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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省妇幼保健院给了我女
儿第二次生命。”4月16日，河南
郑州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女儿1
岁时曾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是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郑大三附
院）呼吸科医护人员的全力救
治，让他们全家渡过难关。

2006年7月，张女士生下
了女儿盈盈（化名），漂亮可爱
的女儿给家庭带来了很多快
乐。然而，盈盈在8个月大时
不慎患上了麻疹，很快发展成
重症肺炎，并出现呼吸衰竭、心
力衰竭的症状。

在一家医院的ICU治疗了
53 天后，盈盈暂时保住了性
命，但呼吸急促，显然没有去除
病根。

“出院后，我带着女儿四处
求医，但一直没有效果，到了最
后，女儿只能无力地张着小嘴不
停地喘息着。”张女士回忆道。

2007年7月，女儿1岁大
时，张女士慕名找到了河南省
妇幼保健院小儿呼吸内科主任
王秀芳。

经过多学科会诊，王秀芳
和同事怀疑盈盈患上的是“闭
塞性细支气管炎”，这个疾病是
在严重的肺部感染以后发生的
慢性肺部疾病，当时儿童病例
的文献报道很少，治疗经验也
很少，大多认为将会因为肺功
能衰竭无法存活。

“孩子她爸带着CT片子
去北京医院咨询，北京医生也
认同河南这边的诊断，但不愿
意收治，说没有特效治疗药物，
治疗效果很差。”张女士说，

与此同时，王秀芳和同事
们查阅了国内外文献，结合成
人治疗经验，提出采用激素冲
击治疗，配合抗感染，雾化吸
入，对症治疗。

“听王大夫一说，我们感觉
有希望，马上就同意了治疗方
案。”张女士说，治疗的过程很
艰难，但随着治疗的持续，女儿
开始慢慢好转，呼吸困难减轻，
慢慢可以下地活动，1个多月
后终于带药出院了。

然而，在家休养的盈盈病
情依然在反复，她每次感冒都
会很重，喘息、呼吸困难，1年之
内反复住院，病情依然危重。

“王大夫把电话号码留给
我们，让我们随时咨询，每次住
院都安排绿色通道，及时安排
女儿住院治疗。”张女士说。

就这样，1 年、2 年、3 年
……盈盈的病情在好转，病情
急性加重需要住院治疗的情况
越来越少了；到4岁时，和正常
孩子一起上幼儿园了；7岁时
已经正常上学了；经过复查，8
岁时不再用药；目前，15岁的

盈盈，学习成绩优异，这个曾经
“被判死刑”的孩子成长为一名
健康的阳光少女。

“从女儿记事起，我就经常
跟她讲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
让她一辈子都记住，是河南省
妇幼保健院给了她第二次生
命，是王秀芳大夫让我们感受
到了爱的温度！”

谢谢你们，给了我女儿第二次生命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华小亚 何剑烁

王秀芳:教授、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河南省妇幼保健
院小儿内科副主任、小儿呼吸
内科主任，河南省医学会儿科
分会呼吸学组组长，中华医学
会儿科分会呼吸学组委员，中
国研究型学会儿科学会委员，
中国儿童哮喘行动计划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儿科哮喘
协作组委员。擅长儿童喘息
性疾病、慢性咳嗽、疑难气道
及肺部疾病的诊治。

故事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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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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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天“长”出一口新牙，
惊羡众邻里

“你这牙怎么突然冒出来
的？”“一天就能种出牙，在哪种
的？”“全口种牙，费用很高吧？”
这一天，原本不爱言语的孔阿
姨居然成了小区名人！大家对
她突然冒出的整口洁白整齐的
牙齿惊羡不已。众人追问下才
得知，原来孔阿姨参加了大河
报和唯美口腔联合举办的种牙
优惠活动，种齐了全口牙，不仅
当天就能用牙，而且还赶上种
牙补贴，一下省去一大半。

长期缺牙身体差，
全口缺牙路在何方？

孔阿姨前些年牙齿几乎掉
光，整日以粥为食，即使是松软

食物也只能用牙床和嘴唇一点
一点磨，营养跟不上，饭是越吃
越少，药却越吃越多，身体越熬
越差。

孔阿姨用上活动假牙后更
糟心，“戴上去特别不舒服，吃
东西使不上劲，来回清洗还容
易掉，太不中用了”。当时孔阿
姨也考虑过固定义齿，可固定
义齿需要磨损健康邻牙，弊端
多，孔阿姨全口缺牙更无邻牙
可磨。家人了解到越来越多的
缺牙人都选择了种植牙，街坊
邻居都反映种植牙坚固又耐
用，孔阿姨下定决心通过种牙
来彻底解决吃饭难题。

一日得即刻种牙，
当天种当天用

通过大河报的报道，孔阿

姨和家人满怀期待地来到唯
美口腔经三路店，参加种牙补
贴活动。

“很多人来种牙，最关注的
无非是种植牙好不好用，多久
能戴牙，能用多长时间等问
题。为此唯美口腔引进了德
国一日得即刻种牙技术，利用
数字化技术提供精准支持，根
据顾客骨质密度角度、深度精
细植入种植体，微创无痛，修
复时间从传统的6个月缩短至
当天戴牙，甚至可以做到当天
种牙当天进食的愿望。种出
来的牙还比传统种植牙更耐
用。”唯美口腔种植技术院长
刘艳广这样说。

针对孔阿姨全口牙缺失的
问题，刘院长讲解道：“在唯美，
全口种牙的成功案例有上千
例，技术和经验都比较成熟。

而且全口缺牙无需种满24颗，
唯美的种牙技术只需8-12颗
种植体就能完成全口种植，不
仅坚固耐用，而且能节约不少
费用。”

全口种牙费用高？
种牙补贴能省70%

为让更多缺牙人了解种植
牙的好，同时缓解他们种牙带
来的经济负担，大河报联合唯
美口腔开展“德国一日得种牙
直播分享会”活动，不仅能够让
他们现场亲眼见证当天种牙当
天用的神奇，还推出限时补贴，
种植牙最高补贴70%，还能砸
金蛋领超值好礼，尤其是半口/
全口种植，能省去一大半的钱，
放心种长寿牙。

如果你想种牙又犹豫不
决，担心技术、怕不安全、担心
费用太高……那么千万不要错
过这一次机会，现场直播种牙，
现场分享种牙感受，让你零距
离了解种植牙，消除顾虑，放心
种牙，现在拨打本报爱牙热线
0371-65796165咨询预约。

1.种牙礼：进口种植牙满
1000元减650元；

2.优惠礼：到院即送500
元抵用券；

3.成交礼：种牙再送购物
卡，满额砸金蛋；

4.换新礼：活动牙以旧换
新限时补贴；

5.补贴礼：全口种牙最高
补贴70%；

6. 特 价 礼 ：半 口 种 牙
14800元起。

种牙直播分享会 免费报名领好礼
由本报联合唯美口腔举办的“德国一日得种牙直播分享会”明日举行，种牙尊享多重好礼，拨打0371-65796165免费报名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燕红

2021年 4月1日这一天，河南省
胸科医院心血管外科八病区（大血管
外科）共完成心脏大血管外科手术6
台，再创单日手术量新高。

早上6点，河南省胸科医院1号楼
9楼的手术室已经灯火通明，接到急诊
手术通知的医务人员已经5点多提前
到岗，各项术前准备工作有序开展。

第一台急诊主动脉夹层手术：
Bentall+右半弓置换术。一名65岁的
女性，突发胸痛，当地疑诊夹层，于是
转入省胸科医院，确诊急性A型主动
脉夹层，术中探查主动脉渗血已形成
中量心包积血，压迫心脏，手术很及
时，患者顺利下台。

第二台平诊主动脉夹层手术：胸

主动脉覆膜支架术。51岁男性，高血
压及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B型主动脉
夹层，累及左侧锁骨下动脉及胃肠道，
该院选择亚急性期为其实施微创的胸
主动脉覆膜支架手术，术后2小时清
醒，稳定，脱离呼吸机，术后5天复查，
痊愈出院。

第三台平诊瓣膜手术：二尖瓣置
换+主动脉瓣成形+三尖瓣成形+射频
消融术+左房血栓清除术。55岁女性，
风心病病史有10余年，因为房颤，心脏
里面长了血栓，又随着血流进入脑部形
成多次脑梗，完善检查后为其更换了二
尖瓣，修复了主动脉瓣和三尖瓣，同时
射频消融了房颤，清除了左房血栓，缝
闭了血栓形成的“巢穴”——左心耳。
经过5小时奋战，手术顺利下台。

第四台急诊主动脉夹层手术：升
主动脉置换+全弓置换+支架象鼻术+
右侧锁骨下动脉重建术。53岁男性，
远在新疆打工，突发胸痛，当地确诊急
性A型主动脉夹层，回河南治疗，入院

100分钟进入手术室接受急诊手术。
第五台急诊手术：胸导管结扎

术。51岁男性，外院胸主动脉置换术
后出现乳糜胸，二次开胸胸腔镜结扎
无效，转入该院治疗。凭借多年胸心
外科丰富的经验，王平凡找到了破溃
的胸导管及侧支，彻底缝扎。

第六台急诊手术：胸主动脉覆膜
支架术。64岁男性，高血压引起的主
动脉夹层，术后5天痊愈出院。

一天6台心脏大血管手术，各有
特色。既有复杂的瓣膜手术，更有高
精尖的主动脉夹层，也有微创的覆膜
支架术。王平凡说，这体现了大血管
外科团队强大的应战、应变机动及团
结协作能力，相信会造福更多的中原
患者。

一天做了6台心脏大血管外科手术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张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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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岁的患者王某，10年前因车祸左
脚踝受伤，1年前蚊虫叮咬瘢痕处，不日
后左内踝附近出现小米粒样皮疹，最后全
身多处散发豆粒样红疹，局部融合成片，
瘙痒难忍。近1年来多处就诊，治疗效果
不太令人满意。

王某女儿找到郑东新区张仲景国医馆
心怡中医门诊部王珍主任求诊，王主任经过
详细了解，综合辨证为湿疮，由风、湿、热毒
互结，气血瘀滞所致，随开处方：半夏泻心汤
合四妙散加减，7剂，同时配上中药外洗。

一周后复诊，左下肢溃烂明显减轻，
其身上仍有瘙痒、能忍受。继续坚持治疗
2月后，全身湿疹消失，左下肢溃烂愈合，
患者不胜感激。

王主任指出，本病病机为正气不足，禀
赋不耐，风、湿、热毒邪阻滞肌肤所致。在
治疗上应以补益气血，疏风清热除湿，凉血
解毒，化瘀通络为治法，扶正祛邪，标本兼
顾，内服加外用，内外同调，以取速效。提
醒广大患者朋友，皮肤病切不可见皮治皮，
见热清热，需细问详察，辨证施治。

蚊虫叮咬竟然需要住院治疗
最后选择中医治疗，效果惊人！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燕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