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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虽好，但也需要严格
的质量把关，就好比汽车中的豪
车，车再好司机不行也会出车
祸。”彭布强院长介绍，中老年人
种牙需要考虑牙骨条件，牙骨是
种植的土壤，牙骨太薄，种植牙
无法固定。另外，中老年人新陈

代谢慢，术后的创伤恢复也慢。
拜博口腔“当天用”种植牙技术
有效解决了这些问题，微创无
痛，不论骨头条件好坏都能做
到，特别是半口牙缺失只需种4
颗，当天种牙当天用，保证了种
植牙安全有效。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小脑萎缩是中老年人的常见
病，对于患者健康带来严重危
害。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
科三病区主任嵇朋介绍，导致小
脑萎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衰老、
代谢障碍、内分泌机能减退、血液
黏稠度增高、血流缓慢、血流量减
少，致使正常机能活动所需的能
量减少；另一个因素是由于老年
人动脉血含氧量低，脑细胞相对
缺氧，可引起脑细胞合成各种酶
和神经传导递质的减少。

对于老年人来说，最重要的
就是预防小脑萎缩。

1.增加社会活动。在日常生
活中，经常读书看报、写写算算，
有规律地运转大脑，不断促进大
脑神经及感官信息运动的活跃，有
利于改善脑部血液循环，推迟脑
细胞老化，延缓小脑萎缩的进程。

2.加强小脑锻炼。如退步
走，倒走与向前走使用的肌群不
同，给不常活动的肌肉以刺激，长
期坚持倒走对腰腿酸痛、抽筋、肌
肉萎缩、关节炎等有良好的辅助
治疗效果。更重要的是，由于倒
走属于不自然活动方式，可以锻
炼小脑对方向的判断和对人体的
协调功能，但老年人进行退步走
时要注意安全，不要跌倒。

3.清淡饮食，保持大便通畅。
便秘是心脑血管意外事件发生的
常见诱因之一，脑血管意外对脑
组织的损伤最为直接和严重。平
时多吃点水果，清淡饮食，便秘严
重者可配合饮用一些肠清茶。银
杏、丹参等活血、健脑的中药对预
防小脑萎缩也有一定效果。

4.积极预防血管性疾病。预
防小脑萎缩，尤其是有脑萎缩遗
传性家族史的患者，应该积极防
治某些全身疾病，尤其是影响血
管健康的疾病，如高血压、糖尿
病、高脂血症、动脉硬化等，做到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样才
能延缓和控制病情的发展。

关节病怎么就诊更合
理？选择西医还是中医？选
择内服还是外用？最近，不少
患者到郑州市迎宾路与田园
路交叉口的张氏中医馆咨
询。为此，记者就读者关心的
问题，邀请张喜海集中回答。

问：张氏中医馆最大的特
色是什么？

答：张氏中医最大的特色
是内病外治，中药热敷，不吃
药、不打针、不按摩、不牵引、
无需手术，无痛苦，无副作
用。内病外治疗法就是把复
杂的中医治疗精华集中在一
点，运用在人体经络中，调节
阴阳，用草药制作药物贴，以
任督二脉、膀胱经即“三经”为
参，找到与疾病相对应的治疗
穴位，敷于肌肤之上，再运用
现代热敷导入设备，使中药药
物成分充分渗入，实现自我调
理、自我治疗。

问：能治疗哪方面疾病？

答：主治骨关节病、颈肩腰
腿疼、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
死、风湿性关节炎、肌肉拉伤等。

问：这种治疗方式对哪些
人群最适应？

答：针对急性、常年的骨
关节慢性病，久治不愈的、找
不到正确治疗方法的人群。

问：怎么看待目前鱼龙混
杂的中医馆现象？

答：中医药博大精深，中
医药市场鱼龙混杂，出现了不
少人打着中医世家、秘方等中
医药的幌子，扰乱市场，而中
药种植由于缺乏标准，源头上
出现了以次充好的现象，影响
了中医药的品质，因此，我们
更有责任传承真正的中医，让
更多老百姓受益，即日起，张
氏中医馆推出惠民活动：股骨
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首次到
馆免费治疗 10 天。颈椎、腰
椎、膝关节患者首次进店治疗
10天送5天。

张喜海说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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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病究竟怎么看
权威回答看这里

为什么一颗牙竟成长寿关键？
研究表明：牙齿缺失可能影响人类寿命甚至引发抑郁症等心理疾病
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核心提示 | 饮食是人的生存之本。然而随着年龄增长，人的牙齿逐渐脱落，原本简单轻松的
饮食竟也变得十分困难。营养吸收跟不上，当然会降低生活质量甚至影响身体健康。大河报种牙
专线：0371-65795671

在经济落后的年代，大部
分人没有更多的钱购买更好
的食物。而在经济高速发展
的今天，许多人依然因牙齿脱
落，不能再吃许多美食，如牛
肉、排骨等，只能选择豆腐等
软性食物，饮食结构愈发单

一。拜博口腔院长彭布强说：
“研究表明，长期无法享受美
食，不仅可能造成身体营养失
衡，也会导致人郁郁寡欢，引
发心理疾病，身心遭受双重打
击，健康情况不断恶化。”因
此，牙齿成为长寿关键。

范先生10多年前开始牙齿
脱落，而后一直佩戴假牙，每次吃
饭麻烦不说，最近越发感觉假牙
戴着很不舒服。半年前，他的牙

龈长出几团肉瘤，结果被诊断为
牙龈病变需要手术切除。

彭布强院长表示，长期佩戴
假牙可能造成牙槽骨吸收，致使

假牙基托无法与牙龈完全吻合，
若不及时处理，牙龈会长期受到
不良刺激，不仅引起疼痛，还会引
发慢性炎症甚至诱发成恶变。

戴假牙有健康隐患，那缺牙
人士怎么办？种植牙的出现，解
决了这一问题。据统计，法国、日
本等国家每万人种植牙数量几乎
是中国的50倍以上，如今种植牙

在国内逐步流行。
彭布强院长介绍说，种植牙

是通过种植人工牙根，与人体自
身骨组织紧密融合的一种先进技
术，使用体验与真牙几乎一样，已

成为发达国家最普遍的缺牙修复
方式。拜博口腔“当天用”技术甚
至还能做到当天种牙当天吃大
餐，成为越来越多的缺牙者的第
一选择。

你是否还有饮食选择权?

□记者 刘静

戴假牙，小心口腔重病找上门

种植牙似真牙,当天就能吃大餐

“当天用”种植牙 解决种牙两大难

1.进口品质种植牙包干价3980元/颗（种植体+基台+牙冠）；
2.挂号费、CT拍片检查费、种植方案设计费全免。拜博口腔联合本报回馈读者

专家为缺牙患者制订种牙方案

□记者 林辉

20岁的小李最近一个多月
吃馒头、米饭等硬质食物时下咽
不畅，感到哽噎。联想到我省食
管癌多发，小李的父亲带着儿子
匆忙从老家来到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心胸外科就诊。经
检查，小李被确诊为颈胸交界处
肿瘤，需要手术治疗。

手术由该院心胸外科曹建西
主任主刀，在仝国林主任医师和
赵明理副主任医师的配合下，成
功为小李切除了肿瘤。手术后病
理证实，小李颈胸交界处肿瘤是

一个较大支气管源性囊肿。
术后三天，小李即可经口进

食，未诉特殊不适。目前，小李身
体恢复良好。

“支气管源性囊肿指先天性
的呼吸系统发育异常所引起的一
种囊性肿物，又称支气管囊肿。
按发病部位分为肺内型、纵隔型
和异位型。”曹建西介绍说，颈胸
交界区肿瘤因毗邻较多骨结构
（如胸骨、胸锁关节及锁骨）和众
多重要神经血管组织（如喉返神
经、交感神经链、颈总动脉等组
织），并且上述结构或组织一般较
难牵拉拨动，患者常规手术入路

可能要劈开胸骨，对患者创伤很
大，术后患者疼痛剧烈，同时颈胸
部肿瘤术中视野显露尤其困难，
很容易出现误伤。因此，需要术
前精巧设计，术中精准解剖，才能
完整地切除肿瘤。

所有支气管源性囊肿都需要
切除吗？曹建西说，囊肿如果较
小，没有症状，可以定期观察。颈
部支气管囊肿偏大，压迫食管有
吞咽困难时需要手术切除。所
以，吃饭吞咽哽噎，不一定是得了
食管癌，也有可能是良性疾病。

线索提供 毋杨 陈璐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郭婷

随着预防艾滋病母婴传
播技术日趋成熟，先天即暴露
于HIV阳性母亲的婴儿问世，
这些婴儿是否能同普通婴儿
一样接受常规免疫程序？艾
滋病病毒(HIV)感染者所生的
宝宝，哪些疫苗可以接种、哪
些疫苗暂缓接种、哪些疫苗不
能接种呢?

郑州市疾控中心艾防所
相关专家表示，HIV感染母亲
所生儿童的HIV感染状况可
分为三种：一是HIV感染儿
童；二是HIV感染状况不详儿
童；三是 HIV 未感染儿童。
HIV感染者所生宝宝是否已
HIV感染、是否出现症状、是
否有免疫抑制情况要由医疗
机构做出诊断。

如果HIV感染者所生宝
宝在接种前未做HIV抗体检
查，在宝宝18月龄前可暂时不
进行HIV抗体筛查，按HIV
感染状况不详儿童进行接种。

根据2016年最新的国家
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
及说明，非HIV感染母亲所生
儿童，接种疫苗前无需常规开
展HIV筛查。HIV未感染儿

童可以和正常儿童一样接种。
此外，针对具体的疫苗，

相关程序也做了详细说明：
1.HIV感染母亲所生儿童

在出生后暂缓接种卡介苗，当
确认儿童未感染HIV后再予
以补种；当确认儿童HIV感
染，不予接种卡介苗。

2.HIV感染母亲所生儿童
除非已明确未感染HIV，否则
不予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甲
肝减毒活疫苗、脊灰减毒活疫
苗，可按照免疫程序接种乙脑
灭活疫苗、甲肝灭活疫苗、脊
灰灭活疫苗。

3.HIV感染母亲所生儿童
如经医疗机构诊断出现艾滋
病相关症状或免疫抑制症状，
不予接种含麻疹成分疫苗(麻
风疫苗、麻腮风疫苗)；如无艾
滋病相关症状，可接种含麻疹
成分疫苗。

4. HIV感染母亲所生儿
童可按照免疫程序接种乙肝
疫苗、百白破疫苗、A群流脑
多糖疫苗、A群C群流脑多糖
疫苗和白破疫苗等。

除HIV感染者外的其他
免疫缺陷、免疫功能低下或正
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疗者，不予
接种减毒活疫苗。

记清这4条，预防小脑萎缩

吃饭哽噎，未必是因食管癌

母亲感染HIV，
宝宝打疫苗有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