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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牙不补，健康“亮红灯”，种植牙成长寿新秘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5G动态导航种牙，精准“种出”晚年幸福

牙齿的好坏与身体健康密切相关，2009年瑞典国际牙医大会上，有研究报告
指出，牙缺失加剧记忆衰退，易导致老年痴呆症及脑中风，与拥有20颗以上牙齿的
老人相比，缺牙老人患痴呆症的风险高1.9倍，脑中风风险高57%；牙齿几乎掉光
的老人患痴呆症的风险高2.5倍，脑中风风险高74%。

送孙子上学路上中风倒地
究其根源竟是长期缺牙

张阿姨自55岁退休后，
牙齿也跟着陆续“下岗”
了。“刚开始觉得掉一两颗没
关系，对生活的影响不大，谁
知道后来越掉越多，到今年
只剩下零零落落的三四颗
牙，每天就只能吃些软烂的
东西，假牙也指望不上，一啃
硬东西就‘掉链子’，戴着也
不舒服，总是磨腮帮。”

原以为这些问题忍忍就
过去了，没想到会引来更大
的问题。一天，张阿姨送孙
子上学路上，突然一头栽在
地上，没有了知觉，路人赶紧
打120，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脑
中风，幸好抢救及时，没留下
明显的后遗症。闻讯赶来的
子女和老伴吓得不轻，他们
不明白，平时身体还算硬朗的
张阿姨怎么会突然中了风。

医生分析，张阿姨脑中

风可能源于“缺牙”。原来张
阿姨长期缺牙及重度牙周
炎，给口腔细菌大开“方便之
门”，使身体各处产生炎性反
应，口腔细菌跑到脑动脉内
膜层引发慢性炎症，为脑动
脉粥样硬化埋下祸根，最终
引发脑中风。

张阿姨懊悔不已，“家里
人之前就劝我去种牙，我怕贵
也怕疼，就是不肯，一拖就是
七八年，没成想身体拖垮了！”

活到九十九全靠好牙口
5G动态导航种牙
助力老人长寿

张阿姨出院后，全家人
四处打听去哪种牙更靠谱，
儿子从一位医生朋友那里了
解到，要想种好牙，一定要集
齐三大法宝：高品质的种植
体、先进的种植技术、医术精
湛的种植医生。经过再三比
对、筛选，张阿姨一家的目光

最终锁定了固乐口腔。
张阿姨一家表示，固乐

口腔不仅有北京三甲医院口
腔博士专家团定期亲诊，它
的5G动态导航种牙技术也
是全河南首家引进，有了这
个技术，医生就像有了一双

“透视眼”，能在手术过程中
精确避开血管和神经，把人
工牙根精准地植入到修复牙
要求的理想位置，而且伤口
只有米粒那么大，几乎不会
感觉到疼，舒舒服服就把牙
种好了！

更让张阿姨一家惊喜的
是，现在种牙正赶上固乐口
腔的周年庆活动，种牙更划
算，能减轻不少经济负担。

经过详细的术前诊断，
北京三甲医院口腔博士专家
根据张阿姨的情况制定了植
入4颗种植体恢复半口牙的
方案，从植入“牙根”到戴牙
冠可一次性完成，实现当天
种牙、当天戴冠、当天吃饭。

重获新牙后，张阿姨无
比感慨：“这种牙好神奇，一
点也不痛还很快，儿子说我
从进手术室到出手术室一共
是46分钟，有了好牙口，我
一定能活到九十九！”

口福计划·名医种牙
5G动态导航种牙技术
惠民月

为提升广大市民口腔健
康意识，帮助更多市民重获
口福做贡献，固乐口腔发起

“中原口福计划”，缺牙患者
可以免费体验5G动态导航
种牙技术，还有来自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北京301
医院等的教授、主任医师、博
士口腔专家鼎力加盟，成立
北京三甲医院口腔博士专家
团定期亲诊，让广大缺牙患
者畅享口福！

中原口福计划限时公益
补贴，进口种植体首颗701
元（两颗起种），牙齿矫正低
至3800元。大河报种牙专
线：0371-6579 5608

高血压患者要警惕“隐形杀手”——主动脉夹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崔聪

院长
王平凡：河南省胸科医院副院长
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

解心

今年7月初的一天，30
岁的李先生早起上厕所时突
发晕厥，随后被送到当地医
院，一查，李先生被确诊A型
主动脉夹层。发病20个小
时后，李先生急诊转至河南
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外科八病
区（大血管外科），而这期间
无小便，进一步追问病史发
现，李先生有高血压病史3年，
最高达到 190/100mmHg，
且未进行控制。体型肥胖，
BMI高达 31。进一步诊断
发现，李先生不仅患有 A型
主动脉夹层，大量心包积液，

同时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
全，肝肾严重受损。

国内知名心外专家、河
南省胸科医院副院长王平凡
说，主动脉夹层病情很危急，
因为人的血管如家里的水管
一样，一旦主动脉内膜被撕
裂，血液经破口进入到血管
壁的中层，会形成一个夹层，
由于血流对血管壁压力很
高，所以，一旦外膜破裂，患
者会很快死亡。

通过专家会诊，大家一
致认为，李先生病情危急！
需紧急行外科手术治疗！随
后，李先生被推入手术室。
术中，医生发现，李先生的主
动脉已经薄如蝉翼，再晚一
分钟极可能夺命。

手术历时 7个小时，虽
然李先生体内的“不定时炸
弹”已经拆除，但是因为李先
生之前肝肾功能不全、颅脑
一过性损伤等问题，经历近
四周的多重治疗、调理，李先
生终于康复出院。

王平凡提醒，高血压患
者是主动脉夹层的高危人
群，值得警惕的是，由于生活
作息、饮食习惯、工作及社会
压力等原因，高血压已不再
是老年人的“专利”，疾病趋
向年轻化，30-40岁年轻患
者也很常见了，所以，从确诊
高血压的那一天开始，就要
做好血压控制，防范主动脉
夹层的发生。

同时，王平凡说，主动脉

夹层的预防除了应从高血压
的预防着手外，还应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比如戒烟限酒，
不要暴饮暴食，更不要经常熬
夜，杜绝垃圾食品，控制体重，
保持平常心，避免大喜大悲。

“如果高血压患者出现
胸、背、肩部隐痛或撕裂样疼
痛时，一定要立即就医。”王
平凡说，除此以外，当人们在
心情激动或者剧烈运动时，
出现胸闷痛等症状时，也要
立即到医院就医。

总是失眠怎么办？看中医专家怎么说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工作
压力增大等原因，很多人出现
了睡眠质量差的问题。不健康
的睡眠可能会给人带来精神不
佳、头疼、记忆力衰退等影响。
专家指出，现在因睡眠问题到
院就诊的不在少数，小到初中
生，大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

医生强调，现代人伴随着
压力的增大，针对每个人个体
的情况会有不同的情况。像学
生就是典型学习、考试的压力；
成年人是工作、生活的压力。

总之压力的增大是现在比较多
见的因素。还有一个因素，是
全民普遍运动量不足。

睡眠作为生命所必须的过
程，是机体复原、整合和巩固记
忆的重要环节，是健康不可缺
少的组成部分。有数据显示，
我国约有3亿人存在不同程度
的睡眠障碍，80、90后比老年
人面临更严重的睡眠问题。

研究表明，拥有高质量的
睡眠能够促进健康。反之，睡
眠不好，则对身体调节不利。

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学
习，更影响到我们每一天的精
力。偶尔失眠会造成第二天疲
倦和动作不协调，长期失眠则会
带来注意力不能集中、记忆出现
障碍和工作力不从心等后果。

所以拥有高质量的睡眠显
得格外重要，那么，生活中该如
何调理睡眠呢？

中医专家建议，白天适当
运动，坚持睡前泡脚，入睡前放
松身心。如果是生活工作压力
大、作息不规律等导致失眠，可

以考虑用中成药调理。
归脾丸有着千百年的应用

历史，具有益气健脾、养血安神
的作用，是我国传统中药中的
良方，主要用于心脾两虚、气短
心悸、失眠多梦、头昏头晕、倦
怠乏力、食欲不振。历代医家
用归脾丸治疗心脾两虚型失
眠，药证合拍。现代临床研究
证实,归脾丸对失眠确有改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感冒
发热病人不宜服用；有高血压、
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

性病患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有口渴、尿黄、便秘等内热表现
者不宜服用；儿童、孕妇、哺乳期
妇女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服药
期间如症状加重或出现其他不
适应到医院就诊；对本品过敏者
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韩璐璐

患牛皮癣
10年不见好？
试试中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彬

李洋（化名）今年 26岁，
10年前得了牛皮癣，家人带其
四处求医，病情非但没有控制
住，反而蔓延至全身，现在脸
上、四肢、躯干均有牛皮癣，后
经人介绍找到郑东新区张仲
景国医馆心怡路中医门诊部
坐诊的中医学硕士、执业中医
师张佳乐求诊。

张佳乐医师询问患者情
况后，得知其四肢躯干遍布，
面部亦有，颜色红，起干皮，皮
癣凸起皮肤表面，痒。手脚时
凉，纳差，大便溏，小便黄，睡
眠一般，口干，胃中不知饥，喜
欢食凉食，出汗不多，舌质淡，
苔白腻，脉滑紧，决定采用疏
通肠道，助邪外出的治疗原
则，开具处方：甘草泻心汤加
减，早晚温服。

半月后复诊，张佳乐医师
开具三个方子，方一和方二交
替服用，方三水煎外洗用。三
诊，继续调整处方，患者坚持
治疗半年余，目前一切良好。

张佳乐医师指出，长在身
体皮肤表面的这些湿疹、荨麻
疹、风疹、牛皮癣等皮肤病，其
实是身体的排邪、排病反应。
皮肤病一个重要的症状就是

“痒”，本能反应挠的过程就是
向外疏泄，让邪气出来的过
程。六腑以降为顺，以通为
用，人体的消化道也是以通、
以顺为常。消化道不通畅了
就要生病，通过药物打开人体
的通道，利用人体的自愈能力
将邪气排出体外。既顺应了
自然规律，又顺应了人体排病
规律。

河南省胸科医院惠民举措：
1.所有专家常年免挂号费；
2.全省范围内免费转运急、
危、重症患者；3.免费救助
0至18周岁先心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