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4 日上午，由新乡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与河
南省慈善总会联合开展的

“博济爱心基金”慈善医疗
救助第十二期救助金发放
暨第十三期启动仪式在历
经百年的医院院史馆前隆
重举行。河南省慈善总会
常务副秘书长武伟、紧急
项目救助办主任赵二晓及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负责人为 324 位贫困患者
发放了239万元救助金。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作为河南省卫生厅批
准的农村居民重大疾病救
治定点医疗机构，对 14 种
重大疾病“儿童先天性心
脏病（14 岁以下）介入治

疗、食管癌手术治疗（中下
段）、乳腺癌手术治疗、宫
颈癌手术治疗、肺癌手术
治疗、食管癌手术治疗（上
段）、胃癌手术治疗、结肠
癌手术治疗、直肠癌手术
治疗（高位）、直肠癌手术
治疗（低位）、急性心肌梗
死冠状动脉介入治疗（1个
冠脉支架）、急性心肌梗死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2个及
以上冠脉支架）、急性心肌
梗死冠状动脉搭桥术、耐
多药肺结核内科治疗”进
行免费治疗。符合以下条
件的患者，可联系新乡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大病救
助办公室。

（张薇）

4 颗牙根，如何恢复半口牙？效果怎么样？原主任介
绍：“这是半固定的套筒冠附着体种植方案，只需在上颌牙
槽骨上种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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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跟真牙
一样使用，还不用担心脱落。”

“种植牙并不是真的种上自然牙齿，而是将纯钛金

属制成的牙根，植入缺牙区的牙槽骨内，这种牙根与人
体兼容性高，没有副作用，等到牙根与牙槽骨产生骨结
合，再在牙根上安装牙冠。”原主任说，种植牙已被口腔
医学界公认为缺牙的首选修复方式，植得种植牙由于牙
根深植牙骨内，坚固耐用，功能和美观上几乎和真牙一
样。

中原区 65 岁的刘阿姨，不到 50 岁满口牙仅剩下面
“半壁江山”，活动牙戴了十多年，牙龈萎缩，假牙经常掉
下来，嘴里还有一股怪味儿。孝顺的儿子多方打听，了解
到植得口腔是省内唯一一家种植牙专业医疗机构，就带
着母亲来看看。

从挂号、拍口腔 CT、诊断、方案设计，短短的半个小

时，植得口腔VIP中心主任原辉婷，就给她订制了详细的
种植方案。“按照常规的种植方案，恢复半口牙要种 8—10
颗牙根，结合您的牙槽骨条件，考虑到您的经济状况，这
个方案只种 4 颗韩国进口牙根，能恢复半口牙，性价比
高，还省钱，您看行吗？”听完原主任的介绍，刘阿姨连连
点头。

种４颗牙根，“长”半口好牙
植得种植牙，功能和外观媲美真牙 报名热线：400—0371—133

4颗牙根，“长”出半口好牙

种上好牙，想吃啥就吃啥

【温馨提示】

“我种牙后基本上各种水果都吃得动！”昨天上午，45岁的李女士来植得口腔复诊。她去年7月在植得种了两颗大
牙。“种植牙疼不疼？用着咋样？”在候诊区，2名等待种牙的顾客走上前来问她。“没感到疼，我当时种两颗牙还不到一小
时，吃东西和真牙一样。”

德国 CT5 折优惠、种牙还可享 300 万元种植牙援助基
金！目前，植得“拯救牙齿”爱牙公益活动，特邀以韩国种

植专家卢泰炅博士为首的外籍种植牙专家团，为种牙顾客
提供远程会诊。预约电话：400-037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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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海南三亚，吃美食大餐。4 月
6日，植得口腔河南总院举办的“植得
种植牙 吃遍中国行”大型美食旅游
活动首站——三亚美食行，在郑州新
郑国际机场隆重启动。20 多名植得
种植牙受益顾客，将乘坐豪华客机，
在植得牙齿专属管家的陪同下飞往
海南三亚，开始为期一周的美食之
旅。

清明小长假
三亚美食行启动

活动当天正赶上清明小长假，
机场大厅客流涌动、熙熙攘攘。看
到植得口腔河南总院举办活动，很
多旅客纷纷前来围观。在活动启动
仪式上，植得口腔河南总院刘明舟
院长和植得会员代表为活动揭牌。
刘明舟院长说：“为了回馈顾客朋友
们长期以来对植得口腔的信赖与支
持，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筹备，我们举
办了这次大型旅游美食活动，带领
大家品天下名吃，赏八方美景，体验
中国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饱览五

湖四海的自然美景。让大家跟随植
得口腔，来一次‘牙齿上的中国’丰
盛饕餮之旅，让顾客朋友们真正体
会到：植得种植牙给大家带来的，不
仅仅是牙齿健康和口福满满，更是
生活品质的提升！”

在启动现场，刘明舟院长向每位

会员赠送了精美礼品。

中国行代表
种植牙使他们更健康

“植得种植牙 吃遍中国行”的
代表崔梅英阿姨作了发言，崔阿姨的
老伴儿在 40 多岁时牙齿几乎全部掉

光，后来在植得种了 8 颗牙，而她本
人种了 5 颗牙。她深有感触地说：

“老伴儿种牙之后，吃东西特别香，而
且因为心情舒畅，血压也降低了。现
在不但整个人变得精神了，而且身体
也比以前强壮了。感谢植得口腔组
织这次活动，让大家种牙之后畅游海
南三亚、品尝特色美食，这说明植得
真正把服务落到实处，切实做到了把
顾客当亲人。凭借贴心的服务、高超
的医术，植得口腔一定能在河南乃至
全国的老百姓中间口碑相传！”

启动仪式结束后，植得工作人员
向围观人群发放了纪念品，记者趁机
采访了两位顾客朋友。“我是第一次
去海南三亚，既兴奋也很激动。真的
没想到，种牙还能去旅游！”58岁的王
女士高兴地说，今天老公和儿子也来
为她送行，让她对未来的美食之旅充
满期待。63岁的李阿姨，是去年8月
在植得口腔种了半口牙，以前吃饭很
不方便，现在基本上想吃啥吃啥。“植
得口腔圆了我两个梦想：一个是海南
梦，一个是健康梦。”李阿姨说，孝顺

的女儿早就想带她去海南旅游，一直
没能如愿，现在能戴着一口健康的牙
齿，去海南品尝美食，回来一定要给
家人带些当地的土特产。

这次活动还吸引很多围观的旅
客，前来咨询种植牙。赵先生将要乘
飞机去厦门度假，看到植得口腔在机
场举办“三亚美食行”启动仪式，就想
针对自己的牙齿情况现场咨询一下，
植得口腔专业医师靳风涛向他介绍
了种植牙的相关知识，并对他的牙齿
做了初步检查。赵先生最后决定度
假结束后，到植得口腔来看看。

据了解，“植得种植牙 吃遍中
国行”活动，在全国尚属首次。刘院
长说：“植得种植牙以坚固耐用、美观
舒适的高品质，赢得了广大顾客的一
致认可。这次活动的举办，是植得口
腔回馈顾客、感恩顾客的一个崭新开
始，随着植得口腔河南总院医疗服务
不断升级、医疗品质不断提升，植得
口腔还将举办一系列大型公益活动，
让植得种植牙造福社会，造福中原百
姓，造福更多缺牙者！”

“三亚美食行” 郑州正式起航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张斌

科技前沿

43岁的冯女士，因频发
室性早搏入住新乡医学院
第三附属医院心血管内二
科。

动态心电图检查显示，
冯女士频发室性早搏，且有
短阵室速，体表心电图提示
为左室流出道室速。长期
服用胺碘酮及美托洛尔，治
疗效果已不明显，随着病情
的日益加重已严重影响日
常生活。经该院心血管内
科专家赵国安教授组织医
疗团队进行会诊，讨论决定
对其进行手术治疗。

经过精心筹备，在赵国
安教授的指导下，为冯女士
进行三维电生理标测系统
下室速消融治疗，手术顺利
完成且取得圆满成功。术
后冯女士频发室性早搏症
状未再发作，经后续治疗，
目前已康复出院。

据悉，新乡医学院第三
附属医院采用三维标测系
统治愈特发性室速患者尚
属新乡首例。

特发性室速（idiopath⁃
icventricular tachycardia

IVT）指发生于无器质性心
脏病患者的室速，因此又称
为正常心脏室速，约占室速
的10%，多发生于正常的无
器质性心脏病的人群，且常
见于青壮年人群。发作频繁
时常合并血流动力学变化，
有发生晕厥、室颤的风险。
经典的抗心律失常药物如美
西律、胺碘酮、倍他洛克等对
其中约50%的人群有效，另
外约有50%的人群对药物的
反应较差，或因为不能耐受
药物的副作用而放弃药物治
疗。

三 维 标 测 系 统 carto3
具有精确的实时定位功能，
同步获取局部解剖位置和
心电信号（包括三维电激动
图、电压图和电传导图），还
能减少X线曝光，能提高患
者的舒适度和手术成功率。

特发性室速常见于无
器质性心脏病人，且常见于
青壮年人群，手术成功率及
耐受性较好，特别是在三维
标测系统下行射频消融术，
手 术 的 成 功 率 在 90% 以
上。 （陈燕）

春季温差大，而肾病患
者抵抗力差，稍不注意就会
出现呼吸道炎症、感冒等症
状，会加重患者的病情或复
发。河南誉美肾病医院专
家提醒：把握春季肾病康复
契机，选对医院很关键。初
春小心调养肾脏，加强防
范，对保护肾脏和治疗肾病
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春天也
是急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
综合征、肾功能不全等各种
类型的肾病患者进行养肾
与调理的较好时机。

河南誉美肾病医院拥
有以肾病治疗权威专家为
主的肾病专家团队，专科建
设齐全，誉美肾病研究专家
组承担的国家重大成果课
题《自然免疫平衡三联疗法
治疗肾病临床研究》，解决
了肾病多发、难治、易反复
的医学难题，大量临床实践
表明，该疗法在治疗肾病方
面疗效显著，受到95%的患
者好评，使肾病在中医治疗
领域获得了巨大突破，并轰
动海内外医学界，经科技部

数十名国内外专家评审居
国际领先水平，被科技部列
入《国家级科技成果重点推
广 计 划 》项 目（ 编 号
99090402A），成为肾脏病治
疗发展史上一块具有非凡
意义的里程碑。

誉美医院近30年的建
院历史沉淀了精湛的医疗水
平、独特的治疗方案和优质
的服务理念。誉美医院始终
秉承“一切为了病人、为了病
人一切、为了一切病人”的宗
旨，以“实现自我价值、造福
大众健康”为己任，为数十万
饱受肾病折磨的患者解除了
痛苦，受到海内外广大肾病
患者的崇高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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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足内翻 苦不堪言 两次矫形 圆穿鞋梦

介入治疗主动脉夹层 拆除体内“不定时炸弹”

践行群众路线
博济爱心基金救助贫困患者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候诊也能学到健康知识

解放军第153中心医院

组织专家到沈丘义诊

4月3日，本报以“足背走路十余载，
今朝康复换新颜”为题，报道了 15 岁花
季少女小郑，患有先天性脊髓拴系综合
征合并腰椎脊膜澎出，自三岁手术治疗
后逐渐出现双足内翻、马蹄样畸形，经过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骨科专家李建立主
任的精心手术，其右侧畸形足踝成功完
成手术矫形。4月8日，该院的李建立主
任，又为她进行了左侧足踝畸形的手术
矫形。据了解，手术进行的很成功。预
计，经过三个月的恢复，小郑可以圆她15
年没有穿过鞋的梦想。

4 月 8 日，在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
记者见到了小郑的父母，据其介绍，为
了给小郑治病，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
贫困，也因为此病，小郑不能上学只有
在家呆着，大部分时间由爷爷奶奶照
顾。

因为走路不方便，从小到大小郑的
玩伴就少得可怜，因为很少与人沟通，小
郑的性格有些内向，直至现在还怕见人，
更不敢和别人说话，一个人几乎不愿出
自己家大门。经当地医生诊断，小郑患
上了严重的自闭症。

小郑父母带着小郑来到郑州中医
骨伤病医院，找到了李建立主任，医院
为小郑救治，先后成功做了两只脚的矫
形手术。记者在医院办公室主任柴如
义带领下，来到了小郑的重症监护病
房，记者看到小郑刚做完手术，非常虚
弱，精神也有点恍惚。柴主任告诉记
者，小郑的右脚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刚做完手术的左脚，手术也非常成功，
需要一段时间调养和康复。

李建立主任告诉记者，由于小郑的
脚内翻非常严重，手术采用了骨外穿针

外固定、神经搭接、肌腱搭接、植皮及伊
里扎洛夫技术等综合技术，进行一次性
矫正，这个手术最怕感染。预计，通过正
常的康复训练和调养，小郑以后日常生
活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考虑到小郑的家
庭条件，医院采用价格低且副作用小的
药，尽量少用抗生素，实施好的手术方
案。

该院院长郭永昌表示，医院考虑到
小郑家的具体经济状况，医院会对其减
免部分费用，尽量发动医护人员在生活
上多照顾小郑，帮她渡过这个难关。郑
州中医骨伤病医院作为非营利性的二甲
民营医院，比同级别的医院整体费用降
了40%，希望在院方、医护和社会的共同
努力下，小郑能早日康复，迈向正常生
活，走向社会。

（李淑丽）

新闻速递

近日，郑州人民医院采用主动脉夹
层腔内微创隔绝术，成功抢救了一位处
于生死边缘的主动脉夹层破裂患者。

背部剧烈疼痛 原是主动脉夹层
家在郑州市金水区的刘先生，某日

凌晨，突然背部剧烈疼痛，胸部感觉很
闷，经急诊 120 送到郑州人民医院介入
科，经检查发现刘先生患的是DebakeyⅢ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情况危急，破裂的主
动脉内膜像一枚随时可能爆炸的“不定
时炸弹”，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急症，需
要立即做手术。

微创介入治疗 创伤小 恢复快
一切准备就绪，手术由该科室主任

侯国欣主刀进行，在主动脉造影下，采用
经股动脉行主动脉夹层腔内微创隔绝术

进行处理。此手术与传统手术的不同在
于不需打开胸腔、体外循环和输血，仅在
一侧腹股沟部切一个 3cm 左右的小口，
通过股动脉置入导丝，达到动脉夹层部
位的血管真腔处，再将覆膜支架送到该
部位，堵住破裂的血管，将高速高压血流
挡在腔内，解除血管狭窄，即可拆除体内

“不定时炸弹”。一个多小时后，手术圆
满成功，刘先生第二天就可以正常饮食
和下床活动了，一周后康复出院。

“手术采用微创的方式，与传统的方
式相比，不仅切口小，创伤小，恢复快，风
险也比较低。”侯国欣说。

高血压是主动脉夹层的主要诱因
据侯国欣介绍，主动脉夹层主要是

由高血压引起的，长期的血压高造成动

脉硬化，形成夹层，它发病迅速，破坏性
广，急性期会出现主动脉破裂和脏器、肢
体缺血而致死亡；慢性期会扩张形成动
脉瘤，随瘤径的增加最终破裂致死。

“这种病在发病时，主要是突发胸
部、背部或腹部剧烈疼痛，呈刀割样或撕
裂样，从胸骨后或胸背部向远端放射，常
伴随烦躁不安、大汗淋漓，有濒死感，可
因疼痛而昏厥。通常在做突发动作时出
现，如提重物、打篮球，甚至打哈欠、咳
嗽、用力排便等情况下会引起血管破
裂。”侯国欣说。

对于动脉夹层患者的预防，侯国欣
表示，一定要严格控制血压，戒烟酒，保
证低盐低脂，手术后的患者短期内最好
不要剧烈运动。 （潘黎黎）

3 月 27 日，周口市沈
丘县人民医院举行隆重仪
式，庆祝该院与解放军第
153 中心医院技术帮带正
式启动。这是解放军 153
医院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坚持深入基
层、开展医疗便民活动的
一个实际行动。

据悉，此次活动解放
军153医院高度重视，精心
组织，抽调了神经外科、创
伤骨科、妇产、消化、心胸、
心肾和感染等科室的16名
专家教授，在院长李晓琼
带领下，来到沈丘县人民
医院进行大型义诊活动。
同时根据医院实际，确立
了技术帮扶关系，双方通
过互相学习交流，提高医
疗技术。153 医院将坚持
选派教授、专家定期到该

院义诊、示范和专题讲座
等进行具体帮教。

活动期间，妇产科专
家、博士、教授、医院副院
长朱前勇，感染科专家、博
士王全楚等 6 位专家教授
先后进行了一系列业务专
题授课。积极进行手术帮
带和教学查房，神经外科
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心主任王本翰作了颅骨修
补帮带手术，心脏外科主
任李保军筛选出了儿童先
心病患者 42 名，对符合手
术指症的患者提出了治疗
方案。帮带活动使该院医
务人员开阔了眼界，增长
了知识，促进了医务人员
业务技能提高，得到了该
县卫生部门及医院医务人
员的称赞。

（阎玉彬）

“春季，很多时令水果
开始上市，很多人开始大
快朵颐。可对于糖尿病
患者来说，这些水果到底
能吃还是不能吃呢？今
天，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
糖尿病患者春季吃水果
时的注意事项。”近日，在
郑州市中心医院门诊四
楼的内科候诊区，大内科
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李清楚在为候诊患者讲
解糖尿病患者春季水果
养生的小知识。

据悉，为了让患者在
就诊时，不再枯燥等待，同
时学些健康知识，该院把
健康知识讲座开到了门诊
的内科候诊区。每周一至
周五下午3点钟，都有一位
临床经验丰富、语言表达
能力强的医生在这里授
课。同时，每天的讲课内
容都是依据患者的需求和
季节多发病而确定的，患
者还可以现场向授课专家
咨询各种问题。

（王建明）

三维标测系统治疗特发性室速

春季是麻疹等疾病的
高发季。有些年轻人不知
道自己小时候有否接种过
麻疹疫苗，也有人小时候虽
接 种 过 ，但 担 心 年 久 失
效。“成年人有必要接种麻
疹疫苗吗？”、“接种麻疹疫
苗后获得的抗体有效期是
多久？”这些都是他们普遍
关心的问题。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
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四季均可发病，以冬末春
初多见，麻疹患者在发病
前 1-2 日至出疹后 5 日内
均有传染性，尤其是潜伏
期末期和出疹早期的传染
性最强。患者多为小儿，
但近几年 8 个月以下的婴
儿和成人患麻疹呈上升趋
势，在麻疹发病数中占相
当大的比例。

我国儿童麻疹疫苗注
射要从 8 个月大开始，8 个
月前的婴幼儿的免疫力主
要来自母体。而现在的年
轻母亲，大多自身对麻疹已

经没有免疫力。现在的育
龄期妇女，都不是自然感染
麻疹获得免疫力，主要是通
过预防接种得到保护，这些
育龄期妇女在完成了常规
计划免疫后，就没有再接种
麻疹疫苗了，妈妈的保护性
抗体都非常低。

多项研究表明，接种麻
疹疫苗后获得的有效抗体
滴度可维持 10 年以上。目
前气候多变，各种呼吸道疾
病高发。专家建议，育龄女
性在准备计划怀孕前 2 至 3
个月，可以加强接种麻疹疫
苗。免疫薄弱的成年人也
可接种麻疹疫苗。

在疫苗的选择上，专家
建议：18月龄至初中三年级
（16 岁）麻疹类疫苗应种对
象使用麻腮风疫苗；大中专
学生麻疹类疫苗应种对象
使用麻疹风疹联合疫苗；育
龄女性使用麻疹风疹联合
疫苗；其余麻疹类疫苗应种
对象使用麻疹疫苗。

（程春荣）

科普园地

成年人有必要接种麻疹疫苗吗？ 春季
肾病患者的康复契机肾病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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