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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每年的 11 月
底，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郑大三
附院）产科的医生们都会收到
两箱来自江西的“赣南脐橙”。

橙子是焦作的王先生和爱
人刘女士邮寄的。

“就是单纯想表达我们的
感激之情，真的，如果不是河南省
妇幼保健院，如果不是许雅娟主
任，就不会有我们现在聪明健康
的儿子。”4月6日下午，王先生专
门给大河报记者打来电话，详细
讲述了他和省妇幼之间的故事。

王先生和爱人属于晚婚，因
为忙于事业，30岁出头才结婚
的他们，想着能尽快要个宝宝。
但是，备孕了几年，一直没有动
静。随后，检查时发现他爱人患
有卵巢囊肿，就开腹做了卵巢囊
肿剥出手术，但手术后6年仍没
有怀孕。又做了双侧输卵管结
扎手术。后来，她选择做试管婴
儿，但遗憾的是，试管婴儿做了

两次均没成功。第三次，试管婴
儿终于成功了，但是更大的凶险
也来了。

在孕早期，王先生的爱人
查出来是“宫角妊娠”。这是一
种十分罕见的异位妊娠，如果
不及时处理，会造成大出血甚
至危及生命。随后，王先生的
爱人做了宫腹联合术，同时双
侧输卵管一并切除。

身体恢复几个月后，王先生
的爱人进行了第四次试管婴儿。

“因为媳妇的身体情况不
太好，所以好不容易怀上了，一
定要找河南省最好的医院、最
好的医生。”经过各方打探和上
网查询，王先生选择了河南省
妇幼保健院，找到了许雅娟。

“真是没选错，第一次就
诊，许主任给我的感觉就是特
别亲切，也很有耐心。”王先生
说，因为爱人经历了多次手术，
腹腔粘连很严重，同时宫角妊

娠手术史也增加了她子宫破裂
的风险，所以，整个孕期，险象
环生，但好在都在许雅娟的帮
助下化险为夷。

由于怀孕之路太曲折，爱
人心理负担很重，经常焦虑，了
解到这种情况后，每次去围保，
许雅娟都会给予开导和安慰。

“可神奇，每次爱人都是焦
虑着进诊室，一身轻松地出
来。”王先生说。

2019年 5月，在许雅娟等
专家的守护下，王先生的儿子
平安出生。

“现在儿子快两岁了，是全
家的开心果。”王先生说，爱人
是江西人，按照南方的习俗，孩
子出生时，他们本想包个小红
包表达感谢，但是医生无论如
何都不收，最终，老家是江西的
爱人就想出一个办法——寄两
箱橙子表达自己的感激。

“这些特产不值一提，但是
我们对医院的感激一直铭记在
心。”王先生说。

故事征集

生病是件痛苦的事情，就
医是个复杂的过程。在医院
内，患者和医生有着很多的故
事，这其中，有爱、有痛、有喜、
有乐。

1986年，河南省妇幼保
健院（郑大三附院）正式开诊。

如今，已走过了35个春
秋，作为一家三甲妇幼保健
院，无数个孩子在这里平安诞
生，成千上万的患者在这里治
疗后，生命重新续航。

您和省妇幼有什么故事？
即日起，大河报联合省妇

幼保健院发起“情系妇幼守护
健康——我和省妇幼的故事”
征集活动，给广大民众提供一
个吐露心声的机会，如果您有
特殊的故事，可关注大河报健
康官方微信“大河微医”留言
或私信大河健康顶端号。

许雅娟：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郑大三附院）孕产保健部部
长、产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
河南省“优秀学科带头人”、“医
德医风模范”，担任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高危妊娠管理专业委员
会常委、母胎医学分会常委及双
胎专委会常委、中华医学会河南
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务。在产科疑难、危重症、产前
诊断、复发性流产等方面有颇深
的造诣，自创的凶险性前置胎盘
使用腹主动脉球囊阻断子宫下
段剖宫产花瓣式子宫成形术术
式在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
分会母胎医学专委会产科手术
视频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蔡女士今年34岁了，近几年积极备战
二胎，一直未孕，经好友介绍，找到在二七
区张仲景国医馆河医立交桥中医门诊部和
郑东新区张仲景国医馆心怡路中医门诊部
坐诊的李大鹏医生进行中医调理。

李医生发现：蔡女士平素月经量少、色
暗、痛经，白带黄，时小腹疼痛，心烦急躁，
头晕头痛，纳食少，睡眠差，神疲乏力，便
秘，形体肥胖，妇科彩超显示：“宫颈息肉、
卵巢多发囊肿”。

蔡女士1个月后复诊，自诉症状有所好
转，继续坚持中药调理2月余，半年后，蔡女
士成功受孕。

“久不受孕，继发肝气不舒，忧郁寡欢，
气机不畅，致冲任虚衰、阻滞冲任胞脉，胞
脉阻滞；如此诸多病机均能导致冲任失调，
胞宫胞脉胞络受损，不能摄精成孕，故发为
不孕症。”李医生说，此症治疗宜健脾养心、
疏肝理气、补肾调经、清热祛湿、活血通络，
后天之本得健，肝气得疏，则气血化生充
足，肾中精气旺盛，各脏腑功能协调统一，
任通冲盛，胞宫胞脉胞络正常发挥其主胎
孕的生理功能，故而能够自然怀孕。

70岁的马女士最近遭遇到了人
生的一道坎，原本患有严重冠心病的
她，又被查出肺癌。所幸，经过一番
周折，最后，在河南省胸科医院内，马
女士重新扬起了生命的风帆。

马女士来自豫南一个小城。15
年前，马女士的上腹部开始间断性地
不舒服，当时，一直按照胃病治疗，但
是效果一直不好。5年前，被查出是
严重的冠心病。

最近两个月，马女士日常活动
时，又出现了胸痛胸闷等症状，这次
就诊，马女士又被查出肺癌。

诊断结果出来，马女士陷入两难
境地：肺癌已经明显进展需要尽快接
受手术治疗，而她又合并严重的冠心
病，如果在接受肺癌手术的围手术期
出现心肌梗死，对患者来说可能是致

命的，可接受冠脉内支架植入后3个
月后才能手术，而肺癌不能再等待这
么长时间。

马女士绝望了，她一度准备放弃
治疗。

但是，马女士的孩子不甘心，经
过多方咨询后了解到，河南省胸科医
院有治疗这两种疾病的成功案例，于
是，立即带着马女士入住到了该院心
血管外科八病区。

入院后，我国著名心外科专家、
省胸科医院副院长王平凡带着团队
进行了多次会诊，也是在会诊中，
专家们发现，马女士情况比之前的
诊断结果更严重，不仅有严重的冠
心病、肺癌，同时还有严重的高血
压、糖尿病，曾经还做过双侧大隐
静脉剥脱手术。

不过，面对这些问题，王平凡等
专家组并没放弃，详细制定方案，并
最终实施了冠状动脉搭桥和肺癌切
除复合手术，术后，不到24小时，马
女士就返回了胸心外科普通病房，一

周多后康复出院。
王平凡说，随着人口老龄化，近

年来，同时罹患冠心病和恶性肿瘤的
患者逐年增多，这种手术在之前大多
是分期手术，但是，由于冠心病术后
至少三个月才能行肿瘤切除术，而长
时间的等待极易导致肿瘤恶化甚至
转移，从而延误治疗。令人欣慰的
是，随着医学不断进步和医生技术的
提高，此类复合疾病有了更为专业的
治疗方式——单切口同期手术治疗，
这样不仅避免了两次手术所带来的
风险，同时也加速了术后康复。

据王平凡介绍，早在2011年，河
南省胸科医院已在全国范围内率先
开展肺癌、食管癌、胃癌、纵隔肿瘤合
并心脏病等心胸外科高难度同期复
合手术，截至目前，已经做了数百例
这类的复合手术，积累了丰富的手术
经验。

当肺癌遭遇冠心病，只能束手无策吗？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崔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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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感恩，她每年要寄箱橙子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华小亚 何剑烁

德国一日得种牙技术体验月暨种植牙终身质保计划

种一口牙要好几万？现在半口种牙14800超划算！
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送福利，缺牙朋友可拨打大河健康热线：0371-65796165申领种牙补贴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燕红

缺牙镶牙绕弯路
种牙舒适耐用一步到位

年近七旬的周伯，种牙前
半口无牙，上颌骨严重萎缩。
以前觉得“老掉牙”是很正常的
事情，可真发生在自己身上才
体会到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自从牙齿缺失后，爱吃的肉、排
骨等全都不能吃了，久而久之
还影响到了身体健康。

一家人看在眼里急在心
头，但是由于周伯怕痛，一听说
种植牙要往骨头里“拧”一颗跟
螺丝钉一样的种植体，说啥不

愿意种植牙，没办法只能做了
活动假牙，谁成想装了假牙不
仅生活没有改善，而且总感觉
口里有异物，一段时间后，相邻
的牙也有了松动的迹象……迫
不得已加上儿子的“怂恿”，周
伯终于下定决心做种植牙。经
过一番打听和筛选，他选择了
唯美口腔，找到了刘艳广院长。

即刻种牙无痛轻松种
上午种完下午用

刘艳广院长在与周伯的详
聊下，知道了周伯不做种植牙

的主要原因就是怕痛，于是建
议周伯做德国一日得即刻种
牙，它是以德国数字化口腔CT
及专业种植设计软件为依托的
新一代种植技术。种植专家首
先借助口腔CT，在计算机中重
现患者颌面部的三维模型，牙
槽骨骼、颌面部神经、血管清晰
可见；通过专业种植软件在三
维模型中模拟植入种植体，比
对观测种植体植入后的实际位
置，综合考虑种植体受力角度、
与邻牙相对位置，确定种植方
案，不仅精确度达到0.1mm，微
创无痛、少受痛苦，而且快速高

效，即刻种牙即刻负重即刻恢
复咀嚼，当天种完当天就能吃
美食，尤其对于半口、全口种牙
顾客来说更是省事省时省钱。

“种完牙后能吃能喝，精神
头好了，心情也舒畅了。”成功
种好了牙的周伯，恢复了半口
牙的咀嚼功能。“一点也不疼，
而且赶上活动还省了不少钱，
上午种，下午就正常吃喝了，即
刻种牙真好，感谢刘医生。”周
伯说。

即刻种牙终身质保还省钱
一次种牙 终身无忧

大河报联合唯美口腔推出
的“德国一日得种牙技术体验
月暨种植牙终身质保计划”，向
更多的缺牙人推广德国一日得

即刻种牙技术，不仅让他们体
验到即种即用的快速高效，享
受先进技术带来的红利，而且
指定种植体还参与终身质保计
划，为您未来几十年的用牙做
强有力的保障。现在拨打大河
报健康热线0371-65796165
预约报名，还能享受更多的优
惠政策。

1.种牙礼：
进口种植牙满1000元减

650元；
2.质保礼：
指定种植体补贴50%+享

受终身质保；
3.换新礼：
活动牙以旧换新限时补贴；
4.半口种牙14800元起；
5.牙齿治疗满600元减

150元，上不封顶。

3月25日，大河报联合郑州唯美口腔发起的“德国一日得种牙技术高峰论坛暨缺牙种牙补贴
专场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一日得即刻种牙“当天种当天用”的特点受到了现场顾客的追捧。为了
让更多的缺牙种牙顾客体验即刻种牙技术，享受种牙福利，即日起至本月30日，本报决定将福利延
续，进一步推出“德国一日得种牙技术体验月暨种植牙终身质保计划”，携手唯美口腔送福利，种牙
最高补贴70%，半口种植14800元起，而且指定种植体还可享终身质保，一次种牙，一生无忧。

怀二胎并不难，
中医调理好孕来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燕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