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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缺牙喝粥度日
种牙重获健康生活

“我关注种植牙很久了，
各医院的种植牙技术名词太
多，也记不住。我最关心的
是怎样才能把我这牙齿种
好，毕竟种牙是要用一辈子
的，医生、设备，还有医院的
正规性和专业性一样都不能
少。这样种牙的钱才花得
值。”今年81岁的徐阿姨是名
退休老干部，她2017年在拜
博口腔种牙，当时下排牙“排
着队下岗”，仅剩下右侧一颗
磨牙，被缺牙困扰10年之久，

每天喝粥度日，直到在拜博
种牙后，重获健康生活。

来现场听“种牙通”
分享种牙心得

“我记得前年来种牙
时，也怕得不行，怕失败。对
比了好几家机构，都不是很
满意。朋友推荐了彭院长，
抱着试试的心态来，没想到
真不错。”徐阿姨说，就从拍
片来说，在这里拍的片子牙
齿形态、牙槽骨高度、血管都
很清晰。彭院长很耐心、细
致，在种牙过程中，没啥感
觉，一会儿工夫就好了。

徐阿姨当初种牙时很紧
张，手术没开始，就满头大
汗，令彭院长印象深刻。考
虑到她年龄比较大、耐受力
差、牙槽骨较薄，传统种牙切
牙龈、上牙钻，肯定吃不消，
决定通过数字化舒适种牙技
术，进行种植牙手术。通过
电脑模拟种牙，确定点位，借
助种植导板种下，最大程度
减小创口，手术后没有出现
肿痛。种牙2年多了，徐阿姨

一直正常使用。

辞旧换新牙，健康过大年！
1.半价补贴种植牙名额

继续追加；
2.交 26 元获 1 次免费种

植牙赢奖资格；
3.做种植牙满1000 元减

260元；
4.看牙加1元换购3大壕礼；
5.补牙限时特价26元/颗；
6.普通拔牙26元/颗。

膝关节“嘎嘎”响痛
大妈暂别广场舞

庄大妈今年61岁，家住
信阳浉河区，退休后酷爱广
场舞，每天早晚要各跳一
场。最近，连续多日广场上
都见不到庄大妈的身影，老
姐妹们一问才知道，庄大妈
得了骨关节炎。“有很长一段
时间，我一上下楼左膝盖就

‘嘎嘎’响。”庄大妈原本以为
是有些骨质疏松，就吃钙
片。补钙多日，膝盖不但响
声没消失，还出现了疼痛
感。“感觉一站起来走路，膝
关节骨头就磨着疼，不敢走
远，还有点浮肿。”庄大妈不
得不暂时放下心爱的广场
舞，在家养病。

听人介绍，河南省直第
三人民医院骨科治疗膝关节
疾病很有特色，庄大妈就在
老伴儿的陪同下来到医院。

河南省直三院骨科主任
沙宇主任医师在门诊接待了
他们。

经过详细查体，沙宇主
任又为庄大妈做了X线片检
查，初步诊断为左膝重度骨
性关节炎。建议住院进行左
膝单髁微创治疗。

庄大妈听了很是疑惑：
“关节炎为啥上下楼梯疼痛
那么厉害呢？”

沙宇主任解释道，膝关
节是人体最大的负重关节，
骨关节炎的特征是关节活动
时疼痛，初期仅在上下楼梯
时疼痛，久坐后站起行走有
膝关节不适，稍行走后可减
轻，长距离行走后疼痛又会
加重。

听完沙宇主任的专业解
释，庄大妈办理了住院。完
善了化验检查后，经科室会
诊讨论为庄大妈做了左膝单
髁微创治疗。

术后第二天，庄大妈下
床，膝关节弹响和疼痛消失，
一周后顺利出院。三个月
后，她又出现在了广场舞人
群中。

膝关节“软垫”坏了
关节炎趁机“造次”

沙宇主任介绍说：“骨关
节炎俗称骨质增生，它的发
生主要是因为骨头间的‘软
垫’被破坏了。”

正常的膝关节，每根骨
头的末段都覆盖着有弹性的
软骨，在骨头中间起软垫作
用。随着年龄增长，软骨弹
性逐渐丧失，变得脆弱易受
伤害。当软骨被破坏到一定
程度，下面的骨头就会渐渐
裸露，使关节丧失自然的形
态，最终骨头变厚形成骨性
增生，表现为受累关节的疼
痛、肿胀、畸形及活动障碍。

“除了软骨破坏，滑膜液

对骨关节炎的发生也有推波
助澜的作用。”沙宇主任说，
正常关节中含有少量的滑膜
液，这对关节的正常活动起
了必不可少的润滑作用。但
骨关节炎患者的透明质酸量
比正常多、浓度低，性质也有
所改变，使得其对关节的保
护功能降低，给骨关节炎的

“造次”提供了可乘之机。
近年来，河南省直第三

人民医院骨科把膝关节专科
专病建设放在首位，集中优
势力量专注膝关节病的研
究，明确以关节微创为特色
的发展方向。医院将骨科、
康复、运动医学结合起来，打
造骨科康复运动医学联盟，
成立骨科康复标准化病区，
更好地服务患者。在膝关节
疾病的诊断治疗上取得突出
进步，已经实现膝关节病诊
疗保守、微创、手术治疗一体
化。

目前，中国的高血压患者已
突破2亿，且发病年龄趋于年轻
化。积极地严格控制血压，对于
预防高血压靶器官损害如心脑
血管病至关重要。

除了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
高血压在临床中也经常遇到。
前段时间，我们收治了一位高血
压达 20 余年的患者，最后发现
是继发性高血压，而原因竟是原
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这是名 60 岁的男性患者，
自诉高血压病史长达 20 余年，
血压最高达 180/110mmHg，平
时未规律服药及监测血压，4年
前于当地医院治疗，先后给予3
种降压药物治疗高血压，但平素
血压仍维持在 140/95mmHg 左
右。此次，因血压控制不佳再次
来我们医院就诊。

入院后通过详细询问发现，
患者血压不规律，时高时低，波
动较大。常规的抽血化验结果
发现其血钾水平达 2.90mmol/
L，明显低于正常低值3.5mmol/
L。这种情况应该是继发性高血
压。于是，我们迅速安排了相关
检查和检验项目寻找血压高的
原因。

肾动脉彩超及造影仅发现
左侧肾动脉轻度狭窄，进一步的
24h 尿电解质发现尿钾水平增
多，卧立位肾素-血管紧张素-
醛固酮结果发现肾素水平降低，
而醛固酮水平升高，肾上腺CT
结果发现左侧肾上腺增粗。

至此，患者 20 余年高血压
的原因找到了，就是原发性醛固
酮增多症。

诊断明确后，我们给患者口
服螺内酯治疗，其血压很快恢复
正常，血钾水平也正常了，24h
尿钾明显减少。患者血压正常
后，转到泌尿外科行手术治疗。
术后1个月，患者停掉螺内酯后
血压完全恢复正常。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指肾
上腺皮质分泌过量醛固酮，导致
体内潴钠、排钾、血容量增多、肾
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活性受
抑。临床主要表现为高血压伴
低血钾。研究发现，醛固酮过多
是导致心肌肥厚、心力衰竭和肾
功能受损的重要危险因素。

针对高血压患者，除了检查
靶器官损害的并发症，更重要的
是查找高血压的发病原因。查
找到高血压发病原因，有部分高
血压是可以治愈的！

(李凌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20余年高血压
祸首竟是它

想种牙？千万别错过拜博26周年半价补贴
1月20日（本周日），种植牙半价补贴、仅26元就有免费种植牙机会！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大河报联合拜博口腔回馈读者，半价补贴活动火爆。“一
早来上班，连水都没空喝，今天就安排了12台手术。”拜博口
腔医院院长彭布强医生说。据悉，本周日种植牙活动优惠力
度大，不仅能请教种牙的“过来人”，还有彭布强院长现场答
疑。彭院长常年约满，各处讲学，面对面答疑机会难得！大河
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上下楼膝盖响痛？骨关节炎在作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韩晓峰

爱膝
之道

如果您的关节出现问题
拨打0371-65796135

每次上下楼，是否感到膝关节疼痛？走起路，膝关节是否常有弹响声？一
旦走远了，膝盖是否疼得要“罢工”？如果有这些症状，那要小心了，你很可能
患上了骨关节炎。膝关节弹响是警示，预防和治疗需要格外注意。

血脂不降百病生。的
确，长期血脂高会引发高血
压、高血脂、脂肪肝、脑梗塞、
脑中风、冠心病、心肌梗死、
心力衰竭、糖尿病等众多疾
病。目前，调整血脂的药物
很多，主要分为他汀类、贝特
类、纯植物药物类，其中应用
广泛的是他汀类药物。

不过，河南大学附属郑

州颐和医院药学部主任陈淑
敏提醒，他汀类药物虽然可
以有效降低胆固醇，但也有
一些不良反应，故不是谁都
可以随意服用该类药物。

“他汀类药物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2%~9%，可有胃肠
道反应、皮肤潮红、头痛等暂
时性反应。通常情况下，患
者对他汀类药物耐受良好。”

陈淑敏主任说，需要注意的
是，他汀类药物能够放大运
动诱发的肌酸激酶升高，出
现“他汀相关的肌肉症状
（SAMS）”。无论有无肌酸
激酶升高，SAMS可在数周
内消失。若未消失，则考虑
是他汀类药物诱导的坏死性
自身免疫性肌病（SINAM），
患者表现出近端肌无力、肌

酸激酶显著升高。
“可以说，他汀类药物在

临床中使用的困扰是其不良
反应，特别是肌肉毒性。”陈
淑敏说，通过药物基因检测
可以预测他汀类药物（阿托
伐他汀、辛伐他汀、瑞舒伐他
汀等）的肌肉毒性及降脂疗
效，从而帮助患者选对药，提
高疗效，降低不良风险。

用他汀降血脂 最好做个药物基因检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邢璐

李凌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