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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出镜
记录一个缺牙老人
的真实种牙过程

从上午做术前检查开始，
到种牙成功尝试啃苹果，只用
1天。这是一个普通缺牙老人
的种牙过程。种植牙手术没有
想象中的血腥、恐怖和痛苦，手
术区一直清清爽爽。医生全程
耐心、温和地引导老人配合手
术，还不时关切地说：“李阿姨，
有什么不舒服就举手示意。”但
是，从消毒、铺巾到拔牙、种牙、
戴牙，整个过程中李玉凤老人
都没有出现不适，也跟医生配
合得非常好。

激动不已
老人只用1天
找回缺失10年的“口福”

下午3点左右，王中杰医
生递给李玉凤一个苹果，说：

“李阿姨，您啃一下苹果，试试

牙怎么样。”老人没想到这么快
就能吃苹果了，一脸吃惊的她
接过苹果，小心翼翼地啃了一
口，发现完全没问题，就忍不住
大口地吃起来，没一会儿苹果
就被吃完了。

她激动不已：“我从十年前
掉牙开始，就没有这么痛快地
吃过东西了。王医生真是厉
害，1天时间就把我的‘口福’
种回来了。”吃完苹果，她一边
拿着镜子照，一边不停地笑，对
自己的种植牙非常满意，庆幸
拜博口腔种了一口好牙。

艺高胆大
当天种牙、戴牙后
立刻可用，吃苹果没问题

“李玉凤老人的牙齿情况
特别复杂，神经血管交错、牙槽
骨缺损比较多、上牙残根也多，

种植位点很难找，手术程序多、
步骤繁琐。”业内资深种植牙专
家评价这个案例时说，“王中杰
医生艺高人胆大，这么难的病
例竟然都敢直播，很不简单。”
王医生在直播镜头下完美地呈
现出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手术过
程：当天种牙、戴牙后，立刻就
能使用，吃苹果也完全没问题。

加微信bybo55993333
享数字化种植牙优惠项目

1.18.8 种植套餐（含普通
拔牙）

2.全口牙齿检查免费
3.意大利 NewTomCT 拍

片免费
4.数字化3D模拟取模免费
5.种植博士、种植院长、种

植主任免费预约
6.进口品牌种植牙种一送一

“春困”是人体生理机
能随着自然界气候变化而
出现的一种生理现象。春
季万物生发，一派欣欣向
荣。人体也一样，应该神清
气爽，但如果人体阳气生发
不足，就会出现困倦、发力、
嗜睡等，发生“春困”现象。

如果不是由于心脑血
管疾病、高血脂、失眠、贫
血、抑郁等疾病所导致的困
倦，普通的春困可通过适当
休息、注意饮食、运动、起居
等进行调节。对于人体阳
气生发不足、气虚所致的春
困，还可以选用西洋参泡
饮，补气提神，抗疲劳。

中医认为，西洋参补气
养阴，清热生津。用于气虚
阴亏、内热、咳喘痰血、虚热
烦倦、消渴、口燥咽干。现

代研究表明，西洋参中所含
的氨基酸类、皂甙类等成
分，可以缓解疲劳，增加机
体的免疫力，而且西洋参饮
片具有缓解疲劳与增强人
体运动耐力的作用。

可取3~5克西洋参片，
沸水冲泡，加盖焖5分钟，
代茶饮。反复冲泡至无味
后将西洋参嚼服即可。

西洋参除了单味泡饮，
还可以搭配枸杞、大枣、菊
花、黄芪等一起冲泡代茶
饮。搭配枸杞可以滋补肝
肾、益精明目；搭配菊花可
以平肝明目、疏散风热；搭
配大枣可以补中益气、养血
安神；搭配黄芪可以补气固
表，增加补气生阳之效。

暖暖春日，泡杯西洋参
茶，享受难得的美好时光。

春天，除了空气中缺少
水分外，身体也极易出现缺
水的情况，这时补水还需要
加上食疗方面考虑。

很多人早上起床时感
到口干舌燥、嗓子疼，或身
上燥热、皮肤干，甚至眼睛
发干。“温的白开水是晨起
时比较好的补水饮品。”河
南大学附属郑州颐和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瑞勤
说，晨起时血液会相对浓
缩，补充水分能很好地补充
血容量，降低血液黏稠度，
并清理消化道和泌尿道。

“解除燥热中医多用补
阴润燥法。”郑州颐和医院
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朱黎
明说，根据传统医学五行与
五色相应的原理，不妨多吃
一些“白色食物”。做菜时，
可选择白萝卜、白菜、冬瓜、
百合、银耳、莲藕、莲子等多

汁食材。烹调以流食为主，
如雪梨羹、冬瓜汤、莲藕汤
等。梨是“补水之王”，不但
能够增加水分的摄入，还有
利于维生素的补充。每天
选择清淡汤粥，补水效果也
不错。

朱黎明提醒，饮食应以
养胃阴、补肝血、润肺为主，
应多吃山楂、柚子、石榴、苹
果等清润甘酸的水果，由于
其中富含鞣酸、有机酸、纤
维素等营养物质，不仅能刺
激消化液分泌，加速胃肠蠕
动，同时还可以滋阴润燥。

饭菜中含盐量太高，会
导致唾液分泌减少，利于各
种细菌在上呼吸道存活；高
盐饮食还可能降低黏膜抵
抗疾病的能力，使各种病菌
乘虚而入，诱发咽炎。炒货
如瓜子、花生等又咸又干也
是咽喉的大敌，要少吃。

真实记录：当天种牙，当天啃苹果
拜博口腔联合本报回馈读者，种植牙“种一送一”，国家二级口腔医院，种牙更放心！
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 567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大河
真实记录“当天种牙，当天啃苹果”种植案例：郑州拜博口腔种植专家、种植“最强大脑”

王中杰为69岁严重牙缺失老人李玉凤（化名）一天内完成拔牙、种牙、戴牙，让老人能当天吃
苹果的全过程。大河报种牙专线：0371-65795671

人与人之间劳动强度、生
活环境、汗液排量以及饮食情
况等均有不同，饮水量也不能
一概而论。每个人可以根据是
否口渴、尿量及尿的颜色等,来
判断是否存在饮水不足。

地面流动的天然矿泉水
切勿随意饮用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饮水卫生问题基本消失。
但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些环节
易出现水卫生问题。主要表现
在室内装修导致水污染（重金
属多见于管道材料中所含的铅
等，化学物质存在于防水材料、
胶黏剂中），旅游景点灌接、饮
用天然矿泉水，及浅井、深井、
泉水、窖水等分散式供水环节。

在许多旅游景点，承载着
优美故事的、天然流动的矿泉
水，被称“富含矿物质，甘甜清
冽，可直接饮用”，许多游人会
当场灌接饮用。殊不知，饮用
天然矿泉水是从地下深处自然
涌出的或经钻井采集的，含有
一定量的矿物质或其他成分，
在一定区域未受污染并采取预
防措施避免污染的水。而许多
景区所见到的天然矿泉水，有
的只是山涧的一股溪流，或者
即使是从地下深处涌出，却流

过了一段很长的地表，往往缺
乏避免污染的措施，因此颇具
安全隐患。

含糖饮料摄入过多
威胁人体健康

喝饮料成为一些人的习
惯，特别是含糖饮料（含糖量在
5%以上的饮品）的消费量近年
来呈现上升趋势，这也给居民
健康带来隐患。

市面上多数含糖饮品的糖
含 量 在 8% ~11% ，有 的 达
13%。喝一瓶500毫升含糖量
8%的饮料，相当于摄取40克
糖。偶尔饮用含糖饮料并无大
碍，但当饮用含糖饮料成为习
惯时，便会在不知不觉中，额外
摄取过多能量，增加龋齿、肥胖
及Ⅱ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养成主动饮水习惯
不要等口渴才想起喝水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
议，成人每天摄入水量在1.5~
1.7 升，即 7~8 杯水。感到口
渴，已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

根据儿童、老年人等特殊
人群区分，饮水的时间段、饮用
量、水温也有所区别。指南建
议，6~10岁学龄儿童饮水量是
每天 800~1000 毫升；11~17
岁青少年每天 1100~1400毫

升；天气炎热或运动出汗较多
时，应增加饮水量。推荐在每
个课间喝水 100~200 毫升。
学龄儿童首选白开水，不喝或
少喝含糖饮料，禁止饮酒。

65岁以上人群，推荐每天
饮水 1.5~1.7 升；清晨及睡前
1~2小时，各饮用一杯温开水；
其余水量可少量多次分配在一
日之间；首选40℃左右的温开
水，尽量不喝含糖饮料。

当夏季来临、温度升高，大
量出汗，要增加饮水量，同时注
意补充盐分，以弥补钠的丢失。
喝淡盐水、菜汤、鱼汤、面条汤
等，是补充盐分的良好方法。

知识问答
（单选题）喝一瓶500毫

升、含糖量8%的饮料，相当
于摄取了多少克糖？（ ）

A.30克 B.50克
C.40克 D.60克

温馨提示：读者可留存本
系列报道，待报道刊登结束
后，将有有奖竞答活动。

受访专家：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营养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王朝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良好的饮水习惯，可减少疾病发生
编者按 水是生命之源，人体新陈代谢的所有环节都离不开水。

健康提“素”，你我行动 2020

春饮一杯茶 春困赶跑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春天，让身体吃出水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邢璐

冠心病是动脉粥样硬
化导致器官病变的最常见
类型，也是危害中老年人健
康的常见病。了解冠心病，
掌握正确的保健方法，能有
效预防冠心病发作。

3月29日15点~17点，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
号楼21楼会议室，该院心
内科将举办一场大型健康
讲座《冠心病患者的生活指
导》，由闫文泰教授主讲。
会后，还有多位专家教授现
场为患者咨询义诊。

冠心病患者

听听专家的生活指导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公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