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俄亥俄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佩吉博士等人招募了34名

身体健康的年轻志愿者，分组抽取他们的血液样本检验发现，从

事严肃活动的人体内C反应蛋白明显升高，抗体、白细胞等的水

平则有所下降，说明其免疫调节能力受到影响。

这项研究成果解释说，过于严肃、正式的环境，可使身体处

在慢性应激状况，导致体内炎症水平持续上升，进而使免疫功能

受损。时间一长，可能诱发多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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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严肃损伤免疫力

蚊虫肆虐的夏季到了，老
人孩子最遭罪，老人被蚊虫叮
咬整夜都睡不踏实，醒来后更
是头晕没精神，血压还会升
高；对睡眠要求更高的孩子被
蚊虫叮咬，睡不好觉，也影响
孩子成长发育，如何让家里老
人和孩子不再受蚊子叮咬就
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LED光触媒灭蚊器运用
新型光触媒技术，它能产生诱
蚊光谱和温度，完全模仿人体
的气息，使之成为蚊子所追踪
的目标，做到仿生诱捕。同时
风机以 1 . 4米/秒风速搅动周
围空气形成旋涡，使习惯随气
流而动的蚊蝇乘“风”而至，从
而达到彻底消灭蚊虫的功效。
其独特的四步灭蚊法，轻松解
决蚊虫的侵扰。

第一步 引蚊靠近：LED

光触媒灭蚊器散发的紫色光
谱，最能够吸引蚊虫的注意
力，使蚊虫不由自主地接近，
整个房间的蚊子都能被吸引
过来。

第二步 诱蚊上钩：LED

光触媒灭蚊器产生的二氧化
碳和水，非常接近人体的温度
感应与气味、对蚊子的诱惑力
极强，让蚊子疯狂地往灯光靠
拢。

第三步 气流吸蚊：蚊虫
靠近时，LED光触媒灭蚊器外
网的强力风扇能起到吸入效
果，强大的风流瞬间把蚊虫吸
入电网。

第四步 电击灭蚊：LED

光触媒健康灭蚊器对接触到
电网的蚊虫一击致命！且光触
媒技术还能对蚊虫尸体起到
杀灭细菌的功效，让室内空气
保持清新、健康。

LED全自动吸蚊灯还有
以下优点：(1)不像传统驱蚊片
那样仅仅把蚊子赶走，过后蚊
子又会回来了，它能够直接杀
死蚊子；(2)不使用任何化学药
品，无毒，无味，无辐射，安全
环保，老人孩子都可放心使
用；(3)耗电非常低，即使是每
天24小时使用，一个月不到3

度电；(4)光线柔和、静音，不影
响睡眠。

原市场价：299元/台 现
体验价：99元/台，仅限3天，订
购热线：400-187-0707

快递送货上门，货到付
款！（快递费19元消费者自理）

单 位 团 购 福 利 请 拨 打
18052011113（10台起）

好享受牌高科技健康灭蚊器

1小时杀灭

家中蚊子

提到口腔科，都以为是看牙
———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口腔科主任袁奎封访谈
本报记者 高扩

“说到口腔科，都以为就是
看牙。”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口腔
科主任袁奎封认为，这是对口腔
医学的了解过于狭隘。事实上，
口腔科不光看牙，还做很多颌面
部、颈部的手术，有些手术很大
很复杂，甚至需要十几个小时。

口腔科只看牙

是个误区

颞颌关节强直吃饭困难，
手术后患者正常

提到自己半年前的手术，
济宁泗水人李加利至今仍然
对山大二院口腔科感激不已。
17岁因患上了中耳炎，导致张
嘴越来越困难，医学上称作颞
下颌关节强直，吃饭成了难
题。在多家医院求医未得到医
治后，找袁奎封寻求治疗。这
种手术难度极大，容易造成颅
底洞穿，要求手术大夫有高超
的专业技术和极高的心理素
质。手术康复后，这个“新奇”
的病例曾引起媒体的广泛关
注，袁奎封则解释，“这种病例
我们接触的不少。”

面部“拼骨”让下垂眼球
复位

此言非虚。袁奎封近期还接
诊了一例病号：该患者3个月前
不慎被叉车撞伤头面部导致严
重的面部多发骨折。在当地医院
术后，其右眼竟然比正常的左眼
下垂了2cm，右边脸也明显下
垂！同时，伴有复视症状。患者自
述，来山大二院前，省内外多家
医院都以“手术难度非常大”为
由拒诊。袁奎封仔细检查后认为
导致患者眼球及面颊部下垂的
根本原因是眶壁骨折及颧面部
骨折，需要通过手术使移位的骨
头复位。但患者受伤已久，骨折
已错位愈合，手术谈何容易？袁
奎封决定实施经头皮冠状切口
技术，从一侧耳前区经头皮至对
侧耳前区，将额顶皮瓣向下翻转
剥离直至面部显露骨折，沿隐约
可见的骨折线将错位愈合处凿
开，将移位的右侧鼻骨、右上颌
骨骨块复位，分别用钛板钛钉将
断端固位，患者面部形态终于恢
复正常。

患了口腔癌？原是虚惊一
场！

口腔疾病复杂且多变，没有

丰富的口腔科诊疗经验，常常会
发生误诊。刘女士舌头上长了一
个肿物，一家省级医院诊断为舌
鳞状细胞癌，并且高度恶性，大
夫建议她尽快住院手术。刘女士
不相信自己得了癌症。又到了另
外一家大医院，然而答复是相同
的，要求住院手术。刘女士几乎
绝望了，准备做手术的她，听从
朋友的建议来到山大二院口腔
科。袁奎封看过后，进行了认真
仔细的查体，发现临床表现并不
符合舌癌的症状，于是把活检标
本从之前那家医院借过来，经过
会诊，确认以前是误诊，其实病
人就是一个舌部脓性肉芽肿。可
以想象，如果刘女士患的是舌
癌，那将意味着要把舌头大部、
部分下颌骨和颈部一些组织切
除，属于毁容手术。经过对症治
疗，刘女士很快痊愈了。

被袁奎封推翻的“癌症”

诊断并非个例。还有一位患
者，左侧下颌肿胀，辗转省城
几家大医院，都诊断为下颌骨肿
瘤，需要摘掉整个下颌。在仔细
询问病史和临床检查后，袁奎封
感觉他的病情很符合间隙感染
的症状，简单穿刺后有脓液，于
是立即切开引流，引出近70毫升
脓液，配合抗生素治疗，几天后
就痊愈出院了。

舌癌、肺癌双发病人成功
实施手术治疗

近日，山大二院口腔科在胸
外科的协助下成功手术治疗一
例舌癌+肺癌双原发病人，并用
显微外科技术做前臂皮瓣移植
术一期功能重建修复。

患者一年前发现右侧舌下
溃疡，曾看过多家医院，到山大
二院袁奎封一眼就诊断为舌癌。
病理诊断很快证实了他的临床
诊断。入院后体检又被发现患有

肺癌，袁奎封决定和胸外科联合
进行手术。手术于上午8时30分
开始，先由胸科行右肺病损切除
术。接下来的重头戏，则由袁奎
封带领口腔科的大夫们来完成。
口腔科分成病灶切除和前臂皮
瓣制备两组人员开始对患者进
行手术。病灶切除组先在患者右
侧颈部做了“T型”大切口，切除
颈部所有可疑的癌转移淋巴结
缔组织并保护好颈部重要的神
经和大血管，之后对舌部及口底
癌组织和部分牙槽骨进行完整
切除。此时，前臂皮瓣制备组已
从病人左侧前臂取得带血管皮
瓣。用显微外科器械对患者直径
不到两毫米的两组血管进行血
管吻合。经过漫长的十几个小
时，手术最终顺利完成！患者术
后恢复良好，一周后已经可以在
病房内自由地行走了，病人很快
出院。

种植牙为您解除

缺牙烦恼

了解了口腔科细致的分工，
对眼下人们关注的种植牙袁奎
封介绍说，对牙齿缺失者种植牙
是不错的选择，不过有的缺牙患
者贪图便宜选择不正规的医疗
机构，往往会遇到很多麻烦，因
技术水平差造成种植牙失败或
因消毒无菌不规范造成感染和
染上其他传染病。袁奎封说他们
接诊的种植牙患者中不少就是
种植失败和被认定牙槽骨宽度、
高度等基础条件达不到种植条
件要求的复杂病例。经种植修复
后，患者重拾自信，拥有了一口
健康美观的牙齿。

格微笑列车

对于常见的唇腭裂这一
先天性疾病，2000年山大二院
口腔科加入了“微笑列车”慈
善 项 目 ，为 患 者 免 费 手 术 。

“微笑列车”是在美国注册的
国际慈善组织，其宗旨是为
贫困唇腭裂患者实施免费手
术 矫 治 。因 其 手 术 质 量 好 ，

“微笑列车”山东万例手术新
闻发布会现场选择在山大二
院。袁奎封说，唇腭裂病人，
或术后效果不佳的唇裂、腭
裂病人，均可到山大二院享
受免费手术治疗。

6月8日 周六
今天我去看牙了。
昨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

觉得牙很疼，就不想吃了，妈
妈让我张开嘴，她用手电筒一
照，说我牙上长了一个大黑
洞，要带我到医院去看看，我
心里很害怕，就说不想去。妈
妈说我是大孩子了，马上就要
上小学了，应该勇敢。我一直
都很乖，从小打针都不哭的。
可我还是有点害怕。到了山东
省口腔医院儿童牙病科，呀，
有好多小朋友来看牙呢，看
来，很多人像我这个样子呢！
有个小弟弟哭得可凶了，我是
姐姐，可不能做坏榜样。医生
于英阿姨让我坐到椅子上，张
开嘴，告诉我有坏虫子在我牙

上安家了，她要帮我赶走它
们，不然以后会疼得更厉害。
爸爸妈妈和于英阿姨都在给
我加油。于英阿姨告诉我不会
疼，可能有点酸酸的，我越乖
就越快治好。我当然很乖了，
果然很快就治好了，真的不大
疼，有点酸有点痒，于英阿姨
直夸我，还让旁边的小朋友向
我学习呢。

宝宝：萌萌，妈妈孙迎春
整理

格妈妈感言

昨天晚上孩子不吃饭，叫
唤嘴疼，我用手电照着仔细看，
才发现孩子嘴里有一颗虫牙，
洞洞还挺大的，我立刻慌了神。
赶快上网到幼儿园妈妈群，一

问才知道这种情况挺多的，正
好其中一个妈妈刚带了她家宝
宝到山东省口腔医院看过，治
疗效果很好，医生也很耐心。就
打定主意明天带女儿去看看。
到了医院时间比较早，排了两
个就到我们了，医生真的很耐
心细致，也很会鼓励孩子，治疗
很顺利。虽然刚开始孩子眼里
泪汪汪的很可怜，但整个过程
没哭没闹，临走孩子还高高兴
兴跟医生再见呢。

总结看病过程和医生的建
议，1、平常一定要教孩子养成
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教孩子
正确的刷牙方式，睡觉前刷牙
很重要，而且刷牙后一定不要
再吃东西。2、要经常检查孩子
的牙齿，最好是定期到医院找

医生好好检查一下，不要像我
一样等孩子牙疼了才发现有个
大洞，治疗起来也麻烦。3、孩子
有了牙病既不要紧张，也不能
忽视，应该及时到正规大医院
进行治疗，不要以为乳牙反正
要换就不需要治疗，医生说治
疗不及时可能影响底下恒牙的
发育和萌出呢。4、治疗前治疗
中一定要做好孩子的思想工
作，孩子大点懂事的，治疗过程
中不哭闹可以省好多事。不过
孩子哭闹也是常事，我这次也
见到了，家长一定配合好医生，
一般都能顺利完成治疗的。

以上就是这次看牙的一
点心得，写出来和爸爸妈妈们
共勉，祝宝宝们牙齿健康，天
天向上。

我越乖，治得越快

宝贝看牙日记

专专家家简简介介

袁奎封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口腔科主任，山东大学教
授，国内著名的口腔颌面外科专家，山东省医师协会颌面外
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专家，山东省科
技计划与科技成果评审专家。承担国家省部级课题5项，获
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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