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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江苏球迷小冯喜欢边看球边
享用瓜子、花生、核桃仁等零食，几夜的“疯
狂”后，他发现嘴巴“合不上”了，到医院就诊
后被诊断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病。据医生讲，
近期该病的门诊患者人数大幅度上升。

“颞下颌关节紊乱病，也叫‘颞下颌关节
炎’，最常见的表现主要为张闭口疼痛、咀嚼
食物时能听见自己面颊有弹响、有时会感觉
头晕、耳鸣。”郑大一附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
乔永明介绍，该病近年来发病率越来越高，
病因目前认为是多方面的。

“牙列紊乱是较常见的，容易引起咀嚼
干扰，从而引起颞下颌关节疾患。”乔永明
说，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会使部分人把压
力转移到咀嚼肌，引起咀嚼肌的过度收缩、
亢进，不由自主地紧咬牙、夜磨牙，从而引起
关节压力过大，导致关节慢性损伤。此外，
女性患者可能与雌激素水平有关。

“如果咀嚼肌的力量过大，会过度牵拉
关节盘前移，最终导致关节盘前移位。”乔永
明说，像报道中的小冯那样喜欢咀嚼较硬或
较韧的食物，偏侧咀嚼等，会使关节压力较
大，从而引起关节慢性损伤。

乔永明提醒说，疼痛剧烈时应及时就
诊，由于该病极易复发，故患病以后，保持开
朗的心情，乐观的态度也很重要。

唯美爱牙季·健康美牙方式全体会

捍卫牙齿健康的领航者
阅读提示 | 现代社会人们都崇尚绿色、环保、低碳的产品，提倡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于缺牙患者而言，镶一
种好用、美观、科学的假牙，让健康可持续发展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中韩国际·唯美口腔即刻种植牙技术，
让不容易的事情变得简单。爱牙热线：0371-60318899

年近七旬的周大爷退休后一直研究
养生之道，注重膳食，希望通过增强体魄
远离疾病。然而，最近牙疼却让他“寝食
难安”无暇养生了，连带着身体不适性情
大变。老伴见他最近食欲下降、身体不
适，坚持带他到医院就诊。

唯美口腔专家徐雅轩接待了他们。
经检查，周大爷牙齿疼痛是由口腔内烤

瓷牙的基牙龋坏引起的。近期因对食物
的咀嚼频率降低导致食物分解不足，加
重了胃消化的负担从而引发急性胃炎。

徐主任介绍，烤瓷牙是以缺牙区两
端的好牙作为基牙，制作三个相连单位
牙冠借粘固剂固定在基牙上。基牙在修
复时经过打磨，造成一定损伤，加上常年
受超负荷的咬合力使基牙牙周膜受损。

据了解，种植仿生牙是将与人体骨
质兼容性高的医学纯钛材料制成的人工
仿生牙根植入缺牙区的牙槽骨，独立固
定于牙床，然后在人工牙根上制作牙
冠。因其单独成冠，契合牙齿、咬合不具
破坏性，彻底摒弃了传统镶牙的“勾、拉、
扯、拽”、磨损好牙的方式，避免了因镶牙
带来的健康危机，是口腔医学界公认的

缺牙首选修复方式。
修复前，徐医生详细询问了周大爷

的身体状况，摘除了他的烤瓷牙，并对牙
龈炎进行了治疗。治疗后，周大爷的身
体达到种植手术要求。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牙齿种植，周大爷从无菌手术室出来
照镜子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牙
齿重新“长”了出来。

儿童正畸的最佳年龄是在生长发育
的高峰期，男孩在12～14岁，由于女孩发
育比男孩早所以在11～13岁。

做矫正时，需要拍头颅侧位片、全景
片、取模、做数据测量。因为矫正治疗和
其他口腔治疗不同，对医生技术和设备的
要求很高。孩子在换牙的时候，咬唇、咬
笔头、吮指等不良习惯往往会导致牙齿不
齐、“龅牙”、“地包天”等现象，甚至可能导
致孩子的颌面发育和口腔健康。而青少

年正处于心理发育的敏感期，不美观的牙
齿或脸形容易给他们造成思想负担，甚至
产生自卑感，从而导致社交障碍。唯美正
畸专家李教授提醒，如果发现孩子的牙齿
或颌面部不美观，就应该重视，尽早到专
业专科医院的正畸科进行检查诊断。

李教授强调，做矫正的医疗单位设备
一定要齐全，一般的医生治疗矫正，只拍
全景片不拍头颅侧位片，一旦缺乏了科学
数据，矫正的效果很受影响。

假牙“勾肩搭背” 一损俱损

种植牙 让健康可持续发展

“正畸”黄金期 矫正牙齿应尽早

□记者 林辉

喜嚼硬食物，
颞下颌关节炎或“上门”

连续看球吃零食，男子嘴巴“合不上”，
专家提醒——

医生提醒

国际种植牙典范
尽在唯美

唯美口腔并非只做种植
牙，但却凭借种植牙享誉世
界。这一切都源自于唯美口腔
对于种植牙技术数十年的专注
研发与持续投入。另外，唯美
口腔国际顶级的医疗专家团队
每月定期巡诊，与本院专家一
起，为中原百姓的牙齿健康保
驾护航。

从即日起至8月30日，唯
美开启“爱牙季”之暑期美牙巨
惠风暴，预约赶快：

1.牙齿种植：单颗种植、多
颗种植、全口种植，最高享受
8.5折援助，亦可申请韩国特别
订制“牙根”（仅300颗）。

2.牙齿矫正学生8.5折，成
人8.8折。

3.牙齿美容 3D 全瓷修复
8.8 折、彩光美白团购价 1080
元。

4.凡通过电话、网络预约
者可享受免专家挂号费、口腔
全景片检查费、口腔内窥镜检
查费、国际专家方案设计费。

更多优惠，可拨打爱牙热
线：0371-60318899或百度搜
索“唯美口腔”在线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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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装饰

●四海装饰 15036120070
台湾设计师专注高端工装

●装修管家省钱高品质66770783

设计施工

●专业建筑设计 13803890443
●工程预决算 13015533300
●建筑★装饰★设计66616673

●专业装修饭店 13598861598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56736305
●效果图施工图预算55615204
另：承包办公酒店别墅家装

●家装设计施工 18625521576
★宏超展柜厂
专业烤漆柜台：1325361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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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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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汽车租赁

●朋友租车郑东新区66831616

●朋友新车不限里程67641616
●49元起●包月半价69131616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婚庆商务租车价优66653339
●轿车托运清障救援65780758

求购二手车

●急购新旧汽车 15237155577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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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文化路双铺路口科技市场对

面门面房一万平方米可分租

联系电话：15290878858
●荥阳市中心黄金地段6600㎡
商场整体出租 15838169002
●黄金旺铺招租一楼200㎡二

楼 500㎡，办公培训出租 13
00㎡一楼西餐厅招租 500㎡
以上均含中央空调，无停车费

精装，价格面仪，地址：东风

路文化路TEL13503822888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出租东风南路土地（水泥地

带办公室）10亩 15617729897

●港区冷库出租 13503862018
●中原区十亩校园，出租、合

作、办厂均可13837176826
●助剂厂经营中国地11亩因业

主年龄大招租13903847226
●黄河桥北平原新区40亩工业

标准厂房出租或联合开发

陈女士 18603845797
●高校窗口出租 13027518356
●外地学校食堂对外招租

18837177796
●陇海路兴华街前后楼现房

3万㎡可注册分割18537836899
●火车站天鹅宾馆3楼15间房

招办公机构瑜伽会馆。其他勿

扰。电话：13513893855
●英协郑汴东建材3500平一楼

门面整体招租 18638682911

●经七路南整院招租81670460
●文化路2400㎡租13525519130
200㎡场地招租
黄河滩客流大适合做特

色餐饮 13838321593
白马广场招商
瑞达路黄金地段食品百货服

装美食招商中 13613836080
紫荆山商铺

黄金位临街 2000㎡整体招租

63814656、13526431659

出租仓库厂院

●寻求项目合作：我公司现有

工业、物流土地 30-200亩位

于郑州中牟、经开区、港区

13938267879
●中原西路乔楼3万㎡厂仓招租

15538233131 15824826195

●港区60亩厂仓13693718566
●出租厂房 1万平方大小可

分割有生活办公区，107与北

四环向东 2公里 15503719101
●标准厂房7000㎡办公楼60间
土地手续齐交通方便水电齐

可 分 租 电 话 ：13137109538
●经开区南三环与四港联动大

道南 200亩空地 15713660700
●高新区西四环厂房带办公

5000㎡有证15890697377
●须水厂房出租 18638120682
●马寨1千㎡厂房15617588501
●仓库700㎡出租国基路与中

州大道东 300米 13803711981
●南郊厂房仓库出租证件全食

品厂更佳可承包 13783699885
●出租化工路厂房5300㎡，办公

住宿 2500㎡13903868128
●出租瑞达路厂房2000㎡，2台
行车，配套齐全 13938539716
●高新区新厂房 13283805187

●出租中牟厂房5000㎡，配办

公住宿13703719766
★厂房出租★
中原西路荥阳段钢构厂房①
12000 ㎡, 办公 1500 ㎡, ② 46
00 ㎡ 办 800 ㎡,13607670687
重型厂房出租
距北环20公里黄河北

10/20吨天车13603715983

房地产中介

●郑州海洋不动产 66666696

房地产

●中州大道临街房出售，

价格面议15937192397
●出售科技市场附近234㎡商

业用房一套，电话63556616

●办房产疑杂症 13837196666
●新郑产业聚集区工业土地

20亩，包含标准厂房3000㎡出

售食品印刷优先18100333121
低价售门面房
农业路与南阳路临街 1、2层
700㎡1.5万元/㎡13598094171
豫港大厦出租
高档高质写字间优价出租水、

物业、空调全免 66213000

写字间楼

●金成国际3号楼精装带空调

180㎡低租13598029535
天龙大厦招租
电话：67978288
整栋自持招租
郑东核心商务区

5A甲级写字楼 8667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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