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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种牙3~12个月修复期
太折腾！

“一心想种牙吃好饭，结果
折腾了7个多月，记不清往医
院跑了多少趟，真折腾！”刚刚
完成整个修复过程的李大爷，
逢人都要“吐槽”一番。

这种传统种植牙技术需要
一个漫长的过程：先拔牙，等3
个月创口恢复再种牙；再等3
个月骨结合后戴牙，最终才能
正常吃饭。遇到复杂病例，还
需要加入人工植骨环节，这就
又要增加 3~6个月的等待时
间。前后加起来，种牙修复期

需要3~12个月甚至更久，给患
者造成了很多不便和痛苦。

拜博口腔种植技术
种牙当天就能吃饭

“我骑车摔断两颗门牙，
没想到种牙当天就能正常吃饭
了。本以为要像我二叔一样，
好几个月不能戴牙呢。”张先生
到拜博口腔种牙时，门牙断裂
只剩下残根。考虑到美观和社
交，彭布强院长建议使用数字
化种植技术“即拔即种、即刻负
重”。最终，张先生接受了医生
的建议，拔残根、种牙、戴牙，1

次性解决缺牙问题。
传统的种植体植入时间是

在拔除残根3个月后，方能植
入种植体。它可能使牙槽骨发
生生理性吸收，常常导致种植
时骨量不足，牙龈随着骨组织
吸收萎缩，使种植修复后美学
效果差，数字化种植技术可以
有效避免上述问题。但是，这
种技术也是有条件的，必须遵
循专业医生的建议配合治疗。

辞旧换新牙，健康过大年！

辞旧迎新，大河报联合拜
博口腔回馈读者：

1. 半价补贴种植牙名额
大放送；

2. 交 26 元获 1 次免费种
牙抽奖资格；

3. 做种植牙满 1000 元减
2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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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牙、种牙、戴牙，缺牙问题1次解决
拜博口腔喜迎26周年，联合本报回馈读者，种植牙半价补贴、仅26元就有免费种植牙机会，
加1元可换购3大豪礼。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 567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为让缺牙患者“少
挨刀、少跑路”，在26
周年庆到来之际，拜博
口腔继续推广数字化
种植技术，帮助患者1
次解决缺牙问题，减轻
痛苦，恢复健康好牙。
大 河 报 种 牙 专 线 ：
0371-6579 5671

“进入冬季感冒发烧、得流
感的孩子有不少，患心肌炎的
孩子也增多了。”河南省儿童医
院心内科主任冯迎军提醒，如
果孩子出现感冒症状后2~3周
出现心慌、胸痛、胸闷气短、面
色苍白等不适，就要警惕发生
心肌炎的可能，应及时就医。

“心肌炎最爱找上小孩子，
这主要是因为儿童正处于生长
发育阶段，心脏等器官的功能
还不完善，本身抵抗力不强，容
易受到各种外来细菌、病毒侵
袭。”冯迎军介绍，心肌炎的诱
因很多，病毒感染是最常见的，
可以占60%~70%以上。

据介绍，有30余种病毒都
可导致心肌炎，其中最主要的
是柯萨奇病毒B组病毒。“门诊
上常见的呼吸道感染和胃肠
炎，很多家长认为没啥大事。”
冯迎军说，恰恰是这两种“小
病”会成为儿童心肌炎的诱因。

心肌炎病情本身没有特异

性，取决于病变的广泛程度与
严重性、渐进性，呈现出隐匿进
展型。一般是在儿童感冒后数
天或2~3周后发病，其症状有
轻有重。轻者症状不明显，加
之孩子小，常常表达不清，易被
忽视而漏诊或误诊。

症状较轻时及时就诊，心
肌炎是可以痊愈的。但如果不
及时就医，当发展到危重状态
（暴发性心肌炎）时，会造成生
命危险。所以，家长一定要有
这方面意识，孩子在感冒或腹
泻后，发生心慌、胸痛、胸闷气
短、面色苍白等症状时，不要以
为只是病后孩子身体虚弱，应
警惕发生心肌炎的可能，及时
到医院就诊检查。

冬季预防孩子患心肌炎，
主要是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
力，预防感染，尽量减少感冒。

冯迎军提醒，患病的孩子
在心肌炎急性期一定注意卧床
休息，不能太劳累，注意做到：

1.治疗过程中要预防反复
感冒。

2.注意休息，病情稳定一
个月后适当增加活动，但在恢
复期（半年内）需限制活动量。

3.按时作息，保证足够的
休息与睡眠。

4.根据身体恢复状况增加
活动量，以不出现心慌、胸闷为
宜。

5.合理饮食，多食优质蛋
白、新鲜果蔬，达到膳食均衡。

孩子感冒，警惕发生心肌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吴韦丽 马一禾

很多人体检做B超时，
得知自己有脂肪肝后都会
问一句：严不严重？实际
上，根据超声图像判断脂肪
肝程度很主观，不准确。

“目前，许多超声医师
已经不再对脂肪肝进行分
度。”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
院超声科专家袁连伟解释
说，这是因为检查者不同，
脂肪肝分度会不同；检查的
仪器不同，脂肪肝分度会不
同；即使同一个人使用相同
仪器，如果仪器调节不同
（如超声频率等），脂肪肝分
度也会不同；而很多人的脂
肪肝超声分度结果和病理
或实验室检查（肝功能，血
脂等）并不匹配。所以，脂
肪肝严不严重，不能只看超
声图像，还需看血脂和肝功
能的指标数值。

“不少没有症状、肝功
能正常的人觉得无所谓，认
为脂肪肝不会对身体有多
大妨碍。这种观点是非常
错误的。”袁连伟说，脂肪肝

是代谢综合征在肝脏上的
表现。因为肝脏是人体重
要的代谢器官，人体的糖、
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等都
需要通过肝脏代谢和调节，
所以，脂肪肝可以说既是代
谢综合征的结果，也是代谢
综合征加重和发展的重要
因素，也就是说，脂肪肝绝
不只是“肝”的事。

袁连伟介绍，脂肪肝患
者脂肪代谢紊乱日久，会造
成糖代谢、嘌呤代谢的紊
乱，导致合并高脂血症、心
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日益
增加。对脂肪肝患者而言，
心脑血管事件和糖尿病可
能比肝硬化更早见、更多见
且更致命。

好在，脂肪肝是可逆
的。袁连伟说，治疗脂肪肝，
除了按照医嘱治疗，根本上
是要靠自己“管住嘴，迈开
腿”，养成健康的饮食、生活
习惯。控制食物摄入总量，
少吃高脂肪、高热量食物，
加强有氧运动，最好戒酒。

前两天，河南省中医院
骨病一科主任史栋梁接诊
了右手手指麻木1年多的
杨女士。杨女士断断续续
治疗，考虑过颈椎病，考虑
过末梢循环差，还查过血
糖，给予相应的治疗后有好
转，但容易反复，麻木的症
状甚至最近还有所加重。

史栋梁详细询问了治
疗过程，发现杨女士生活中
常做家务，空闲时玩电脑游
戏。她的手指麻木主要在
大拇指、食指和中指，腕部
叩击试验明显阳性，而臂丛
神经牵拉试验并没有明显
阳性反应，查肌电图回示：
考虑正中神经损伤。

史栋梁告知杨女士，手
指麻木的病因主要是腕管
狭窄引起的，通俗地说就是
支配手部的一条神经走行
渠道堵了，疏通开就好了。
杨女士半信半疑地接受了

针刀松解治疗，术后第二天
手部胀麻感明显得到缓解。

“腕管综合征是正中神
经在腕管内受压迫所引起
的三个半指酸痛、麻木等症
候群的病症，多见于30~60
岁女性。”史栋梁说。腕管
综合征的主要症状有感觉
异常，以拇指、食指、中指等
桡侧的三个手指有蚁行感、
麻木、肿胀痛，夜间或清晨明
显；还常有难以形容的烧灼
痛，并有肿胀与紧张感。手
指麻木，桡侧三个半指异样
感及麻木感，有时累及五指，
开始为间歇性；患手活动不
灵，执行精细动作时手感笨
拙，甚至严重功能障碍。

史栋梁说，一般的体格
检查有屈腕试验、腕部叩击
试验、止血带试验，基本可
以明确诊断，治疗上多以保
守治疗为主，若保守效果不
明显可进行手术治疗。

脂肪肝是否严重
不能只看超声图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肖婧菁

手指麻木
还可能是腕管综合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任博文

临近春节，家家都在准备
各种美食，专家提醒，过节请勿
暴饮暴食，以免吃出急性胃肠
炎、胰腺炎。

近期，郑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消化内科二病区收治了多名
因暴饮暴食诱发的急性胰腺炎
患者。寒冬季节，市民不再吃

夜市了，为啥易发急性胰腺炎
呢？专家称，急性胰腺炎高发
多与饮食不当有关。暴饮暴食
或酗酒，会使胰腺分泌旺盛，肠
壁水肿，而胰胆管一时无法让
大量的胰液快速通过，引流不
畅，甚至反流入胰管，就会导致
胰腺自身消化而引起胰腺炎。

因此，尤其是在春节饮食
要荤素搭配、烹饪方式多样化，
少吃煎炸烤食物，保证谷物、淀
粉类食物的摄入，限制饮酒，避
免暴饮暴食。专家提醒，急性
胰腺炎发病急剧，死亡率高，对
于一些发病“信号”要提高警
惕，及时就医。

暴饮暴食，容易吃出胰腺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周二彬 林昆

慢病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