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敏

吃东西前你会算一下热量
吗？其实，摄入热量的种类比数
量更值得斤斤计较。摄入“对的”
热量能增加饱腹感，延缓饥饿感

产生，而吃下“错的”热量只会让
人仍觉饥饿，从而吃得更多，容
易增肥。并非所有热量都一样，
有些难以消化，而有些则没什么
营养，如巧克力和碳酸饮料，热
量虽高却不会让你有饱腹感或

解渴。最容易产生饱腹感的食
物是高蛋白和高GI（血糖生成指
数）食物，如鸡蛋、奶酪和豆类。
而吃甘蓝和西蓝花等食物，消化
所需时间长，消化本身需要燃烧
更多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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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辉 通讯员 荣文翰

60多岁的王女士10年
前莫名其妙患上“脸疼病”，
偶尔发作时右脸像被电击一
样，后来发作次数越来越多，
疼得也越来越厉害，最近她
来到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专家帮她解决了问题。

10年前，身体一直很不
错的王女士突然觉到右侧面
部有一过性的电击样疼痛，
但很轻微，发作也不频繁，就
没在意。但渐渐地，疼痛越
来越重，到了不能忍受、痛不
欲生的地步，发作也越来越
频繁。无奈之下她来到了郑
州看“怪”病。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神

经外科二病区主任张刚中经
过详细检查，断定王女士患
了三叉神经痛。

张刚中介绍说，该病多
发生于中老年人。目前认
为，三叉神经痛大多是由于
三叉神经感觉支在靠近脑部
受血管压迫所致。面部疼痛
发作前常无先兆，在患侧三
叉神经分布区的某处，稍受
触动即可引起疼痛发作。

随后，张刚中用乙状窦
后入路行显微镜下的微血管
减压术帮王女士解决了“怪”
病。

张刚中提醒，刚刚发现
面部时常疼痛的患者，及早
到神经专科检查，明确诊断，
切勿因“忍痛”而留下遗憾。

唯美口腔打造口腔行业的“小
米”，提供先进的医学技术、高质量的
服务、高性价比的方案。凡是拨打电
话0371-60318899预约，依然享受
种植体3288元优惠（3月30日18点
正式结束）。有名医、价格更实惠，你
还犹豫啥？通过百度搜索“唯美口
腔”了解更多详情。

韩国精细化种牙大师郑淳奎在唯美会诊，3288元活动今天18点准时结束，
种牙电话：0371-60318899

今天到唯美种牙 只需3288元
□记者 林辉

核心提示 | 韩国种植大师、河南卫生系统唯一注册韩籍口腔专家郑淳奎今天在唯美会诊，现在拨打
0371-60318899抢约，种植体依然3288元，优惠在今天18点结束。3月，找韩国大师种牙、到唯美做牙齿
矫正的人络绎不绝。这是中韩唯美口腔历时三年，用实力缔造的成就。

中韩国际唯美口腔专家
实力过硬、价格实惠，在河南
百姓中有着很好的口碑。信
阳的张先生几年前就牙齿缺
失，不到50岁的年纪牙齿缺
失让他生活很没质量。听说
种植牙后，他比较了几个当地
诊所，向身边的人反复打听，

好几个人推荐他到郑州唯美
口腔。“中韩机构、韩国技术、
收费不高，别人都这么说。”前
两天看到唯美的 3288 元活
动，他长途跋涉到了郑州。唯
美口腔韩方郑院长为他种植
成功后，他心里算了一下，3
颗牙省了近万元。

长途跋涉到唯美 种牙省了近万元

郑淳奎是唯美口腔韩方
院长，也是韩国的名医，擅长
精细化和无痛种植牙，对各种
种植修复技术有很深的造
诣。先后在日本齿周科学会、
日本齿科学会发表论文，获韩

国齿周科学会新人学术奖，获
韩国保健福利部长官奖，在韩
国牙科界享有很高美誉。在
20多年的行医时间里，让十
几万人受惠于种植牙，没有一
例失败。

韩国种牙大师今天最后一天会诊

成年人牙齿不齐、牙齿前突、龅
牙，很多人觉得错过了最佳矫正时
间。唯美口腔矫正专家建议，别那么
早失去信心，唯美多年临床积累，推
出的韩式全隐形矫正技术专为成年
人订制，矫正时间更短、矫正效果更好。
矫正过程全隐形，避免了社交难堪。

看牙种牙到唯美
省钱就打0371-60318899

唯美韩式全隐形矫正
成年人首选技术

看牙到唯美
收费不高服务更好

算热量，更应看重种类

脸疼，原来是三叉神经痛

据100万例水激光种植
牙患者临床疗效和满意度调
查回馈，水激光种植牙明显
优于传统种植牙及活动、固
定义齿。具体体现在：

转变一：出血少，伤口
小，进入手术“微”时代。结
合使用水激光进行水激光手
术环切或二期手术时，术后
无疼痛不适，伤口愈合快。

转变二：水激光微创种
植牙疗程短、恢复快，日常生
活“微”影响。水激光术后维
护能够有效防止种植体周围
炎发生，进一步延长种植牙
和其余天然牙使用寿命。

转变三：将水激光与锥
形束平板CT相结合，实行全
球领先的水激光3D微创种
植牙技术。保证了治疗过程
中安全、微创、精准和舒适。

优势一 无痛种植：水激

光则彻底解决了牙科设备产
热疼痛的弊病，以接受了激
光能量的水颗粒为治疗介
质，完全避免热的产生。

优势二 无损伤，更精
确：水激光治疗的作用点可
将治疗范围精确到毫米以
下，所以不会伤及正常组织。

优势三 种植时间短：即
拔即种即修复，5~10分钟种
一颗。

优势四 种植恢复快：不
会造成患者长时间用牙不
适，或者口腔肿胀，造成生活
上的各种不方便。可实现当
天种牙，当天吃核桃。

优势五 适用范围广：在
传统种植领域患糖尿病、高
血压、冠心病、心脏病等患者
无法种植。水激光有效地解决
了这一问题，实现多种病症患
者与正常人一样的种植方式。

水激光种植牙指定热线：0371-55993333

水激光种植牙，长寿“核动力”！

核心提示 | 牙病是人类发病率最高的三大疾病之一，由各种牙病造成的牙缺失现象非常普遍。
牙缺失不仅影响到发音和面容，长久牙缺失造成的细菌感染、咀嚼功能低下导致牙龈萎缩、牙槽骨
吸收等问题，继而引发口腔癌、食道癌、胃癌等疾病的比例增高至30%~50%。

国际齿科科研攻关小组经过数十年研究，利用水激光刺激人体干细胞
发挥特定机能，缔造牙齿再生“神话”！

曾经，活动义齿和固定义齿
相继受到青睐，随之而来的却是
一大堆健康问题争相涌出。

近日，央视网、人民网等媒体
报道，郑州市二七区的郑老先生
吃饭时不慎假牙脱落进入气管，
导致呼吸困难危及生命，幸运的

是抢救及时，假牙被成功取出，老
人才脱离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
院接受康复治疗。

拜尔口腔全国连锁的专家王
院长指出，活动假牙，比真牙更容
易藏匿污垢，其表面、凹槽、金属
钩环处残留的食物残渣会形成菌

斑，长期可积累成细菌培养基地，
引发龋病、牙周病、口臭、口腔溃
疡等，甚至引起细菌性肺炎。固
定义齿虽然避免了活动义齿的一
些弊端，但使用寿命短，以损害健
康假牙为代价，造成牙组织不可
逆的伤害。

活动义齿、固定义齿 危及健康现象频发

随着医学发展，种植牙义齿
修复的出现为牙缺失患者开辟了
新的治疗途径，避免了活动义齿
和固定义齿的危害。“传统种植牙
指的是一种以植入骨组织内的下
部结构(种植体)为基础来支持、
固位上部牙修复体(牙冠)的缺牙
修复方式。对牙槽骨和骨质要求

较高，传统种植牙有3个月甚至
更长的恢复期，且手术切口大，要
通过翻起牙肉、缝合、拆线等复杂
步骤，对医生技术要求的也高。”
拜尔口腔种植修复张总监介绍。

郑州市惠济区的王桂华女士
说，之前戴的活动假牙固定差，问
题多，经朋友推荐在家门口一家

门诊做了种植牙，当天唇部四周
红肿，疼痛难忍，第二天整个口腔
全部肿胀，一星期后发生严重感
染，检查后才知道是种植时剧烈
震动和不精准导致下齿骨断裂。

身体承受不了手术痛苦，惧
怕漫长的治疗过程，担忧手术风
险，这让多数中老年人望而止步。

传统种植牙难相融 生物学效应慢半拍

美、英、日等国家将牙再生列
入重大研究规划，国际知名博士
理查德·汉森提出激光非常精确，
不用消毒，几乎不产生疼痛感。
试图利用激光修复细胞组织实现
牙的再生与修复，并斥以巨资资
助研究。随着现代生物医学技术
的发展，口腔医学者的共同努力，

水激光应运而生。
郑州市中原区李大爷退休

了，牙齿也跟着退休，不得不种上
新牙。咨询了多家口腔医院后，
李大爷发愁了。种牙时电钻的声
音，拔牙的疼痛，长达三个月的恢
复期，让李大爷不禁皱起了眉
头。水激光种植牙的出现让李大

爷如获至宝，当即在老伴的陪同
下来到了水激光种植牙推广联盟
公益行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水激光
种植。“差不多10分钟就种上一
颗，不疼不肿，也没看到出血，轻
松就种上了新牙，水激光种植牙
技术真的来得太及时了。”李大爷
感慨道。

水激光来袭 创造再生传奇 水激光种植牙指定热线：0371-55993333

百万患者见证：水激光三大转变五大优势
水激光种植牙指定热线：0371-55993333

拜尔口腔从即日起推出
水激光种植牙成本价公益补
贴特别行动。活动期间只要
打进电话，便可享受“一个电
话五项全免”：

1.免水激光种植费，术

中3D精确导航（1000元）。
2.免费 3D 模拟种植方案
（300元）。3.免费数码口腔
内窥镜检查（100元）。4.免
费口腔CT检查（350元）。5.
免明星专家挂号费（50元）。

一个电话五项全免

全国水激光种植牙推广联盟公益行
河南省公益热线：0371-55993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