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102线新郑境薛店公铁立交桥限行通告
S102线新郑境薛店公铁立交桥维修，通行车辆限高 3

米、限宽 2.3 米、限吨 20t、限速 40km/h，工期 6 个月（2014
年 8月 16日—2015年 2月 16日）。大型车辆请绕行，谢谢

合作！

新郑市公路管理局

新郑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

2014年8月12日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约有 32430 万老年痴呆患者，且每
年以 460 万新增病人速度增长，相当于每 7 秒就增加一位新
病例。

老年痴呆症是静悄悄的疾病，没有明显症状，早期表现
为进行性的记忆减退，近期的事情记不住，远期记忆却相当
好；很多病人误认为这是正常的衰老，常使病人错过有效治
疗机会拖延至晚期，最终给家庭带来很大的痛苦和负担。

如何防治老年痴呆成为了医药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
题。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于 2002年创办白云
山复方丹参研究中心，建立“防治老年痴呆症”健康基地，对
如何防治老年痴呆症进行了专项研究。经过大量实验证明，
白云山复方丹参片在改善心脑血管的基础上，能预防和治疗
老年痴呆症，并获得了“防治老年期（血管性）痴呆”专利（专
利号：200310112427.2）。因此，易患人群应及早服用白云山
复方丹参片早期干预老年痴呆症。

老人健康是家庭美满幸福的一笔财富，孝顺的儿女们应
该多观察、体贴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度好晚年。据一项医
学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对老年性痴呆症缺乏最基本的认识，
从而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因此，无论是老人还是子女们，
都要正视及正确认识老年痴呆症，只有早认识、早发现，才能
做到早治疗、早控制。

正确认识老年痴呆 关爱老年人健康

责任编辑 闫良生 编辑 庞永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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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物体忽大忽小，仿佛置身仙境
“爱丽丝综合征”是癫痫症状之一

近日，一则《爱丽丝漫游仙境 2》
要开拍，原班超豪华人马包括约翰
尼·德普、安妮·海瑟薇、海伦娜·邦
汉·卡特、米娅·华希科沃斯卡均回归
拍摄，预定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上映
的消息，不但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
更是引起了成人的关注，想再次一睹
画面中美轮美奂的仙境。

而河南省精神病医院 (新乡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癫痫治疗
中心主任张萍说，在爱丽丝仙境中，
周围的世界一会儿变得无比微小，一
会儿又会变得巨大无比，很多人认为
这部电影的作者有着丰富的想象力，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这种经历恰是
在描述某一类癫痫患者的发病症状
和过程。

“爱丽丝漫游仙境综合征”是一
种癫痫发作形式，儿童发病要更多
一些，最小的 2～3 岁。“爱丽丝漫游
仙境综合征”多发于儿童时期，很多

患者长大后便自行痊愈，这种病大
多 时 候 预 后 比 较 好 ，但 也 有 例 外 。
该综合征的主要症状是物体变形，
也就是说身体感觉和视觉扭曲，而
患者本人也明确知道这是幻觉。张
萍主任介绍，临床中有一部分患者
确实有过这样的幻觉和经历，这样
的患者如果预感到要有这样的感觉
出现，建议一定要逃离人群，找一个
地方独处一会，等症状消失后再进
行正常工作，否则可能会出现一些
交通事故或者是猝倒的意外情况。
张萍特别强调，这样的症状只是癫
痫症状之一，可以通过规范的抗癫
痫治疗得以缓解和治愈。

突然走神、发呆傻笑怕刺激
青少年多发，诱因去除症状消失

常人对癫痫疾病的了解过于局
限，其实癫痫发作时的症状纷繁复
杂，很多让人无法分辨。该院神经内
科主任医师宋景贵博士介绍，很多反
射性癫痫综合征指几乎所有的发作
均由特定的感觉或者复杂认知活动

诱发的癫痫，如阅读性癫痫、惊吓性
癫痫、视觉反射性癫痫、热浴性癫痫、
纸牌性癫痫等。去除诱发因素，发作
也会随之消失。

在生活中，有很多的青少年癫痫
患者都会有过特殊而相似的经历：在
上课时被老师提问，或者正在与同学
和家人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会突然失
神发作，愣神，走神。老师会认为孩
子是有意为之，进而对其有误解，影
响青少年的学习状态，影响与人沟通
和交友，久而久之，就会蒙上一层难
以抹去的心理阴影。这样的孩子在
年龄小的时候，家长们会认为自己的
孩子很爱笑，总是会莫名其妙的微笑
甚至大笑，很少哭闹。张萍和宋景贵
同时提出，曾经受过脑外伤或者是有
过遗传因素影响的人群，家人们一定
要有这样的意识，癫痫并非只有抽搐
发作，那些失神的、傻笑的、畏惧某种
特殊光线的、受到某一方面的刺激就
会恐惧和害怕的，这些让人忽视或误
以为正常的生活细节，其实都有可能
是癫痫病的症状。因此家长要注意

发现孩子生活的细节。
癫痫可能是“任何症状”，比如，

视觉性癫痫，对光源、图形、电视荧
屏、电脑、游戏机、色调等特殊的光线
很敏感，受到刺激就会发作。听觉性
癫痫患者会对某种声音、音乐、乐器
或者某一个人的声音十分敏感，在听
到特定声音后发作或者受到惊吓，比
如有患者对施工的声音或者固定的
乐器声音十分敏感而反复发作。语
言性癫痫患者会在阅读过程中发作
癫痫。谈话性癫痫患者会在与人交
流时出现症状。躯体感觉性癫痫患
者会在与人发生接触或者沐浴的时
候受到刺激而诱发疾病。

医患合力，规范治疗
癫痫疾病可防可控可治愈

由于癫痫病的症状复杂多样，一
些特发性癫痫，如腹痛性、头痛性、奔
跑性、笑性、进餐性、注视性、计算性、
麻将性癫痫等等。这些患者的内心
深处都有过不同程度的伤害，疾病没
有发作的时候，他们看起来是正常

人，但他们畏惧与人过多的交往，不
想让人了解自己的“弱点”，一旦发作
的状态被身边的人看到，就会形成一
种社交障碍和心理阴影。

宋景贵博士强调，随着现代医疗
技术的发展，癫痫的诊断和治疗有了
明显的提高，癫痫病的治愈率较高。
新的抗癫痫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的
不可逆损伤可以完全避免。

在日常生活中，癫痫患者如果连
续发作，要及时将患者送到医院抢
救。癫痫病人在平时要按医嘱用药，
不要自行减药、停药或换药。要避免
情绪激动和劳累，不要登高、骑车、游
泳，以免癫痫病发作时发生意外。严
禁吸烟，切忌饮酒。不吃咖啡、巧克
力等含大量咖啡因的食品。不宜看
易兴奋和刺激性的影视节目，不要长
时间使用电脑、玩电子游戏和使用手
机。最好不要参加易造成情绪波动
的娱乐活动，以免受到惊吓和刺激，
引起病情发作。最重要的是，癫痫患
者应该积极配合治疗，定时定量服
药。

宛如置身仙境？这是癫痫症状！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黄洪勇

“没想到真的只用了一天时间，就
能像年轻时那样吃东西了。”

从 2014年 4月 25日，河南赛思口腔
医院与MALO CLINIC签订技术合作协
议 至 今 ，河 南 赛 思 口 腔 医 院 应 用

“All-on-4”全口种植一日重建手术，已为
100多位老人实现了当日种牙当日使用的
效果，更使这些老人，发出了共同的感慨。

在这些手术的老人中，最高年龄为
87岁的陈老先生，最小年龄的为自小牙
齿不好现年 53岁的何大妈。

河南赛思口腔医院院长何宝杰告诉
记者，牙列缺失的种植修复在口腔医学
界被认为是复杂的病例。在全口无牙或
者半口无牙（上颌或者下颌部位全部无
牙）的情况下，传统种植牙技术需要植入
6-8颗种植体，才能达到对全口牙齿的承
重受力要求；并且需要患者的牙槽骨达
到一定要求才可以种植，有些患者因为
缺牙时间过久或口腔疾病的原因而导致
牙槽骨萎缩，即使经过上颌窦内提升和

外提升等骨增量手段，仍然达不到传统
种植牙对骨量的基本要求，这样的情况
就无法做种植牙了。口腔种植学经历了
近 50年的发展，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
步，葡萄牙医生 Paulo Malo博士发明的

“All-on-4”种植技术已成为无牙颌患者
最佳的修复治疗解决方案。

“All-on-4”全口种植一日重建技术
由于其特殊的植入方式和力学设计，可
以实现即刻种植即刻安装假牙，在种植
体植入后 5-7个小时，即可完成从制取
印模到义齿制作的全部过程。整个手
术过程一次性完成，而且种植的牙齿当
天就可以用来吃东西，是真正即种即用
的种植牙。这种技术大大缩短了诊疗
周期，让老年人可以更快地享受牙齿健
康，更快地改善晚年生活质量。

“All-on-4”全口一日重建技术的核
心在于两颗前牙部位的种植体垂直植入
牙槽骨内，而两颗远中部位的种植体采
取倾斜角度植入牙槽骨内，然后在种植

体的基台上安装“拱形连桥”牙冠，这样
整个种植牙的受力就呈现出“拱形”的特
征，即一点受力会均匀地分布到整体，这
在建筑力学上是最为稳固的形状。

“All-on-4”全口一日重建技术，整
个手术过程一次性完成，而且种植的牙
齿当天就可以用来吃东西，是真正的即
种即用的种植牙。

一般而言，全口、半口无牙颌患者
是“All-on-4”全口一日重建技术的适应
人群。对于想做种植牙修复但是骨量
不足，又不想通过植骨来完成种植牙修
复的患者来说，“All-on-4”技术无疑是
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该技术不需要
植骨，不需要上颌窦提升，即便是口内
余留牙的健康状况不佳，同样可以完成
当天拔除患病牙，当天植入种植体，并
当天完成牙齿修复，恢复咀嚼功能。不
仅减少了患者术后的痛苦，也减少了费
用，缩短了 3-10个月的治疗周期。

（李淑丽 于海燕）

走近All-on-4全口种植技术

8 月 9 日，新乡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
新医一附院）内科三楼会
议室座无虚席，来自豫北地
区影像、肿瘤专业的专家学
者 300 多人参加了国家级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微
创 与 介 入 治 疗 新 进 展 暨
豫 北 地 区 第 一 届 影 像 高
级论坛。

本次论坛由新医一附
院影像中心韩东明教授主
持，特邀北京三博脑科医
院影像中心主任、留美博
士后朱明旺教授主讲《颅
脑 MRI 检 查 新 技 术 与 诊
断》，他以丰富的案例，诠
释了 MRI在颅脑检查方面
的技术新进展；河南省重
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新

医一附院核磁共振科主任
韩东明教授以《免疫性脑
炎的 MRI评价》为课题，着
重 讲 解 了 免 疫 性 脑 炎 的
MRI 表现与鉴别诊断，让
在场的专家学者为之耳目
一新；接着，新医一附院放
射科岳军艳讲师开展《脑
CT 灌注成像的临床应用》
学术讲座，介绍了脑 CT灌
注成像的原理以及在颅脑
肿瘤诊断中的应用。本次
论坛进一步推动了豫北地
区医学影像学学科的蓬勃
发展，对于该地区医学影
像领域新成果和新技术的
临床转化及医学影像学临
床和科研整体水平的进一
步提高，将起到积极的催
化作用。 （宋鹏翀）

肾脏病在全世界的发病
率逐年增加，全球罹患肾脏疾
病者约为 5亿。在我国，经流
行病学调查，肾病的发病率为
11.8%，现 有 肾 脏 病 人 一 亿
多。更不容乐观的是：患者对
慢 性 肾 脏 病 的 知 晓 率 仅 为
9.4%。慢性肾脏病若及早发
现，通过正规的治疗，大多能
够治愈或得到有效控制。但
慢性肾病因没有明显症状，患
者得了病自己却不知道，往往
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经
河南誉美肾病专科医院统计：
20%的病人就诊时已达晚期。

这一结果令医务工作者
十分担忧，这个死亡率如此之
高的疾病，继肿瘤、心脏病之
后的第三大杀手，竟然会被大
多数人所忽视，后果堪忧啊！

誉美肾病专家提醒您：
发现有如下情况，请您尽快
去医院做尿常规检查。

1.尿中出现泡沫且不易
消退

2.尿血
3.夜尿增多
4.眼睑或下肢浮肿
5.不明原因的血压升高
6.不明原因的贫血、皮肤

瘙痒、抽筋、牙龈出血等
7.不明原因的食欲减退、

恶心、呕吐等
8.尿量减少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是肾

病的高危人群，这些人应该每三
个月到半年检查一次尿常规。

感冒、扁桃体炎、急性咽
炎等，如果不及时有效控制感
染，特别是儿童，就有可能诱
发肾脏疾病。所以，这些疾病
愈后，要注意尿液有无变化。
一旦有异，一定要做尿常规。

针对我国慢性肾脏病发
病率高、死亡率高、知晓率低、
治疗率低，以及治疗不规范的
现状，河南誉美肾病医院专家
再次提醒：做一次尿常规检查
费用很低，别怕麻烦。患了肾
病也不可怕，一定要找正规的
医疗机构咨询、治疗。

院址：河南淇县同济大
道一号

咨询热线：
0392-7221333
医院网站：
www.hntjsbyy.com
免费电话：
800-9191-555

（固定电话拨打）

8 月 8 日，郑医颐和医
院开诊一周年“用心寻找光
明”大型医疗惠民活动在该
院门诊大厅成功举办。

据悉，自开诊以来，郑
医颐和医院勇于承担社会
责任，开展了“救助一碗面
温暖一座城”的肿瘤患者
李刚，全院募捐救助双胞
胎先心患儿大宝小宝，免
费 救 治 最 美 小 学 生 李 美
佳 ，为 环 卫 工 、出 租 车 司
机、公交车司机免费体检
等公益活动，彰显了人间
大爱。

本次活动，更是力度
大，优惠多。届时，医院心

脏外科将免费救助 100 例
先心病患者，神经外科将
为 100 名癫痫、环枕畸形、
颅内外血管狭窄、烟雾病、
脑梗塞患者进行优惠手术
治疗，眼科将为 1000 名具
有郑州市户口的白内障患
者进行免费救治，并提供
美国进口折叠人工晶体。

作为一家非营利性大
型综合医院，郑医颐和医院
在开诊之初就设立了医疗
慈善救助基金，帮助贫困患
者。迄今为止，已经为上百
名患者提供了经济资助。
在活动现场，6名患者代表
上台接受了救助金。（邢璐）

近日，郑州市儿童医
院普通外科成功从三岁男
童浩浩的肝脏中取出一枚
约 3.5 厘米长的铁钉。术
后孩子恢复良好，已经脱
离危险，转入普通病房。

据了解，浩浩爷爷带着
孩子来到还在装修的新房，
查看工期进展情况，也许是
木匠上午离开时，忘了将气
钉枪收起装入工具箱，随手
放在了地上，被孩子捡起来
玩，却不小心按动了按钮。

“就和邻居说会儿话，却没
料想到，一会儿功夫就出事
儿了。”浩浩爷爷说。

“钉子长约 3.5厘米，自

胸部心脏位置前方斜向下
射入，穿过膈肌进入腹腔，
刺入肝脏左叶，只有半厘米
露在肝脏外面。”郑州市儿
童医院大外科主任、主任医
师侯广军告诉笔者，值得庆
幸的是钉子只差一点儿没
有刺入心脏及腹腔内大血
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侯广军提醒家长，幼儿
期是孩子发生意外较高的
一个年龄段，孩子有了自主
行为能力，但又意识不清，
不能辨别行动的危险性，家
长一定要加强对幼儿期孩
子的监管和照看，以免发生
不测。 （马一禾）

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大多数人面对着巨大的压力，
有些工作必须每日面对电脑，且不说电脑辐射对身体的危
害，仅眼部疲劳所致的双眼胀痛、视物模糊、面部酸困等，就
能将你折磨得够呛。那么如何避免此现象发生呢？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赵雅丽医生表示，眼部疲
劳多是因长时间近距离地受到计算机荧光屏刺激，使眼睛
得不到及时的休息，眼周肌肉痉挛，进而引起双眼胀痛、视
物昏花等症状。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用眼过度导致，
肝失所养，所以致眼部干涩，从而使肝阴失养，而引发目疾。

应对方法：夏枯草9克、香附6克、甘草3克、白菊花9克，
代茶饮，每日2次服。方中白菊花、夏枯草合用，可提高治疗
眼睛胀痛、昏花，香附疏肝、理气、止痛，本方药味简单，泡茶
口感较好，价格低廉，不失为办公室一族必备之品。（曹香琴）

郑州金水区百名患者享受“二次报销”

家住郑州市金水区丰
庆路办事处的参合农民李
先生逢人就说：“幸好有新
农合基本医疗补偿和大病
保险‘二次报销’，减轻了
我家的经济负担”。

据了解，64 岁的李先
生，今年 1月份因脑出血在
河南省中医二附院住院，共
花费医疗费 26.9万元，新农
合基本医疗补偿了 17.7万
元，按照新农合大病保险

“二次报销”政策，大病保险
又给他报了 3.6万元，两次
一共报销 21.3万元。

大病保险政策是在新
农合基本医疗补偿基础上
对患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

的再次报销，凡参合农民
因病住院，单次或多次就
诊累计发生的合规费用，
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
付金额超过 2万元的部分，
大病保险按照 50%的标准
给予“二次报销”，最高报
销封顶线为 20万元。大病
保险基金由市、区财政和
新农合基金筹集，参合农
民个人不缴费。

大病保险自去年 4 月
1日启动以来，郑州市金水
区已有 336 名参合患者享
受“二次报销”政策，共报
销费用 172.5万元，极大地
缓解了农村居民重特大疾
病的就医负担。 （杨超）

新医一附院举办“影像论坛”

郑医颐和医院启动“用心寻找光明”活动

幼儿期意外高发 家长照看需谨慎

未来，人们去医院看病，挂号、候
诊、交费和取检查报告的时候，将不用
再排长队。这一设想，正在郑州人民医
院医疗集团所属郑州人民医院变成现
实。8月 13日，郑州人民医院医疗集团
与支付宝召开新闻发布会联合宣布，郑
州人民医院医疗集团在支付宝钱包的
服务窗正式上线，双方将共同推进“未
来医院”计划。

这意味着，今后患者到郑医集团所
属郑州人民医院看病时，无需在医院大
厅多次排队，在手机上即可完成挂号、
交费、排队候诊与支付、取报告等就诊
环节，大幅缩短就医时间。

一部手机搞定就医全过程
发布会上，郑医集团信息研发中心

主任姜浩娜介绍并现场演示了郑州人
民医院支付宝钱包服务窗功能使用情
况，用户只需在支付宝钱包的“服务窗”
中搜索添加和关注“郑州人民医院”，并

绑定郑州人民医院的诊疗卡号之后，就
可以在手机上进行挂号、交费、查取报
告等操作。

挂号时，用户可以选择日期，支持
“当天”和“预约”两种方式，支持所有的
科室和医生。同时，用户在支付宝钱包
会收到一条交费提醒，点击即可支付挂
号费。完成挂号之后，用户在“医院信
息”中进行排队查询，即可实时查看每
个诊室目前正在就诊的号数。就诊过
程中，如果涉及到检查费用，用户在支
付宝钱包也会收到一条交费提醒，同样
点击一下，即可完成支付。

实现与医保和居民健康卡有效对接
来集团所属郑州人民医院就诊的

患者，掌上就医过程中的所有登录、就
诊、支付、查阅信息都需要通过实名制
身份验证，并绑定“郑州人民医院”内的
就诊卡信息。在支付过程中也是需要
患者身份和支付宝账户绑定。这就从

验证、绑定、支付三个环节保证了患者
信息及支付信息的安全。

郑医支付宝服务窗的一个主要亮
点在于能够实现省内医保支付，具体来
说，医保患者只需在移动支付平台通过
支付宝全额支付后，统一在人工窗口进
行医保费用上传拆分打印发票即可。
同时，来自全国的自费患者均可使用支
付宝服务窗进行看病就诊。

郑医支付宝服务窗的另外一个亮
点在于能够同居民健康卡有效对接。
来院就诊的患者持健康卡只需先到医
院窗口激活后，然后在服务窗进行设置
绑定健康卡，即可在移动互联网上实现
居民健康卡的所有就诊功能。

据悉，郑州人民医院由此也成为河
南省第一家联合支付宝共同推进“未来
医院”、搭建掌上医疗服务平台的医疗
机构。

（单良）

郑医集团支付宝钱包服务窗正式上线
每周一招

解除眼疲劳 中医有妙招

膝关节“退行性病变”遇良药 绝处逢生
上下楼疼痛、肿胀、酸软无力，无需再忍。冬病夏治、爱心回馈

（14日-17日）：买 5送 2,10送 5，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广告说的天花乱坠，不如实实在在的疗效，“百灵奇草神贴”七年疗效

验证，让你不花冤枉钱。吴先生兴奋地说，我患病近十年，上下楼关节疼
痛、早晨起床及久坐站起时关节僵硬迈不动步，拍片诊断为膝关节退行性
病变，滑膜炎、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快速显效。采用穴位综和疗法，药
物直透皮下骨质，疼痛很快减轻，数日炎症消除，不肿不疼，坚持治疗软骨
逐渐修复，滑膜恢复正常，可轻松上下楼，做家务，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本品不脏、不流、不易过敏！一疗程20天需用药6-15盒！市郊免费
送货，专业人员全程指导康复。外地免费邮寄药到付款。

骨科热线:0371-60928408
指定专卖：郑州市河医立交桥郑大一附院门诊南 200米路东

（聚仁堂药房）

为使广大医务人员和
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接
受并支持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科学、合理、优先使用
国家基本药物，郑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开展一场多形
式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集
中宣传活动。

近日，该院走进富士
康，开展了针对药物安全
的大型宣传咨询活动，在
富士康设立咨询台，为广
大群众提供临床用药和日
常用药咨询，宣传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的意义、目标
和措施，推广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过程中的好经验、

好做法，普及安全用药、合
理用药知识。

截至目前，郑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通过悬挂宣传
条幅、制作宣传海报等活
动方式进行宣传。举办国
家 基 本 药 物 制 度 专 题 讲
座，为我院医护人员进行
了国家基本药物宣传；并
组织开展处方管理办法培
训活动，针对抗菌药物基
础知识及合理使用原则进
行培训等，对我院 2000 余
名医护人员进行了用药教
育，以上各种宣传活动收
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楚哲）

郑州一院多形式宣传基本药物制度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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