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爱中老年缺牙公益活动———“春牙行动”启动

领领取取《《口口腔腔保保健健证证》》看看牙牙55年年补补贴贴
本报记者 焦守广

小红本等于“牙保卡”

每年获38000元补贴

牙齿被称作人体健康的第
一道防线。然而，我国居民的口
腔健康状况始终不容乐观。

据国家卫计委近期发布的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
学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口腔健
康知识知晓率为60 . 1%。口腔
健康问题在各个年龄层中均普
遍存在。65-74岁老年人中，存
留牙数为22 . 5颗，全口无牙的
比例为4 . 5%；缺牙已修复治疗
比例为63 . 2%。

调查数据显示，中老年人
是口腔疾病的高发人群。口腔
健康知识仍需进一步推广普
及。

为了关爱中老年人口腔健
康，提升中老年人生活质量，4
月14日上午，齐鲁晚报将联合
济南圣贝口腔医院举行关爱中
老年缺牙公益活动———“春牙
行动”启动仪式。

对于价格相对较高又没有
纳入医保范畴的种植牙，领取

《口腔保健证》后，每年可获得
30000元种植义齿修复补贴，固
定义齿修复补贴7000元及1000
元的基础诊疗项目补贴，每人
每年总共可获38000元看牙补
贴。首批报名的前100名牙齿缺
失中老年人将现场获得《口腔
保健证》。现场有护牙大礼包相

赠。现场更有济南市知名书法
家赠送墨宝。

首批拟投入

100万元专项公益金

记者从“春牙行动”组委会
获悉，为了帮助广大中老年患
者恢复牙齿健康，本次活动
首批拟投入1 0 0万元专项公
益资金，为济南10000名60周
岁以上老年人连续5年提供全
套免费口腔检查及口腔疾病治

疗补贴。
在传统意识里，许多人认

为老人已经进入了暮年，是人
生的冬季，走不动就拄拐杖，行
动不便就只能呆在家里，年纪
大了牙齿掉得差不多了，也认
为很正常，吃不了硬的吃软的，
嚼不动干的只能喝稀的。牙疼
起来就整日整宿忍着，再不行
就做个活动假牙凑合着，以至
于吃东西咬不碎，营养吸收不
了，普遍引起消化不良、肠胃问
题，诱发老年痴呆、心脑血管和

其他各类疾病，俨然已经成为
老年人生活和健康的“慢性杀
手”。

“缺牙好几年，每天只能
吃细软的食物，没滋没味的”

“因为缺牙，患上了胃病，身
体也一天比一天差”……不
少市民感慨缺牙所带来的痛
苦。对此，济南圣贝口腔医院
专家表示，缺牙不仅影响饮
食、容貌，如不及时修复还会
导致牙齿越缺越多，甚至影响
生命。

北京种植修复名医来济

种牙有优惠更有神秘大礼

为了保障活动的医疗品
质，此次活动全权委托济南圣
贝口腔提供口腔医疗技术保
障，同时负责《口腔保健证》的
申领。作为德国弗莱堡大学
口 腔 学 院 亚 太 地 区 联 盟 医
院，先进的医疗设备、精湛的
医疗技术以及完善的术后服
务，是圣贝扬名国内牙科的
三重有力保障。

据悉，北京种植修复名
医黄长城也将在活动期间来
济助阵“春牙行动”，届时他
将为缺牙市民亲诊、手术。黄
院长是《中国口腔种植临床
精粹》编委，发表学术论文10
多篇。口腔器械发明专利一
项，两次全国种植牙病例大
赛获奖。从事种植牙修复1 0
多年，完成种植牙病例10000
多 例 。与 知 名 技 师 Y u n s
Sandra(德国)、川崎徙道(日
本 )合作完成多例复杂全口
种植牙病例。市民可拨打电
话87878000预约黄院长，申
领《口腔保健证》，当场种牙
者更有机会获得神秘大礼。

时间：周六 ( 4月 1 4日 )上
午0 9 : 3 0 地址：济南圣贝口
腔医院 (经一路延长线明湖
东路 6号，乘坐BRT 5 / 4 5 / 5 3 /
112/118/122路到长盛小区站
下车即是)

报名咨询电话：878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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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上午，由中
国老年事业发展基金
会、中国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齐鲁晚报、圣贝慈
善基金会、济南圣贝口
腔医院联合启动的公益
活动———“春牙行动”在
济南圣贝口腔举行，现
场可以领取《5年口腔保
健证》、家庭护牙大礼
包，更有济南市知名书
法家现场赠墨宝。报名
咨询电话：87878000

济济南南严严查查非非法法医医疗疗美美容容
立案35起

本报4月11日讯(见习记
者 张如意 通讯员 李晓
莉、蒋涛) 记者从济南市卫
生计生监督所了解到，2017
年5月-2018年4月联合开展
了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
专项行动，立案35起，罚没
款6 . 588万元。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济南市卫生计生监督机构
迅速行动、认真扎实地开展
专项整治，全市共出动监督
员2000余人次，监督检查医
疗美容机构150余户次，生
活美容机构750余户次，立
案35起，罚没款6 . 588万元，
受理医疗美容类投诉举报

85起，在各类媒体发布打击
非法医疗美容宣传信息40
余篇，专项行动取得明显的
阶段性成效。

据介绍，济南市将继
续开展打击非法医疗美容
宣传工作 , 将专项整治与
日常监管有机结合起来 ,
集中进行梳理分析、集中
营造打击非法医疗美容宣
传氛围、集中组织监督检
查、集中查办相关案件 ,通
过“四个集中”抓好长效监
管机制建设 , 严厉打击医
疗美容服务市场的违法行
为 , 为人民群众的就医安
全保驾护航。

今今天天省省千千医医有有场场帕帕金金森森义义诊诊
知名专家免费坐诊，咨询电话：0531-81183636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焦
守广) 4月12日上午8点至下
午4点，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将
在该院门诊楼2楼B超会议室
举行帕金森病大型公益义诊
活动。

手脚不受控制地抖动、走
路时转身翻身困难……如果您
有这些症状，那么，很可能被帕
金森病盯上了。帕金森病治疗
专家、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神经
外四科主任张荣伟介绍，帕金
森病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的神
经系统变性疾病，多在50岁开

始发病，主要表现为患者静止
时手、头或嘴不自主震颤、肌肉
僵直、身体失去了柔软性变得
僵硬以及姿势平衡障碍等。

症状多先从一侧肢体出
现，逐步扩展至对侧或全身，疾
病晚期患者僵卧在床，生活不
能自理。这种病年龄越大发病
率越高，65岁以上老年人帕金
森病患病率1 . 7%，70岁以上患
病率3%--5%，严重影响患者的
工作能力及生活质量。更值得
警惕的是，目前帕金森病患者
正趋于年轻化，青少年型帕金

森病患者占总人数的10%。
为帮助更多患者尽早科

学诊治，4月12日上午8点至下
午4点，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将
在该院门诊楼2楼B超会议室
举行帕金森病大型公益义诊
活动，届时，该院将组织知名
帕金森病专家张荣伟主任、孙
希炎教授、成军群教授等免费
坐诊，活动当日将提供免费解
答咨询及日常生活的护理指
导和帕金森病健康科普讲座。

义诊报名咨询电话：0531
-81183636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陈
晓丽) 近日，山东大学附属
济南市中心医院生长发育与
青春期医学门诊接诊了不少
孩子，大多是因为孩子长得
慢，跟同龄孩子比有了较大差
距。

11岁的女孩圆圆(化名)，
月经初潮已经有半年时间了，
孩子妈妈也发现圆圆近半年
来身高没有变化，个子似乎不
长了，情急之下，妈妈带圆圆
来到生长发育与青春期医学
门诊就诊。该门诊医学博士、
副主任医师彭惠通过查体显
示：圆圆腋毛已发育，骨龄13
岁半，身高却只有141cm，按
骨龄的身高预测成年身高不
到150cm，而且由于骨龄太大

失去了治疗时机。
10岁5个月的男孩小亮

(化名)，4个月前额头悄悄地
冒了“青春痘”，开始变声了。
小亮爸爸发现孩子有青春期
发育迹象，害怕影响身高，便
带着小亮来到医院。查体显
示：小亮身高158cm，青春期发
育到三期，骨龄13岁半，也就
是说身高在同龄人中属于最
高的，但按骨龄却属于偏矮
的，按骨龄预测成人身高不到
170cm。经过一年多的抑制骨
龄等正规及时治疗，亮亮身高
按年龄仍在97%位以上，按骨
龄身高也达到90%位，按骨龄
预测成人身高接近180cm，并
且能够达到按父母身高预测
的遗传身高。

彭惠主任介绍：在儿童生
长的任何一个阶段，由于疾
病、营养或生长轴出现问题，
都会引起生长发育轨迹出现
偏离。在门诊中最常见的是生
长缓慢、矮身材、青春期提前、
性早熟等。生长轨迹偏离往往
还会隐藏许多特殊儿童内分
泌疾病或遗传代谢病。

生长发育过程由遗传、自
身和环境多方面因素影响，因
此，每一个孩子都有各自的生
长发育轨迹，不一定完全像父
母，也不会完全与同龄人类
同，存在着个体差异，发现生
长发育问题还是要及时就诊，
排除异常情况，不要偏信晚长
等老观念，一旦错失治疗时
机，会造成终生遗憾。

1100岁岁男男孩孩变变声声，，一一测测骨骨龄龄1133岁岁半半
儿童生长异常要及时就医

省省精精神神卫卫生生中中心心设设三三特特色色门门诊诊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陈晓丽) 为更好地为患者服
务，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山东
省精神卫生中心新开设物质
依赖与行为成瘾门诊、心身与
睡眠障碍门诊以及家庭护理
咨询门诊。

物质依赖与行为成瘾
门诊：主要服务对象为酒精
依赖患者、毒品依赖及镇静
催眠药物依赖患者、网络游
戏、赌博等行为成瘾患者，
建有与之配套的特色住院
治疗中心。

心身和睡眠障碍特色
门诊：随着社会竞争日趋激

烈，人类面对各种各样的压
力，心身疾病、心身障碍已
成为多发病、常见病。为了
给患者提供更专业化的服
务，达到专病专治的效果，
中心特开设了心身和睡眠
障碍特色门诊，并成立了心
身医学病房。

家庭护理咨询门诊：
随着患者与社会对延伸护
理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中
心特开设家庭护理咨询门
诊，旨在通过科学化、系统
化、专业化的护理指导，加
快患者社会功能的康复，帮
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

领《口腔保健证》每年最高享38000元补贴
惠民政策：
1 . 60岁以上的缺牙者领取《济南市老年人5年口腔保健证》，可连续五年享免费口腔检查。
2 .持《济南市老年人5年口腔保健证》种植义牙、假牙、拔牙、补牙，每年可获上限为38000元

的补贴。
3 .凡在圣贝种牙，送中国人寿种植牙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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