成了
一例TAVR（经导管主动脉
瓣置换）手术。这标志着河
南省胸科医院2020年第44
例TAVR手术圆满完成。

主动脉瓣是左心的一个
重要瓣膜，介于左心室和主
动脉之间，像一扇自动门一
样可以打开和闭合，打开时，
心脏内的血通过它才能进入
我们的身体，但如果主动脉瓣
在心脏收缩时不能完全打开，

部分血流会淤积在左心室里，
左心室就得负重工作而致劳
损，出现心功能衰竭。同时，身
体的其他血管也会出现缺血状
态，这样的人群就会出现胸闷
和气喘。而“关闭不全”会让已
流出的血部分倒流回左心室，
使本来因狭窄导致缺血的身体
雪上加霜，处于更为严重的缺
血状态，甚至危及生命。

以前，治疗主动脉瓣狭
窄最有效的办法是进行外科
手术，心外科医生在其胸部
开一个20厘米的创口，要在
体外循环心脏停跳下切去病
变的主动脉瓣，植入人工瓣
膜。近年来，TAVR技术大
大改进了传统的主动脉瓣置
换方式和路径，不需要建立

体外循环心脏停跳，没有长
长的切口，一般是通过病人
血管（从股动脉途径）穿刺进
行置换。

这个手术的意义在于，
随着寿命延长，高龄病人会
越来越多，适应证人群也会
相应增加。对于高龄、高危
的晚期瓣膜病患者，无法承
受体外循环下的外科手术、
内科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
以及主动脉瓣严重缩窄，能
极大提高患者心功能，从而
改善生存质量。

目前，TAVR技术在国际
国内仍属于心脏科前沿技术，
在河南，只有少数几家省级医
院可以独立开展。放眼全国，不
到一年时间里成功实施44台

TAVR手术，也是不多见的。
为什么河南省胸科医院

能做到呢？袁义强认为，
TAVR属于高难度手术（四
级手术），首先是一项需要团
队紧密协同作战才能开展的
手术。二是要求这个团队每
个学科的技术同时处于高水
平。在新的一年，袁义强说，
他们会继续培养团队、提高技
术水平，增加手术例数，创新
手术方式，为患者提供更安
全、更高效的技术服务。

河南省胸科医院携手
禹州市中心医院

医疗资源下沉
家门口可享
省级服务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杨蕊

近日，河南省胸科医院协作
医院揭牌仪式在禹州市中心医
院举行，河南省胸科医院党委副
书记、院长袁义强与禹州市中心
医院院长李向阳共同签约，并与
禹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智勇
共同为协作医院揭牌。

袁义强详细介绍了河南省
胸科医院创建及发展历程、医疗
业务发展现状、重点专科建设、
开展的研究及取得的成绩。他
希望通过协作医院的建立，加强
两院诊疗技术、医疗服务、学术
交流、人员培训等多方协作，充
分发挥医院优势，协同发展，为
惠及禹州百姓健康努力。

仪式结束后，省胸科医院专
家组在禹州市中心医院开展专
家查房活动，让当地百姓足不出
户就能享受省级医疗服务。

据悉，此次建立协作关系，
是响应国家提出的推动医疗卫
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
下沉，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的医
疗服务的具体举措。未来两家
医院将开展全面、深入的合作。

脊柱健康加油站
更多脊柱问题可咨询专家
热线0371-68690000

聚焦脊柱内镜微创治疗，
让更多脊柱病患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