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去海南，除了旅游，我们还品尝了三亚美食大
餐。吃大闸蟹的时候，一开始我还担心吃不动，后来看到
其他同伴吃得都很香，我也开始吃，都说植得种植牙坚固
耐用，我这次真的体会到了！”崔阿姨说，去年 7月份从报

纸上看到植得种植牙的消息，就拉着缺牙的老伴儿一起
来种牙。“我老伴儿种了 8颗牙，我种了 5颗！种牙后才一
个多月，老伴儿整个人精神多了，最让我感到格外高兴的
是：他的高血压竟然降了！”

种牙老顾客，“吃”遍海南三亚
德国CT五折、种牙享受300万元援助基金，活动仅剩6天
详询400—0371—133

种牙后，在海南吃上大闸蟹

【种牙喜讯】

“种牙就是为了能吃好喝好，在三亚我们把海鲜大餐吃了个遍，植得种的牙没一点问题！这不，4月10日刚从海南回
来！”昨天，聊起“三亚美食行”，郑州中原区65岁的崔阿姨一脸的兴奋和喜悦。她对笔者说：“扇贝、盐灼虾、大龙虾……
我都尝了一遍，真应了那句话：牙好，胃口就好！”

植得口腔“拯救牙齿”活动仅剩 6天，德国CT五折优
惠，种牙还可享 300万元种植牙援助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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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得口腔栗伟主任、原辉婷主任带领的种植牙
专家团队亲诊。

预约电话：400-0371-133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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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肾病患者的康复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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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地市找亮点·滑县】

远在新疆乌鲁木齐的杨先生
得知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第
九次国际微笑行动，免费为唇腭
裂患儿手术的消息，特意从遥远
的乌鲁木齐辗转千里来到郑州参
加此次活动。

杨先生半年前喜得“贵子”，
沉浸在喜悦中的家人却发现刚出
生的孩子面部有明显的唇腭裂，
顿时，孩子的缺陷成为全家人难
以抚平的心结。无意间，他看到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与国际知名
专家一同免费为先天性唇腭裂患
儿手术的消息。虽然，新疆乌鲁
木齐当地残联康复部门也有针对
唇腭裂患儿的救治活动，但他考
虑到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已是第
九次组织“国际微笑行动”，有着
非常丰富的经验，同时来自世界
各地 70 多名专家亲自手术，这让
刘先生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来郑州
为孩子手术。家中的宝宝谁不想
找最好的大夫来医治啊！

这已是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与国际微笑行动、中国微笑行动基
金会第九次牵手合作举办“郑州国
际微笑行动”。

4 月 11 日上午，2014 第九届
“国际微笑行动”在郑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正式启动，70 多名国
内外的整形专家，共同为省内外

近 380 名唇腭裂患儿进行了术
前筛查，符合手术指征者已于 4
月 12 日至 4 月 16 日接受免费手
术治疗。本次活动共有 115 名
唇腭裂患者得到免费救治，其中
最大的 34 岁，最小的只有 3 个
月。该院还为每个患者家庭补
助 200 元往返路费以及 100 元生
活费。

据悉，国际微笑行动组织将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定为其郑
州诊疗基地暨慈善定点医院，常
年为唇腭裂患儿免费手术，凡年
龄在 6 个月以上的唇裂患者或
者 18 个月以上的腭裂患者，经
检查符合手术指征者均可免费
进行手术。与此同时，郑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还将举办“市一院微
笑俱乐部”,为那些暂时不符合
手术条件的患儿及家长进行二
次登记信息、健康指导和定期随
访,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享受到
爱的温暖。

灿烂“微笑”绽放绿城
本报记者 庞永涛 本报通讯员 侯巧红 楚哲

4月16日，2014第九届“郑州国际微笑行动”完美落幕，国内外70多名专家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联手，让来自全国
各地的贫困家庭唇腭裂患儿的人生第一次——

专家为唇腭裂患儿进行术前筛查专家为唇腭裂患儿进行术前筛查

三年前，新医一附院滑县医院（简
称“新滑医院”）的建立开创了“滑县模
式”，省级医院下乡办院解决了河南农业
大县滑县看病难、看病贵的大难题，新医
一附院人用新的发展思路开创了在医疗
技术落后地区迅速提升层次的先河。为
了提高诊断“疑难重症”治疗的精准度，
提升诊断医生和临床医生对疾病的“具
象”认知，为滑县及豫北地区各医疗机构
诊疗“疑难重症”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新
滑医院于 2013 年 7 月初启动了“影像与
临床读片会”的全新工作模式。

为豫北百姓健康
免费“读片”会诊

影像、超声专家由该院院长杨瑞民
教授亲自挂帅，与临床、医技科室积极互
动，由原来的不定期，升级为每周二晚上
6：00-7：30定期“联合读片”制度，为疑难

重症患者进行影像与临床多学科会诊，
为临床提供清晰准确的诊疗评估，不值
班的年轻医生都要参加读片会，以提升
年轻医生的诊疗水平；同时也向全社会
发布消息，任何医疗机构及个人都可以
提供疑难病例，联合组专家免费为大家
诊疗，县乡村医、社会人士都可免费参加
读片讨论会。

名老专家云集
使“读片”会诊更精准

作为国内知名影像诊断专家、微创
介入带头人杨瑞民教授十分重视新滑医
院影像队伍建设，新滑医院建设之初就
抽调新医一附院中青年专家王清华、王
红坡、梁长华及数位年轻大夫，还有两位
国内著名的老专家、新医一附院放射科
主任李长松、黄兴立组成了一支实力强
大的影像诊断团队，仅副高职称以上影

像专业的就有十多位。强大的诊疗团队
提升了滑县地区以及豫东地区的诊疗水
平，为豫北地区建立起一支省级水准的
诊疗队伍。这也是鹤壁、濮阳、长垣等周
边县市及山东、吉林、辽宁、江苏、安徽、
北京、四川等省份的患者络绎不绝的一
个原因。

杨瑞民教授说，影像诊断科工作的
重点是为临床提供高水平的影像图像，
帮助临床医生进行正确诊断，服务临床
是工作要务。

全新的读片会让所有学科进行充分
融合，相互了解医疗科室间的医学现状
和动向，对于“疑难重症”，让影像、医技
与各临床科室专家坐在一起，共同提出
最佳治疗方案，给患者一个性价比最高
的治疗效果。影像诊断医生与临床医生
面对面这是医学研究的新兴学科，是培
养创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

“联合读片”新模式 造福一方百姓

30岁的张某，经常会突
然跌倒，然后浑身抽搐，最
后昏迷两三个小时，然后才
清醒。不了解他的人，会被
他的突发状况吓一跳，张某
经常是鼻青脸肿的模样，性
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会无
故变得狂躁，甚至有恶意攻
击行为，生活也不能自理，
经常需要人看护，更不用说
娶妻生子了，生活质量低，
他的家人也整天忧心重重，
愁眉苦脸，整个家庭被悲伤
的情绪笼罩。

郑州颐和医院神经外
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
王学忠表示，张某患的是顽
固性癫痫，有家族遗传的可
能，患者的亲生父亲在其13
岁时因反复抽搐发作病故，
妹妹也在 20 岁时患此病身
亡。

目前，国内利用阻断两
大脑半球间异常脑电传导的
方法，多采用胼胝体前 2/3
切开术，可以有效改善、缓
解 患 者 目 前 癫 痫 发 作 症
状。但不能保证根治此类
癫痫，且此种手术因操作部
位较深，手术视野狭窄，操
作路径又有重要大血管穿
过，因此具有一定难度。

张某在郑州颐和医院
住院后，详细检查的 5 天时
间里，3次癫痫大发作，家人
抱着“最后一搏”的心理，强
烈要求采取手术治疗。3月
20日， 在麻醉科主任邓芳
的配合下，王学忠主任凭借
娴熟的显微神经外科技术，
成功主持完成了首例胼胝
体前2/3切开术治疗顽固性
癫痫。目前，患者躁狂的性
格得到了改善，生活已能完
全自理。

王学忠表示，顽固性癫
痫是指经过长期运用两种
或以上抗癫痫药物治疗，每
月依然发作 1-2 次或以上，
持续 2 年以上仍不能有效
控制者。顽固性癫痫根据
具体病因不同，可采用不同
的手术治疗方法，“癫痫刀”
的手术方式，因为准确率
高，痛苦小，而被推崇。医
院独家引进的美国尼高力

“癫痫刀”系统，可连续进行
不间断的 16-128 导联的视
频脑电监测，具有定位精
确、同时为多人监测的特
点,是目前国内最高端的癫
痫定位系统，可以更好地为
癫痫患者明确癫痫病区，精
确治疗。 （卢亚敏）

十八年癫痫一“刀”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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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兰州自来水苯含量超标事
件，使得饮水安全问题，再次成为全民关
注的焦点。水是生命之源，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饮水安全与
健康。兰州自来水受污染之后，水之荒
导致人之慌，加重了市民的焦虑与不安。

为普及健康饮水观念，消除市民焦
虑，让家人安心喝好水，近日，2014“益之
源净水器”推广活动在省人民会堂举
行。本次活动邀请了美国专家、安利家
居科技全球教育顾问史提夫·贺拉迪，从
科学和技术的角度，深入剖析了益之源

净水器的产品技术优
势，用富有感染力的巡
讲，给大家讲解了安全
饮水问题。

由于人们越来越关
注饮水安全与健康，因
此对净水产品的呼声越
来越高。饮用水也开始
由“买水喝”慢慢向“造
水喝”过渡。作为安利
公司开发的第三款家居

科技产品，益之源净水器秉承着人性化
操作、最高端的技术、环保低能耗的理
念和良好的售后服务为人们提供最优
质的饮用水。它为消费者解决用水安
全问题的核心在于，其凭借一体化紫外
线滤芯设计，藉由四重滤净过程，将水
中大型粒子、微粒、污染物、细菌、病毒
高效去除。一体化紫外线滤芯匣由触
发式紫外线灯管、高密度活性炭滤芯、
褶状前置滤网结合而成，除了滤去大型
污染物微粒，体积小的污染物微粒和水
中140多种污染物，去除小至0.2微米的
微粒，还能改善饮用水的口感、气味和
清澈度，且可保留水中对人体有益的矿
物质，特别是位于紫外线滤芯匣中央的
触发式紫外线灯管，对水中细菌与病毒
的杀灭率高达99.99%。

坚固耐用的植得种植牙，之所以受到顾客青睐，靠
的是科学化、规范化的品质医疗和尖端技术。植得口
腔的医生们把每颗牙齿都当做艺术品，精雕细琢，力求
完美。植得口腔院长刘明舟说：“牙根的生产工艺、外
形设计、加工精度以及消毒、包装等方面，都严格按照
国际化标准执行。植得种植牙技术和专业化的消毒

室，曾赢得韩国种植专家卢泰炅博士的称赞。植得选
用的德国 Ankylos、韩国 Dentium、瑞士 ITI 等进口牙根，
都在国际上经过了 30 年以上的临床验证。为了保障种
植质量，植得口腔在全省率先成立了第一家医疗质检
中心，对每一颗种植牙全面检验，保障顾客放心、安全
种牙。”

牙根，都经过30年以上临床验证

4 月 12 日，第五届全
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
床技能竞赛（华中赛区）在
湖北武汉市武汉大学医学
部举行。来自河南、湖南、
湖北的19所高校参赛。新
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学院）负责培训
的代表队经过激烈的角逐
以优异的成绩荣获一等
奖，顺利晋级5月份的全国
总决赛，新乡医学院在十
个项目的比赛中荣获“眼
底检查”单项奖。

本届竞赛由教育部主
办，共分为华东、华中、华
南、华北、东北和西南西北
六个分赛区。总决赛将在
广州举行。参赛队伍由全
国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医学
专业实习阶段的在校大学

生组成(含长学制)，竞赛项
目涉及内、外、妇、儿、护
理、传染、皮肤、眼科、耳鼻
喉科、急救等几个大类128
项考核内容，全方位考核
学生医德医风、理论知识、
临床操作、人文素养等综
合素质。

此次竞赛对新医一附
院后期临床实践教学全方
位的一次检验。参加竞赛
不仅开阔了新医一附院全
体师生的视野，同时也使
我们找到了差距和不足之
处，为今后改进实践教学
管理，提高临床教学质量
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和
参考。新乡医学院参赛选
手将在各位培训教师的带
领下积极备战广州总决
赛。 （秦华）

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
预项目是为了加强口腔疾
病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
作，增强家长和儿童口腔
疾病防病意识，提高儿童
的口腔疾病防治知识知晓
率，建立正确刷牙、定期口
腔健康检查、口腔保健适
宜技术的使用等口腔健康
行为。鹤壁市启动该项目
以来，对全市小学二年级

学生全面摸底排查，对已
有“六龄牙”萌出的儿童免
费进行了窝沟封闭。据
悉，截至 4月 15日，鹤壁市
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
目共进行口腔健康检查
1381 人，封闭 1295 人，封
闭牙数 4501 颗，提前超额
完成省下达该市为4000颗
牙齿实施窝沟封闭的任务
目标。（刘小军 耿艳杰）

4 月 13 日上午，郑州
市妇幼保健院组织 6 名青
年医护人员来到西流湖
公园中心广场开展“关注
急救 关爱健康”急救知
识 送 基 层 志 愿 服 务 活
动。为过往的市民讲解、
演示心肺复苏急救知识，
让市民了解了基本的急
救常识、学会了简单的急
救技能。

志愿服务活动现场，
该院的志愿者按照心肺复
苏检查意识、呼吸和脉搏、

胸外按压、打开气道、人工
呼吸等几大步骤进行了现
场演示和讲解，教大家在
身边的人发生危急情况
时，采取正确的急救方法，
为挽救生命争取宝贵的时
间。据了解，此次活动是
市妇幼保健院开展的急救
知识志愿服务系列活动之
一，是真正帮助群众、服务
群众的具体体现，不但赢
得了群众的高度赞誉，还
加强了医患沟通。

（卜春梅）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急救知识送基层

近日，荥阳市“120”指
挥中心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练好基本功，争当荥阳“活
地图”活动。中心调度员
对市区新路段、新标识、新
楼盘、新社区、街间小巷、
工厂聚集区、偏僻乡镇、乡
村小路的行车路线进行实
地地理位置摸询，认真记

录所到之处看到的路名、
工厂、学校、小区等一些标
志性建筑。

通过实地探询，加深
各地地理位置印象，策划
最短行车路线，提速生命
通道，为抢救生命赢得更
多的时间保证。

（朱彩霞 任海滨）

荥阳市120指挥中心

争当生命通道“活地图”

新乡医学院

荣获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一等奖

第二十届全国肿瘤防
治宣传周活动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21 日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本次宣传周主
题为“走出癌症误区、实现
早诊早治”。

为了共同抗击癌症，
鼓励癌症患者解除心理障
碍，享受美好的生活。4月
15 日下午，在郑州人民医
院门诊八楼礼堂，一场特
殊的颁奖及文艺汇演拉开
了肿瘤防治宣传周的序
幕，医生患者齐聚一堂，社
会各界共同参与，郑州人
民医院“健康促进家园”的
成员们还为大家献上了一
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

该院党委书记黄娟表

示，对癌症的防治工作，医
院已经做出了实质性的内
容，先后成立了肿瘤患者
的“健康促进家园”和多学
科综合门诊，为肿瘤患者
搭建了康复平台。组织这
样的演出活动，就是要把
这些抗癌明星的经验和精
神传递给更多的患者，增
强信心，战胜病魔。

据了解，肿瘤防治宣
传周期间，郑州人民医院
将举办一系列公益活动，4
月 16 日下午，组织肿瘤患
者参与市民体验活动，并
免费为他们发放体检卡。
4 月 18 日（周五）下午将在
门诊八楼礼堂举办肿瘤专
题公益讲座。 （潘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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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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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龄儿童免费实施窝沟封闭

爱生活 多彩安利之五

水污染——如何寻找安全饮用水？

相关链接：
唇腭裂是口腔颌面部最常见的先天性

畸形，平均每700个婴儿中就有1个患唇腭
裂。唇腭裂不仅严重影响面部美观，还因
口、鼻腔相通，直接影响发育，经常招致上
呼吸道感染，并发中耳炎。小孩因吮奶困
难导致明显营养不良，给儿童和家长的心
理造成严重的创伤。

唇腭裂发生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
认为与妊娠期食物中营养缺乏、内分泌异
常、病毒感染及遗传因素有关。腭裂作为
一种先天性发育缺陷，随着生长发育，畸形
也随着年龄发生变化，包括畸形本身存在
的生理发育缺陷、外科手术创伤造成的颌
面外形继发改变，语言、听力等功能障碍，
以及患者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心理障碍。

要预防唇腭裂的发生，需要采取一些
预防保健措施。孕妇在怀孕期间应避免偏
食，保证维生素B、C、D及钙、铁、磷的充分
摄入，保持心境平和，避免精神紧张，不服
用抗肿瘤药物、抗惊厥药、组胺药、治疗孕
吐的克敏静和某些安眠药，不吸烟不酗酒，
避免接触放射线、微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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