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地市找亮点·新乡】

●● ●● ●●

HENAN DAILY

11
责任编辑 闫良生 编辑 王俊霞

2014年 3月 7日 星期五

健 康健 康
投稿信箱 hnrbjk@163.com 网址 http://health.hnrb.cc/

本期关注

世界肾脏病日——共同关注儿童肾脏健康
肾病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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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掉光，一上午新牙“长”齐
缺牙顾客报名享免费检查，300万种牙基金援助，详询：400-0371-133

“长”出满口牙，成了“美食家”

植得种好牙，10年活动假牙“下岗”

【喜讯】

种牙为了啥？吃饭！中原区75岁的翟阿姨，去年6月在植得口腔种了3颗牙，现在喜欢上吃毛栗子。周口太康县
56岁的姜先生，前年5月份在植得口腔种了7颗牙，现在吃菠萝、啃煮玉米都很轻松。二七区42岁的冯女士，去年11月
种牙后，这个春节吃上牛蹄筋……

牙齿掉光光，吃啥啥不香。一年前，60岁的赵先生就是
这种情况。牙齿全“下岗”，牙龈光秃秃。想吃块肉，硌得牙
龈疼也没嚼碎。后来经朋友推荐，赵先生在植得口腔做了种
植牙，只种了4颗牙根，“长”出齐刷刷的一口好牙！种牙回
来，邻居们都来看稀奇：一上午“长”出满口牙，这是啥技术？

原来，赵先生做的是“磁性固位覆盖义齿”，是植得为
全口缺牙的顾客，量身打造的种植镶复技术。植得口腔
种植科栗伟主任介绍说：“这项技术不需要全口种牙，只
需四颗牙根，不但结实，而且大大节省了费用！”种牙一年
了，现在的赵先生想吃啥吃啥，成了当地的“美食家”。

2 月 23 日，植得“开年献礼，健康到家”种植牙公益
回访中了解到，68 岁的谭阿姨于 2013 年 4 月，在植得口
腔种了 3 颗牙。种牙前，她吃饭小心翼翼，因为戴了 10
年的活动假牙卡环松动，有时候假牙竟然掉到饭碗里！

“种过牙，我现在能放心大胆地吃饭了！”谈到现在的
情况，谭阿姨很高兴：“当时我选的是韩国牙根，种 3颗牙
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现在吃起水果来，和真牙一样！植
得种植牙，让我戴了10多年的活动假牙终于‘下岗’了！”

植得启动“拯救牙齿”爱牙公益行动，全省范围内
征集单颗牙缺失、多颗牙缺失、全口缺牙顾客及烤瓷牙
失败、活动假牙不适者，与权威种植牙专家面对面，享

300 万种植牙援助基金。此外，3 月 11 日是植得种牙
日，当天来看牙，电话预约可免费领养绿色植物。

预约报名电话：400-0371-133。

新闻速递

核心提示 2013年，不幸的 24岁安阳“巨腿女孩”晶晶被武警河南总队医院无偿救助后，引起全国多家媒体的关注，经过医院的精心救治，

多次手术后，晶晶康复出院。晶晶说，她做梦都想穿上洁白的婚纱，举行一个漂亮的婚礼，近日，晶晶实现了梦想，圆梦婚礼殿堂。婚礼前夕，武警

河南总队医院骨科主任于振生一行来到安阳，再次完成了一项特殊的爱心救助活动，当于振声主任和郑州市力康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总经理郝趁

义拿着一只做好的义肢，为晶晶现场安装好后。晶晶情绪再次失控，趴在于振声身上失声痛哭，“于叔叔不但给我做手术，还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挂

念我的病情，他就是我的父亲！”晶晶感谢每一位帮助过她的好心人，婚礼现场宣布，愿做一个捐献骨髓志愿者，力所能及地回报社会。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无偿救助“巨腿女孩”引关注

“巨腿女孩”圆梦婚礼殿堂 愿捐献骨髓回报社会
本报记者 闫良生

用真心服务回报社会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陈燕

服务是医疗行业永恒的主题，走进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优美的医疗
环境和导医无微不至的关怀如春风拂
面，使前来就诊的患者身心倍感愉悦。

这一切得益于该院最新提出的“病
人无过错”服务理念的全面诠释。在记
者问及为何要在服务上大做文章时，该
院党委书记窦启锋表示：打造医院服务
品牌的初衷源于“感恩和回报”。在医
院发展举步维艰的时刻，是社会各界的
关注和指导、是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帮助
医院度过了发展中最艰难的日子，如今
医院发展了，一定要懂得感恩和回报。

宁养服务，让生命的最后时刻归于
平静和安宁。

2000年，该院向李嘉诚基金会主动
申请，创办了河南省唯一一家宁养院。

申请此项服务的目的在于让贫困的晚
期癌症患者能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
有尊严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让生命
的最后时刻归于平静和安宁。数年来，
医院 100 多名医护人员和义工上门服
务，为晚期癌症患者提供免费药物治疗
和临终关怀，为近 2000名晚期贫困癌症
患者送去药品和爱心服务，累计服务行
程达 30万公里。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
宁养院在全国宁养基金 TUV 星级评核
认证中名列前茅、屡获佳绩。

创新服务模式，打造服务品牌。
服务模式和内容的不断创新，使医

院成立了事业发展部，有效开展市场研
究与开拓，初步形成了与附近县乡两级
基层医疗机构广泛协作互动的“医联
体”雏形，在拓展服务辐射范围的同时

方便患者就医。在服务满意度日趋升
高的同时，医院服务再提升，开展感动
式服务，实现来院有人迎、看病有人陪、
出院有人送；开创护理工作垂直管理模
式，成立无陪护病房，免费为患者做基
础护理服务，洗头、洗脚、剪指甲等。

勇担社会责任，用真情回报社会。
自 2011 年 11 月起，新乡医学院第

三附属医院在省内首家推行住院患者
免费就餐活动，使一大批经济困难的
住院患者受益，费用也由最初的年耗
资 200 余万元，随着医院住院患者的逐
年增加而增加。2009 年 8 月，该院与
当地电视台合作，开机录播《健康大讲
堂》节目，每周一期，至今已录播 200 余
期。向群众普及健康知识，满足群众
健康需求。

在“世界肾脏病日”到来之际，河
南誉美肾病医院提醒大家提高对肾脏
疾病的认识及了解肾脏疾病对人类的
危害，特别要关注儿童肾病健康，防治
肾病从儿童抓起。

小儿肾病多见于原发性，主要病变
为肾小球基底膜通透性增高，临床常表
现为大量的蛋白尿、低蛋白血症、高胆
固醇血症、全身明显凹陷性水肿及肾功
能异常等一系列症状。在治疗过程中，
多采用休息、营养、维持水电介质平衡、
预防感染及利尿消肿等综合措施。

肾脏病对儿童会造成哪些伤害

呢？誉美肾病医院的专家为您总结了
以下几点：

1.全身浮肿。开始见于小儿肾病
综合征患儿的眼睑及颜面，逐渐遍及
全身，严重的小儿肾病综合征患者可
有胸腔、腹腔积液及阴囊、阴茎、阴唇
水肿，多为可凹性。

2.血压正常或增高。
3.可有尿少或血尿。
为了孩子的健康，让我们现在就行

动起来，积极了解慢性肾脏病知识，明白
儿童肾病对孩子的危害性及进行哪些检
查能够早期发现肾脏病等等。

河南誉美肾病医院长期以来一直以
创建“服务好、质量好、医德好，群众满意”
的专科医院为终极目标，拥有医疗技术精
湛的专业团队，并始终坚持患者的利益高
于一切，力争做到将品质医疗的精髓融汇
到每一步诊疗服务当中，更好地将高端诊
疗服务奉献给每一位来院的患者。

河南誉美肾病医院祝愿所有的患
者都能摆脱疾病，拥抱健康！

网站：www.hntjsbyy.com
咨询热线：0392-7221333
免费电话：800-9191-555（固定电

话拨打）

雨水至降温随 防流感不容缓

雨水至降温紧相随的天气
变化，使市民在经历过春节后的
过山车式降温后，将再次体会到
这种过山车式的骤然降温，骤然
将温的直接后果是接踵而来的
感冒，如何才能有效的预防与较
少感冒的患病率呢？现在就让
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专家说，骤然降温后出现最
多的就是呼吸系统疾病，在呼吸
系统疾病中最常见的就是感冒，
近几日，受雾霾的影响，呼吸系
统疾病患者出现了回升的迹象。

如何才能在这个极具特点
的冬末初春里有效地预防感
冒、流感呢？

疾控专家认为，流感并不
可怕，未发病要先预防，在日常
生活中要加强体育锻炼、注意
休息、多吃水果、补充维生素 C
等，体质较差或有其他慢性疾
病的人群可以接种流感疫苗。
发病了要早治疗，服用能够有
效防治感冒、流感的药物。

呼吸内科专家说，今年的
感冒病人，以流感和病毒性感
冒，也就是普通感冒比较多见，
所以，中成药在临床的使用中，

出了大力，例如连花清瘟胶囊、
热毒宁等药物。其中连花清瘟
胶囊凭借着广谱抗病毒、抑制
细菌、退热消炎等治疗特色，深
受广大感冒患者的青睐，在一
些药店，连花清瘟胶囊甚至出
现了脱销的现象。

连花清瘟胶囊在近年来的
非典、甲流、禽流感、手足口病、
乙型流感等一系列传染性公共
卫生事件中屡屡发挥重要作用，
以致于每次发生疫情，都被国家
列入推荐用药。在 2005 年，连
花清瘟胶囊就被卫生部列入《人
禽流感诊疗方案》治疗人禽流感
推荐用药，2009 年被卫生部列
入《人感染甲型 H1N1流感诊疗
方案》治疗甲型 H1N1流感推荐
用药，2012 年被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列入《2012 年时行感冒（乙
型流感）中医药防治方案（试
行）》治疗用药，2013 年被国家
卫计委列入《人感染 H7N9禽流
感诊疗方案》治疗推荐用药，尤
为重要的是连花清瘟胶囊在
2011 年被卫生部列入治疗流感
用药指南和推荐用药。

（杨叁平）

不幸年少患病 家境贫寒

晶晶家住安阳新区白璧镇西羊店
村，是一名身高一米五左右的瘦弱女
孩，清秀干练。晶晶患先天性血管脂
肪瘤，出生后右小腿开始逐渐变粗，最
后竟长到和腰一样粗。不幸的事情还
没有结束，8岁那年，晶晶父亲因患尿
毒症去世，2011年春季，母亲又患了食
管癌，家里过着很清苦的日子。

晶晶的母亲和爱梅说，直到晶晶
16岁时，才被专家确诊为右下肢神经
纤维瘤病，“巨腿”周长足有 80厘米。
但好几万元的手术费让家人不得不
放弃治疗，任凭肿瘤不断增大，其间
孙晶晶忍受不了病情折磨，也几次产
生了轻生念头，了却自己不幸人生。

晶晶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
了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响。去年 6 月
20日，武警河南总队医院骨科主任于

振声赶赴安阳，接晶晶到郑州进行治
疗。7月23日，晶晶进行第一次手术
治疗，130分钟的手术十分成功，晶晶
布满瘤体的右小腿被切除。8 月 20
日，康复后的晶晶出院回家。

爱心伸出援手 拯救生命

2013 年 7 月 23 日，对晶晶来说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上
午 8 时，晶晶微笑着被
推入武警河南总队医院
手术室。9 时 40 分，手
术开始。为晶晶主刀的
正是接她来郑州的武警
河南总队医院骨科主
任、主任医师于振声。
130分钟后，于振声走出
手术室，轻轻说：“手术
十分成功！切下的瘤体
重达17公斤。”

于振声主任告诉记者，神经纤
维瘤是一种周围神经良性肿瘤，晶
晶罕见的右下肢肿瘤已经浸润到
右膝关节以下全部的皮肤及皮下
组织、肌肉、肌间隙、骨筋膜、神经
及整个下肢血管，边界不清，正常
组织全部被瘤体包绕浸润，大腿至
右臀部皮肤及皮下组织呈不规则

侵蚀，右小腿骨骼关节严重变形脱
位，血管神经组织因被肿瘤组织浸
润严重，无法正常解剖。由于肿瘤
浸润形成蔓状血管网，术中、术后
发生大出血及创面渗血几率非常
大。针对这例罕见病例，医院领导
高度重视，于振声查阅国内外大量
资料，权衡各种手术方案。

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避免了
各 种 并 发 症 的 发 生 ，切 口 一 期 愈
合，一个月后康复出院。出院后经
过五个多月右下肢残端康复塑型
肌肉康复锻炼。条件许可后，于振
声又多方与假肢设计研究制作单
位联系，为孙晶晶定制一款高质量
假肢，在晶晶的婚礼前夕，为孙晶
晶戴上了假肢，圆了孙晶晶想像一
个正常人站立行走、工作、生活和
穿上婚纱的梦想，出现了本文开头
感人的一幕。

圆梦捐献骨髓 回报社会

婚礼现场，装上义肢的晶晶放
下双拐，在武警河南总队医院骨科
主任于振声和武警河南总队医务处
副主任魏丛光的搀扶下，慢慢站起，
一步、两步……沿着红地毯走去。
红毯上的 24步，代表着晶晶 24岁的
风雨人生，短短半小时的婚礼仪式
上，晶晶情不自禁的 17 次落泪，将
养病期间绣的两米长的十字绣“大
爱无疆”送给了武警河南总队医院，
感动的氛围让现场的每一位嘉宾满
含热泪。

“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我一
定 会 将 这 份 爱 心 传 递 下 去 ，帮 助
需要帮助的人。”晶晶现场宣布，
她 决 定 做 一 个 骨 髓 捐 献 志 愿 者 ，
给像她一样被病痛折磨的人带来
生的希望。

颈椎病治疗获得新突破
本报记者 王俊霞

近日，记者从河南省人
民医院获悉：由该院骨科主
任医师、骨科二病区主任、著
名脊柱外科专家高延征潜心
研发的 GYZ 颈椎压力固定
器，通过国家相关部门质量
检测，被河南省人民医院等
多家省部级医院伦理委员会
确定可以进入临床观察应
用。这种由骨科医生牵头自
主研制的新型颈椎钢板的问
世，经济实惠，将造福于众多
需要手术治疗的颈椎病患
者，在我省医疗卫生行业史
无前例，填补了国内空白。

78 岁的冯先生，是 GYZ
颈椎压力固定器的受益者。
一年前，他颈椎间盘严重突
出，四肢麻木，走路困难，生活
不能自理，经过敷药、针灸、牵
引等多种治疗，效果不好，症
状越来越严重。经人介绍，了
解到高延征不仅医德高尚，技
术精湛，并且发明了新的手术
方法和器械，遂慕名来到了省
人民医院。经高延征主任仔
细诊查，认为非常适宜应用自
己的研究成果，决定应用这一
新方法为其手术。术后症状
立即改善，经过锻炼，三天后
就能下床走路了。如今完全
可以正常生活。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
和办公自动化的发展，颈椎
病的发病率明显增加，手术
治疗是严重颈椎病非常重要
的治疗手段之一。手术医生
在解除神经压迫之后，还要
考虑如何更好地恢复病人的
正常生活，其中，理想的钢板
固定是治疗的重要环节和决
定疗效的关键之一。为简化
过程，提高疗效，高延征在自
己 6000余例颈椎病手术经验

的基础上，对手术方法和器
械进行了系列研究，设计出
了方便切开显露并带有安全
结构的 GYZ 颈椎撑开钉，还
设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颈椎后纵韧带万向切割器，
为颈椎手术提供了非常重要
的操作工具。GYZ颈椎压力
固定器的主要优点是质量
轻、体积小、材料无毒性，操作
简单、手术时间短、出血少、恢
复快，大大减少了患者的痛
苦。相比传统的钢板，它的
成本低廉，经临床应用观察，
疗效满意，是颈椎病固定方
法的重大创新，获得 2003 年
度河南省人民医院科技创新
一等奖，且被推荐为河南省
十大职工创新成果评审。

据他身边的同事介绍，
思维敏捷、勤于研究是他最
大的特长。如何用更高效的
方法和最简单的器械实现成
功的骨科手术？30 年来，高
延征在戳力创新的道路上从
未停歇。他自行设计的系列
环钻用于椎弓根截骨治疗各
种严重脊柱后凸畸形，是脊
柱畸形治疗的重大创新之
举，在全国同行内逐步推广；
由他主持研究，中原工学院、
郑州大学的相关专家参与研
制的骨科髓内针磁性测位仪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并获得
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生产许
可证，攻克了骨科髓内钉锁
定困难的世界性难题。

科 研 成 就 硕 果 累 累 ，
探索创新的步伐从未停止
过 …… 他 设 计 、发 明 的 专
利多达 19 项，缔造了医者
科 研 创 新 、笔 耕 不 辍 的 传
奇 ，俨 然 成 为 了 河 南 医 疗
卫生行业的一面旗帜。

2月27日上午，郑大三附院（省妇幼）睿智楼前广场上暖意
融融。由医院宣传科、工会、团委倡议的为患儿丢丢举行的爱
心捐款活动在这里进行。凝聚着该院干部职工爱心的捐款，将
给丢丢带来一份希望，送去一份温暖。 （华小亚）

科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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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上午 11 时 5 分，一
架来自昆明的飞机稳稳地降落
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84 岁的
段荣花老太太在早已等候在机
场的医护人员和机场贵宾部工
作人员的搀扶下，缓缓走下飞
机，第二次来到郑州治病。

段荣花老人来自昆明，去年
9月，因脖子处一个大瘤子挤占
气管，导致老人呼吸不畅，只能
坐着睡觉，后来去医院一查，老
人是甲状腺癌。但由于老人年
纪大、手术风险高，老人辗转昆
明等多处医院求治，结果没有医
院敢收留，最后，经专家推荐，老
人的家属联系上了郑大一附院。

“当时我正在广州开一个
学术会，听家属讲，老人病情危
急 ，便 直 接 坐 飞 机 飞 到 了 昆
明。”郑大一附院介入治疗科主
任韩新巍说。到昆明后，他首
先在老人的气管内放了一个支
架，让老人的呼吸困难状况有
了缓解，然后，将老人接到郑
州，为其进行了肿瘤切除手术。

韩新巍介绍，段老太太一出
生，身上就有一个良性的甲状腺
瘤，已经伴随她 84年，截至切除
前，这个肿瘤合并了严重的钙
化，并且已经恶变增大至直径10
厘米，导致压迫气道，引发重度
呼气困难，病人只能坐着，无法
休息。出现这个状况后，老太太
的家人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辗转
国内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多家

医院，均被告知无法治疗，原因
是肿瘤太大，国内罕见。

为了保证老人路上的生命
安全，郑大一附院向郑州新郑机
场提出申请，机场了解情况后，高
度重视，迅速做出回应，机场贵宾
部指派专人负责老人的接机问题
等优质服务。并为其提供专门的
休息室和贵宾车，医护人员和贵
宾部工作人员接机后，直接把老
人送到等候的急救车上，郑大一
附院和拥有“全国青年文明号”、

“全国工人先锋号”两个国字招牌
的郑州新郑机场贵宾服务部，双
方联手，为老人开辟绿色生命通
道，完成了无缝隙的生命接力。
据了解，机场贵宾部近年来提供
的“全程跟踪式”、“一键式”服务
和 VIP休息室，为旅客及贵宾休
息室的冠名单位、会员单位、贵宾
等提供了真诚温馨的优质服务，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作为“河南窗
口”展示了河南形象。

据了解，郑大一附院放置
气道支架技术在全国乃至全世
界领先。胸外科手术后，特别
是肺癌手术后，最常见、最难治
的并发症就是支气管残端瘘。
其发生率平均为 6%，死亡率达
38%－53.6％。韩新巍主任设
计出了一种专门用以封堵这种
瘘的支架，这种治疗方法，无创
伤，病人痛苦小，疗效确切。被
同行称为“韩新巍支架”，除了
国内使用还出口欧盟。

郑大一附院郑州机场联手打造绿色生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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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８日，免费体验牙齿美白

春暖花开，美丽绽放。您
还在为黑黄牙、四环素牙而苦
恼吗？您还在为色素牙、氟斑
牙而羞于启齿吗？为了让广大
爱美顾客，在阳春三月拥有一
口洁白靓丽的好牙齿，明天上
午，植得口腔河南总院洁牙美
齿中心，即将举办“花开三月，
美牙有约”免费体验活动。

据悉，本次活动除了聆听
口腔专家美齿大课堂公益讲

座，还有现场抽奖环节。获奖
者将有机会免费体验牙齿变
白，还能在本月底之前来植得
口腔做美齿、正畸享受空前优
惠。

３月８日女人节，来花园
路纬五路交会处的郑州植得口
腔参与牙齿美白体验，亲自见
证丑牙、问题牙瞬间大变身！
亲身参与，真实体验，见证植得
口腔美白奇迹！ （张斌）

公益讲座+亲身体验+现场抽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