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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经过武教授种植的患者，几
乎没有一个不说好的，这样的国际名
医，明天你也有机会来见见，武教授
24-25日在郑州唯美口腔会诊两天，
为保障手术质量，限额预约，如果您
有种牙需要，那就赶快预约吧。

在种植牙方面，武教授深入研
究二十余年，把握每一个种牙细节，
如种植体的植入深度、植入角度、种
植基台穿龈高度、种植切口宽度等，
这些细节都能影响种植后的使用效
果和手术安全。

洛阳吴先生（68岁）：上颌两侧
缺牙6颗，种牙耗时：2小时

种牙1年来，我几乎吃遍了全国
的小吃。当初为了种牙，省内外的
牙科医院都去过，因为牙槽骨条件
不好，都没法种。

最后还是朋友推荐了植得口
腔，医生说用计算机导航技术可以
解决我的缺牙难题，检查之后确定
了种牙方案，当天就种上6颗韩国牙
根，让我惊奇的是：一点儿也没感觉
到疼痛，比我预想的快得多！

郑州姜先生（55岁）：下颌牙齿
缺失5颗，种牙耗时：1.5小时

我曾经去附近的一家连锁机构
种牙，轻信了他们价格便宜，谁知他
们表面上宣传种牙最低价，实际上
各种费用加起来比其他机构还高，
而且服务态度不好。

经过熟人介绍，还是来到专业
种牙机构植得口腔，种5颗牙，还不
到俩小时，价格也合理。新牙用起
来跟真牙一样。种牙选择专业机
构，将来不后悔。

新乡冯女士（37岁）：门牙缺失2
颗，种牙耗时：35分钟

半个多小时，我“长”出两颗新
牙！植得植得，植入牙齿，得到健
康，我一听名字就知道：植得口腔是
专业种牙机构。

我平时买衣服都去专卖店，种
牙当然得选专业机构。听说植得口
腔是河南省老龄委唯一指定种植牙
单位，我去种牙时就遇见很多老干
部来种牙。

种牙后去上班，同事都开玩笑说
我这么大年纪又长新牙了，他们都分
不出我哪颗是真牙，哪颗是种植牙。

很少有人知道睡眠与
高血压的关系,研究发现，
睡眠质量不好是导致高血
压发病的主要原因，可使
高血压发病率提高30%～
60%。打鼾是睡眠质量不
佳的典型表现，也可能是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征的信号。

“高血压患者经常在
睡觉时或睡醒后出现血压
升高的现象，这种现象称
之为睡眠性高血压。”郑州
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呼
吸内科一病区主任、主任
医师张华介绍说，睡眠性
高血压患者多患有阻塞性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该
病又常发生在爱打鼾的人
身上。在阻塞性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病人中，有
50%以上并发有高血压，
而原发性高血压病人中，
有30%的人合并有阻塞性
睡眠暂停综合征。

张华说，高血压若得

不到及时有效地控制，可
引发高血压性心脏病、冠
心病、心力衰竭、脑出血、
脑梗塞、肾功能衰竭、尿毒
症等多种疾病。因此，人
们应积极预防睡眠性高血
压的发生，并积极地进行
治疗。

那么，睡眠性高血压
患者该注意什么呢？

张华提醒说，第一，在
睡觉时可取右侧卧位，这
样可减轻或消除其气道阻
塞症状；第二，在睡觉前不
要吸烟、喝酒，尽量不要服
用安眠药；第三，应及时减
肥，因为肥胖者颈部堆积
的脂肪可对气管形成压
迫，同时过多的脂肪又限
制了肥胖者胸廓的呼吸运
动；第四，症状较重的患者
需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
治疗；最后，须服用长效降
压药进行治疗，这样能减
少高血压对重要器官的损
害。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
经历：饭后或是夜间出现
反酸、烧心、胸骨后有烧灼
感并伴有疼痛，甚至会出
现胃液和食物反流进入口
腔等症状。有人认为，只
要不影响吃饭就不是病，
其实，这些都可能是胃食
管反流在作怪。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国医堂魏明教授提
醒，除了对症治疗外，胃食
管反流的日常调护极为重
要。

“工作压力增大，生活
方式、饮食习惯等诸多因素
造成了胃食管反流患者逐
渐增多的趋势，目前我国患
病人数约达 6000 万人左
右。”魏明教授说，胃食管反
流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轻
重不一，有些症状较典型，
如反酸烧心，是反流性食管
炎最常见的症状；部分患者
还会出现吞咽困难和吞咽
疼痛的症状；还有些患者感
到咽部不适，有异物感、棉
团感或堵塞感，但无真正吞
咽困难。

除了对症治疗外，胃

食管反流患者的日常调护
极为重要。魏明教授提
醒，首先要忌酒戒烟。由
于烟草中含尼古丁，可降
低食管下端括约肌压力，
使其处于松弛状态，加重
反流；酒的主要成分为乙
醇，不仅能刺激胃酸分泌，
还能使食管下端括约肌松
弛。另外，常饮浓茶、咖
啡、巧克力、柠檬汁等酸味
饮料及刺激性调料（如胡
椒粉、辣椒粉）都会引起胃
食管反流。

其次，要注意少食多
餐，多食用清淡易消化的
食物，减少高脂肪、高热量
食物的摄取。晚餐不宜吃
得过饱，避免餐后立刻平
卧。

再次，肥胖者要减轻
体重。因为过度肥胖者腹
腔压力增高，可促进胃液
反流，特别是平卧位更严
重，应积极减轻体重以改
善反流症状。

最后，尽量减少增加
腹内压的活动，如过度弯
腰、穿紧身衣裤、扎紧腰带
等。

看牙去唯美 种牙找国际名医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明日莅临唯美
限额预约，咨询0371-60318899

明天，有精细种植牙倡导者之称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武海波莅临中韩国际唯美口腔，进行
疑难种植牙会诊，武教授是口腔种植修复博士，独创多项种植技术在行业内颇受欢迎，而且有着数万
例种植经验，现在拨打0371-60318899限额预约！

中韩唯美
现在预约更省钱

唯美口腔是国际知名口腔
连锁品牌，不管您是做牙齿矫
正、牙齿种植，还是牙齿美容、牙
齿治疗等项目，都不妨拨打唯美
口腔爱牙热线0371-60318899
预约，以下项目更省钱——

牙周健康：口腔内窥镜检查
免费，口腔全景片检查免费；

牙齿矫正：免费正侧位牙齿
情况检查；

牙齿种植：所有进口种植体
享受8.8折；

牙齿美白：美国美白技术团
购价1080元；

更多优惠情况可以网络搜
索“唯美口腔”进行了解。

牙齿缺失三颗 不远百里就找名医

吴大爷是信阳人，几年前由于
牙周保护不好，三颗牙齿出现脱落，
一直没有当回事，但是，牙齿掉了之
后，吃东西却很是让他烦恼。后来
了解到种植牙技术，在信阳当地和
郑州反复找了好几家口腔对比，要
么是收费贵，要么不敢信任，一次偶
然机会，看到武海波教授莅临中韩

国际唯美口腔，就找到武教授给他
种牙，武教授利用他的超精细技
术，一个小时就长出了三颗新牙。

吴大爷回忆整个过程：“过程一
点不疼，给我种的植体，武教授都给
我看，都是原厂包装，植体有保障，
花钱还不多，给我种牙的还是国际
名医，为啥不选择唯美呢”。

后悔没找好医生种牙 失败后自己遭罪

“太后悔了，当时没听家里人的
话，找了个年轻没经验的医生给种
牙，现在反复4次手术折腾，牙还是
没种好”。管城区的刘大姐去年在
郑州某机构做种植，“医生年纪很
轻，当时有点犹豫，家人劝我找个好
医生，我想别折腾了，就这家吧，结
果种牙失败了”。

武教授给刘大姐做完检查，发
现她是由于医生经验不足，植入的

位置不准确，植体结合不好，这样就
算做了，后期效果也没保障。

后来武教授重新为刘大姐实施
了光纤内视镜种植技术，在原有失
败的牙位精准植入植体。

全部修复结束后，刘大姐高兴
地说：“在这也奉劝各位朋友，种牙
是大事，还是得找知名医生，做手术
经验多，种植效果也好”。

好评百分百 这样的名医你别错过

中韩国际·唯美口腔
种牙技术好，收费更实惠
电话：0371-60318899

计算机导航种植费、CT费全免
最后５天，预约热线400-0371-133

俩小时，堵住６年缺牙黑洞

外地顾客免费接送
年末钜惠最后5天

临近春节，植得在全省开通
了“种牙直通车”，免费接送外地
顾客种牙。

直通车日程安排如下：周一
新密、登封、三门峡、濮阳；周二
荥阳、上街、长葛、新郑；周三洛
阳、巩义、许昌、临颍；周四焦作、
济源、南阳、平顶山；周五开封、
中牟、信阳、驻马店；周六新乡、
漯河、周口；周日安阳、鹤壁、商
丘，种牙顾客请提前一天预约直
通车就诊。

植得口腔是我省首家计算
机导航种植牙专业机构，凡本月
28日前电话预约种牙，可享受

“两免一送一援助”：
1.种牙送价值680元白金洗

牙套餐健康卡一张。
2.种牙免计算机导航技术种

植费2500元，免德国全景CT费
360元。

3.河南省老龄种植牙专项援
助基金年底巨献，针对军烈属、现
役军人、人民教师、人民警察、医
务人员、离休职工及工矿企事业
单位有突出贡献者，种牙每人援
助1000元（不包含特价种植体）。

缺牙6年，俩小时种新牙

家住郑州金水区的赵先生，缺了
６年的5颗牙齿，昨天“长”出来了。
种牙前张嘴就漏出“黑洞”，种牙后一
口好牙整整齐齐，而且吃东西媲美真
牙。植得口腔计算机导航种牙技术，
凭借精准、安全、种牙速度快等优势，
赢得1万多名老顾客口碑相传。

赵先生从40岁患上牙周病，６
年时间掉了５颗牙，一张嘴就露出

“黑洞”，一说话就跑风，吃饭嚼不
烂，身体病恹恹。在植得口腔，医生
只用２个小时，让他缺失的牙齿重
新“长”出来。

植得刘院长说：“我们根据赵先
生的个人情况，采用了计算机导航+
即刻种植技术，因为前期做了计算
机导板，在导板的指引下可视化操
作，种牙时间大大缩短！”

植得种牙咋样儿？听听顾客怎么说

胃食管反流患者
勿穿紧身衣裤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毋杨

老打鼾
警惕睡眠性高血压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王建明

□记者 林辉 提醒

□记者 林辉

植得郑重承诺：一经种
植，终身维护！全国免费热
线：400-0371-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