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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数字字化化即即刻刻种种植植 轻轻轻轻松松松松换换新新牙牙
种植牙200抵2000，再享满10000立减1000 预约电话：0531-82389888

葛医药资讯

核心提示：都知道“缺牙就
选种植牙，有嚼劲儿还耐用”。
可是缺牙多颗、半口/全口缺牙
的人犯了难：种植牙缺一颗种
一颗，缺了半口牙岂不是要种
十来颗？不仅贵还遭罪啊！9月
17日，济南拜博口腔医院将举
行“种植牙开放日”邀请山东省
口腔医院以及济南市口腔医院
种植专家1对1亲诊，仅限15个
名额，预约从速，预约电话：
0531-82389888。

牙周病让杨老师
上颌只剩2颗牙，数字
化种植当天戴牙当天
用

杨老师因重度牙周病导致
上颌多颗牙缺失，只有右侧的
两个大牙还在“工作”，配了一
副活动假牙，每天摘戴很麻烦，

吃东西还嚼不烂、费劲。平时杨
老师基本不戴它，除非外出让
形象好一点才会戴上。在报纸
上看到拜博口腔做的种植牙开
放日活动，决定实地一探究竟，
看一下这种植牙是怎么神奇地
种上去还能几乎和真牙一模
一样呢。济南拜博口腔医院
种植专家看杨老师的牙片后
解释，杨老师因为缺牙时间
较长，牙槽骨严重萎缩，剩下
的 两 个 牙 因 为“ 超 负 荷 工
作”，牙根出现严重的骨吸
收，也很难保留下了。按照传
统种植方法修复需要植入8颗
种植体，因骨量不足还要植
入大量骨粉，手术创伤大，愈
合周期长。建议杨老师采用数
字化即刻负重种植，只需植入4
颗种植体，就可以恢复半口牙
的咀嚼功能，当天种牙当天就
能吃东西。

数字化导板保驾
护航，1小时拥有全口

“新”牙

拜博口腔数字化种植技术
利用先进的口内扫描设备，将
患者的牙齿状况真实呈现，利
用3D打印技术实时制作种植
导板和临时基台等修复体。口
腔医生可以在种植手术前快速
获得导板、基台并制作临时牙，
实现微创种植和即刻负重。口
腔数字化种植尤其是对全口/
半口牙缺失、种植牙失败等疑
难种植牙患者，实现了即刻负
重，告别缺牙痛苦。

与传统种植技手术相比，
数字化种植有四大优势：

1 .手术安全性显著提高。
在导板的帮助下，种植位

置、角度和深度都得到精确控制

2 .实现微创手术、减轻患
者痛苦。

根据术前的合理规划和术
中导板的精确定位，降低术后
肿胀、疼痛、感染等并发症的发
生风险。

3 .方便“即刻负重种植”。
根据术前的方案规划和术

中导板的精确定位，拔牙和种
植可在一次手术中完成。

4 .“即刻修复戴牙”成为可
能。

手术过程中种植和修复一
次完成可实现当天种植当天戴
牙吃东西。

9月17日种植牙开
放日，看种植权威专家
不用排队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人了解
种植牙，更多缺牙患者能享受

到种植牙带来的好处，拜博口
腔在山东省口腔医院以及济南
市口腔医院邀请多位知名种植
专家联合会诊，打造术前个性
化种植方案。术前的精准设计，
是种植手术操作的方向性正确
的保证，可大大提高种牙的舒
适度与成功率。

活动链接：

1、种植牙200抵2000赠送全
瓷冠，再享满10000立减1000折
上折

2、预约可免省专家挂号
费、手术费、拍片费、检查费0元
全免

3、到院即可有机会免费抽
取德国种植体+全瓷冠

4、到院即送精美瓷器一份
5、预约电话：
0531-82389888

老老咳咳喘喘 久久治治不不愈愈有有妙妙招招
— —— 咳 、喘 、痰 、憋 、闷 等 问 题 ，孙 思 邈 一 招 解 决

说到孙思邈，那可是经历西
魏、北周、隋朝、唐朝四个朝代的
老神医，享年141岁，是世界上最长
寿的名医。据传，隋文帝、唐太宗、
唐玄宗几朝皇帝都找他医好过
病，被后人誉为“药王”，奉之为

“医神”。其实，孙思邈一生得过两
次“咳喘”病，他自己在与疾病的
斗争中，总结出一套“夜治咳喘妙
方”，医好了自身的咳喘病，也让
广大的咳喘病患者摆脱了痛苦！

孙思邈“夜治咳喘妙方”历经

千年传承，组方精妙，工艺独特，
服用方法精准，治疗疾病效果神
奇，2015年9月，组方及炮制工艺两
项均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孙思邈开创了中医治疗老咳喘病
的先河，解决了老咳喘病久治不
愈的难题，也让中医治疗咳喘病
走到了前沿。从此，老咳喘患者在
睡眠中就能轻松告别疾病困扰。
孙思邈告诉你一个
与众不同的“夜治咳喘妙方”

如果您去医院打过很多吊瓶

的激素、吃过很多中西药还是久
治不愈，如果您正在经受老咳喘
病的折磨，请快快来电申领孙思
邈“夜治咳喘妙方”，这是一个值
得您信赖的夜间治咳喘妙方，给
您讲述一个不一样的咳喘病治疗
方法，让您受益无穷。通过阅读孙
思邈“夜治咳喘妙方”，很多疑问
您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您还可
以从众多真实案例中吸取经验，
少走弯路，让你远离咳喘病！
免费申领热线：400-1622-177

脑脑萎萎缩缩 帕帕金金森森 喜喜遇遇良良方方
一种治疗药物发明专利公开

脑萎缩、帕金森是脑组
织细胞受损、萎缩、衰亡，脑
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早期
症状为头晕健忘、流口水、行
为异常、行动迟缓、手足震
颤；中晚期则痴呆、大小便失
禁、瘫痪，及早治疗尤为重
要。

康脑丸是国家药监部
门审批的国药准字专业治
疗药品。它精选广西高山五
指毛桃、牛大力、千斤拔、
扶芳藤等多味名贵壮药科
学配伍，诸药合用，共同协
作，补肾益脾，健脑生髓，

修复受损的脑组织细胞，恢
复脑神经功能。

康脑丸荣获国家发明专
利，专利原文：“本发明药物
具有补肾益脾，健脑生髓功
能，用于健忘头昏，倦怠食
少，腰膝酸软等症，即西医脑
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等脑
病，见效快，效果好！”

康脑丸为纯中药制剂，
上市以来，已成为治疗脑萎
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理
想药物。用后整个人焕然一
新，重享健康生活！

咨询热线：400-700-8835

治治疗疗心心脏脏病病 不不花花冤冤枉枉钱钱
得了心脏病，常出现：胸

口绞痛，心脏突突乱跳，心慌
心悸，胸闷气短，心烦失眠，
心肌缺血，心律不齐等症。

治疗心脏病，不花冤枉钱，
请认准彝祖芯方，它是颗粒剂

型，溶得快，易吸收，针对心脏
病临床观察治疗效果显著！按
疗程服用，效果好，最大限度避
免心脏意外病发或猝死发生。
滇药广审（文）字第2017070270号

咨询热线：400-998-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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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省城临床用血紧张的情况,山东省血液中心联合山东万通汽车

学院开展“生命延续，爱心无价”无偿献血活动。9月8日下午两点，教学楼前

的广场上聚集着万通学子,老师们首先挽起袖子奉献爱心,在血液中心工作

人员的指导下，同学们有序地排队，符合献血条件的同学迅速填表、体检、

献血，整个流程一气呵成。共有22名同学参加献血，累计献血量达8800ml。

生生命命延延续续

爱爱心心无无价价

老老胃胃病病 久久治治不不愈愈怎怎么么办办？？
寻找100名老胃病患者，零风险验证疗效

如果您正在被老胃病所困
扰，如果老胃病让您痛苦不堪，
如果您治疗多次还是久治不
愈，请您快快来电申领“藏医大
师胃病古方”，藏医大师为您揭
开胃病治疗的误区，深度解密
千古藏医学在治疗老胃病方面
的卓越贡献，并针对各种胃病
要点，提供一个与众不同的藏

医古方，为患者解决胃病久治
不愈的难题。

谨将“藏医大师胃病古方”
献给那些深受老胃病困扰，饱
受煎熬的患者，免费教您看胃
病，不再乱花冤枉钱。现在，只要
您一个电话，不论病情长短、轻
重，来电申领的老胃病患者均
可免费试用“藏医大师胃病古
方”，很多久治不愈的胃病患者
只需4天，就可体验到与众不同
的效果，多年的顽固老胃病患
者只需几个月，就能远离老胃
病困扰。疗效由您验证，机会难
得，莫失良机！
免费申领热线：400-1077-588

山山东东““中中医医中中药药中中国国行行””在在济济南南启启动动
本报济南9月11日讯(记者

王小蒙) 9月9日上午，在济
南市洪楼广场，全省“中医中药
中国行——— 中医药健康文化推
进行动”活动正式启动。今年活
动主题为“中医健康你我他”。
在活动现场，中医药专家开展了

中医体质辨识、义诊咨询、中医
药疗法展示、治疗，中医药保健
操、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表
演，中医药科普知识宣传，中药
饮片、标本、特色制剂展览等。

据了解，当天共义诊群众
6000余人，发放中医药法释义，

中医体质辨识与健康管理、中
医药养生知识等资料1万余份，
赠送药品4000多份。活动的开
展弘扬了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
了中医药知识，提高了公民中医
养生保健素养，为中医药事业发
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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