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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

很多糖尿病患者患了严
重的牙周病，牙齿一个接一
个地脱落，他们不知道血糖
超标会导致口腔细菌疯长，
牙周发炎，进而破坏牙槽
骨。当牙齿吃不动东西时，
患者就只能吃软糯、易消化
的食品，反过来也不利于控
制血糖。专家指出，糖尿病
患者的牙周病治疗是一个长
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医患
双方相互配合才能治好。

牙周炎是牙齿周围组织
被细菌感染的一种慢性疾
病。人若是患了糖尿病，机
体抵抗力便会下降，口腔中
的细菌生长和繁殖不断加
快，极易导致或加重牙周感
染，即牙周炎。这在早期往
往不会引起人特别注意，通
常只是表现为牙龈萎缩、食
物嵌塞、刷牙流血、口臭。然
而，牙周炎不仅仅是牙龈红

肿疼痛，更可怕的是它将引
起牙齿周围牙槽骨的进行性
破坏。牙槽骨的流失是不可
逆的，会随着病情的发展越
来越严重，达到一定程度，患
者便会出现牙齿咀嚼无力，
牙龈反复肿痛，牙齿松动和
移位，此时牙周炎已经进展
到中晚期。如果再不予重
视，最终牙齿便会一个接一
个地脱落，不但影响美观，更
影响进食和胃肠消化吸收。
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牙周炎
发展会更快。反过来看，一
旦牙齿松动、缺牙过多导致
糖尿病人没法吃粗纤维的食
物，只能吃软糯、易消化的食
品，这不利于控制血糖。

专家提醒，治疗牙周炎
有助于控制糖尿病，而糖尿
病患者的牙周病治疗需要医
患共同配合。具体的治疗方
法包括：消除牙周活动性炎
症；恢复咀嚼功能；定期复
查；正确清洁牙齿等。

血糖超标
会令牙周炎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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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均益律所法律维权伸张正义

英协A座 24楼 15838363846
纠纷专办56031679
法律帮解纠纷

20年专业经验律师团队神速

专业速办经济纠纷成功收费

全国热线：13071022966
紫荆山。电话：18838272316
成付13015506677

“律师帮办”
律师超级团队，二十年经验，

诚信快捷法律帮办排忧解难！

经济专家全程服务。律师调查

郑州周边城市：15517166212
省内其它城市：18838272316
《事成收费》

专办经济纠纷维权，伸张正义

郑州及周边城市：15136167900
许昌平顶山周口：15036157268
洛阳焦作三门峡：15713860056
南阳驻马店信阳：15225055901
济源安阳濮阳：15036157268

■成功收费■
本公司 20年经验专业办理各

类经济纠纷，面向全国办理。

郑州及周边城市 15738812877
焦作洛阳三门峡 15638881263
南阳信阳驻马店 13213111753
安阳商丘周口市 13673711337

工商咨询

●各类生产许可证 63910208
●代办公司 18539578966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工商注册代办 13213196669
●专办园林资质 13526578208
●免费注册公司 15037181678
●办公司免房租 13837115290
●医器资质专办 13613868402
●房产各类资质专办60583056

●免费注册代记账 66262668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资质房产疑难专办55360015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公司注册做账 86677004
●免费注册公司代账55658660
●公司大额增资、验资、金融

投资公司低快专办13333869335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代理记帐 13592684668
“工商■资质”
房建市政升级建筑装饰装修

防水保温消防幕墙智能化

选择我们更专业让您轻松做

老板：66364166、86107188
【资质快办】

房建●市政● 18937153816
防水●公路●水利 60921180

【资质专办】
装饰◆幕墙◆消防 63830333
智能化◆防腐保温 63863366
◆专项设计资质◆63858899
免费办公司

专业记帐，经财政局审批许

可经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

务助您创业梦 86107088
速办■总承包
建筑■市政■公路■水利

机电■化工■矿山■电力

一级■二级专线 55128173
三级■增项专线 55983197
建造师■八大员■三类人员

技工证■特种工 13333814167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办理各种资质
热线 63702222 69367777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65593711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 63588381/2
专业律师所
商标专利 商标代理

0371-68833500 13253510129

出租招租

●郑汴路与万三路交叉口东侧

大型厂院 100多亩，国有工业

用地，手续齐全，位置佳，标

准化厂房，可做大型物流、仓

储 17073500009/17073500006
●驾校场地出租 13333852588

●花园路纬五路西100米路北

一层商铺 110m213803867462
●郑州中州大道及圃田周边各

30 亩土地出租，可做仓储物

流，交通便利，可量身定做仓

库，有意来电：15537166616
●金水路● 地铁口● 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 旺铺招租

美盛中心 87086666

●北二七路大卫城对面400平
招半年特卖 15515679333周
●校园场地出租 15639906729
临街3-6层

60 个标准间，温泉燃气停车

场。租金 38万/年。漯河市交

通路与人民路口 13783078997

写字间楼
●花园路地铁口招租55007303
金源大厦招租
金水路经四路口写字楼招租

免物业费 15343716666王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租 66210078、13513805862

求购求租

●求购郑州手续齐全商住用

地13937166607

出租仓库厂院

●柳林高速口杨金产业园4万
平标准厂房整体招租或分割，

蔡先生 15003869978

●成本低可达 0.9元/平米，手

续齐全配套完善，欢迎老板

前来洽谈，超值热线：1833
7193719 地址：曲梁高速口

南3.5公里。距华商汇18公里

网址：www.ssqtck.com
●航海西路2000m2厂仓67828887
●龙湖厂仓有证 15838021635
●大学南路厂仓 18503861991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国有土地厂仓招租、设施齐全

15639777809李
●西南四环郑少高速口标准

车间仓储 1700m2办公 300m2

水电土地证齐 13938507112

●陇海路钢构厂房13803857155
●东明路仓库租 13017677098
●东区厂仓出租13598070218

房地产

●宁夏购房入户 4008371861
售门面房

漯河金地·兰乔圣菲，上下层

264.7平，精装营业中。急售320
万（含所有税费）13903955896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B21、23版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患者，治
疗方法截然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周红刚说，比如腰椎间盘突出根据
发病时间长短来看，有急慢性之
分；按发作次数分，则有初发和复
发之别；按突出椎间盘个数分，可
有一个突出和双个(多个)突出；按
合并病变分类，有的为单纯性突
出，有的合并椎管狭窄等；按突出
部位分，又有中央型、外侧型和极
外侧型等；根据突出程度分，有膨
出、突出、脱出和游离型四种。

周红刚说，在治疗方法的选
择上，患者在保守治疗无效时，可
首先考虑微创手术，只有少数不
符合微创手术适应证的严重患
者，才最后考虑行开放性手术，充
分体现“能简单，不复杂；能保守，
不手术”的诊疗理念，在取得相等
疗效的前提下，为患者节省时间
及大笔医疗费用等。

对于同一阶段病情的患者，
治疗方案也会大相径庭。周红刚
说，比如有的患者仅仅采用射频
技术就能达到满意的效果，有些
患者则需要进行椎间孔镜技术。
虽然都是微创手术，但侧重点完
全不同。具体怎么治疗，都需要
严格评估。

患腰椎间盘突出症，终得“挨一刀”？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乔海洋
核心提示 |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很多人因其久治不愈、易复发将其视为顽疾。
好在科技的进步已经使该病的治疗变得更容易。不过，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诊疗中心周
红刚主任提醒，治疗椎间盘疾病，诊断和分型是关键。如果你有颈肩胸腰腿等脊柱方面的困惑，可
拨打电话0371-68690000咨询。

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采用过不少保守方法，如药物、
针灸、按摩、理疗等常年治疗，但
仍好一阵坏一阵，医生不得不最
终告知“手术”。可是一说开刀
手术，就让人想到开膛破肚、伤
筋动骨，不少人都直打退堂鼓。

“保守治疗没效果，开刀手
术又害怕，很多患者进退为难，
所以留下了椎间盘病难治的说
法。”周红刚说，椎间盘疾病治疗
方法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系列

保守方法、开刀手术，还有目前
国际流行的椎间孔镜技术等多
种微创治疗方法，对于椎间盘病
的治疗是一个完善的诊疗体系。

周红刚说，他从以往对颈腰
椎病的治疗中发现，椎间盘本身
的结构相当复杂，加上一种疾病
在不同病例中有不同的特点，一
个病例也可能有多种病变或一
种病变的多种类型。因此，只有
先检查，诊断分型，后因人而治，
因病而治，才能取得理想疗效。

“在CT和核磁发现前，确
诊腰突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周红刚主任说，探查手术常常是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主要方
法。缺点非常明显，术前无法判
断疾病的严重程度。只能根据
术中的情况，临时应对。

现代影像学的发展为医生
提供了有力武器，使医生在手术
前就知道患者的内部情况，术前
就可以建立完善的手术计划，极
大地降低了探查手术的盲目性，
尽可能保证了手术的成功率。

“腰椎间盘突出术前必备的

影像学检查项目包括，X线片、
CT和核磁共振，缺一不可。”周
红刚解释说，仅仅进行X线片、
CT检查，不进行核磁检查，常常
遗留相邻节段重要的疾病，比
如，其他部位的肿瘤、椎间盘上
下脱出、游离；仅仅进行X线片、
核磁检查，不进行CT检查，常
常遗留钙化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影响手术范围的判断；仅仅进行
CT和核磁检查，不进行X线片
正侧位、动力位、双斜位检查，可
能遗漏峡部裂、腰椎不稳的判
断。因此三者缺一不可。

治疗诊断和分型是关键

影像学检查必不可少

立体化全方位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