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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百姓种得起牙”圆梦活动启动

种种完完牙牙，，立立马马扔扔掉掉戴戴了了 55 年年的的假假牙牙
戴假牙难受 5 年，

想种牙等了一年

张先生缺牙 2 颗时，装
了活动假牙，“装假牙不舒
服，吃饭也不香”，但还是坚
持戴了 5 年。让他失望的是，
活动假牙竟成“拔牙器”，缺
牙从 2 颗到 7 颗，活动牙也
戴不稳了。

后来张先生了解到种牙
这项技术，去了很多地方咨
询，也一一做了实地考察。张
先生最后发现，济南拜博口
腔医院的微创种植牙是完全
可以实现即拔、即种、即用
的。“我当时连着三天都去拜
博口腔医院，看到那些种完
牙出来的人都一脸轻松，不
像刚种过牙的人，我就觉得
种植牙没有想象中的可怕，

韩国专家技术也是完全没有
问题的。”

种牙又快又舒适，
中午种完扔假牙

在家休息了两天后张先生
就来到拜博口腔，听取了韩国
专家给他设计的手术方案。这
次张先生没有犹豫，10 点上了
手术台：拔牙清创、上种植导
板、环切牙龈、制备种植窝、种
牙一气呵成。

种植医生说，张先生掉 7
颗牙，1 个烂牙根。鉴于老人
身体耐受力较差，比较怕疼，
担心手术时间太长吃不消，
但是牙槽骨完全符合种植条
件，所以就采用即拔即种微
创种植牙技术，马上拔牙马
上种牙，种植 7 颗植体，修复
8 颗牙。

不到 11 点手术结束。“这
么快就种好了。种牙就得看医
生、看技术。”张先生很满意自
己的正确选择，“韩国专家种牙
很轻松，感觉比普通补牙还简
单！”

术后，张先生边冰敷边走
出门诊大厅，大家问他种牙疼
不疼，张先生说，“一点都不疼。
假牙我戴 5 年太遭罪了，现在
就把它扔掉。”

济南拜博口腔医院院长
说，自从活动开始以来，患者
多、病例杂，特别考验医生的
临床能力与技术。最近要做
种植牙的特别多，大多是身
体耐受力差又怕疼的中老年
人。对于不少有松动牙、烂牙
根的患者，“我们采用即刻种
牙术，即拔即种，拔牙、种牙
一起做，患者提前半年用好
牙。”

发发病病率率 99 年年增增 11 倍倍，，常常误误诊诊为为感感冒冒
胸闷别大意，当心慢阻肺

本报记者 孔雨童 焦守广
实 习 生 王 倩

40 岁以上人群每
十人就有一人患病

昨天是第十五个世界慢阻
肺日，今年的主题是“了解慢阻
肺，顺畅呼吸”。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董亮介
绍，与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不
同，虽然 40 岁以上人群慢阻肺
的发病率已经高达 14%，也就
是说每 10 个人就有 1 人患病。
但大众对慢阻肺的知晓率还很
低，科学规范的治疗也还远远
不够。

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呼吸科
主任韩其政曾带领团队对省内
慢阻肺患者群体做过对于这一
疾病认知的调查。结果显示，仅
有 20 . 4% 的慢阻肺患者知道

“慢阻肺”这一疾病，只有 12 . 8
的患者知道长期吸烟可发展成
慢阻肺，只有 28 . 0% 的患者知
道肺功能检查在慢阻肺确诊中
的作用。

“不仅普通居民不了解‘慢
阻肺’，有很多其他专业的医护
人员也不了解‘慢阻肺’。”16
日，在世界慢阻肺日主题宣传
活动现场，谈起目前慢阻肺的
诊疗情况，省千佛山医院呼吸
内科主任张才擎颇有感触地
说。

这种说法所言不虚。在临
床上，一些慢阻肺或简单的感
冒后长期慢性咳嗽的患者，常
常会被统一当作感冒治疗，医
生习惯性地给患者开几盒抗生
素，甚至有患者自己去药店买
抗生素治疗。“这是完全错误
的，也是对抗生素的一种滥
用。”省立医院西院呼吸科主任
韩其政说，以慢性咳嗽为例，很
多患者并非是因为细菌感染，
而是炎性细胞浸润，这时应当
使用一些器管扩张剂等药物，
而不是使用抗生素。此外，他曾
不止一次接触过滥用激素治疗

慢阻肺的患者。一位临沂的慢
阻肺患者，由于长期服用地塞
米松，甚至导致了顽固性呼吸
衰竭和心力衰竭。“慢阻肺的治
疗应当精确评估，并对每一位
患者做出分型。”韩其政说。

在慢阻肺日到来之际，
钟南山、王辰两位院士携手
全国百余名呼吸科专家，在
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山东
等 10 个省(市)同步开展慢阻
肺宣传教育活动。我省的宣
传活动由省疾控中心、省千
佛山医院等承办。

五类人应定期做
肺功能检查

慢阻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
公共卫生问题。但遗憾的是，由
于知晓率仍然很低，很多患者
等到“走平路”都气喘吁吁了，
才前往医院就医，往往已进入
中晚期，肺功能已明显受损。

张才擎介绍，做肺功能检
查是慢性气道疾病(哮喘、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诊断的“金标
准”。做肺功能检查，只需按照
医生指导，按照不同的测试项
目，采用不同的呼吸方式在仪
器中做“呼吸”，无痛苦性，即可
发现早、中期慢阻肺，还可及时

发现哮喘等疾病。长期吸烟者、
40 岁以上人群、慢性呼吸道疾
病患者、长期接触粉尘者、有慢
性咳嗽症状者这五类人群是慢
阻肺高危人群，应定期做肺功
能检查。

济济南南脑脑科科医医院院

救救助助 550000 名名贫贫困困脑脑病病患患者者
包括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等，最高援助 10000 元

本报记者 焦守广

为帮助脑病患者及早摆
脱病痛，让更多的脑病患者
能够得到科学规范的治疗，
减轻脑病患者的经济负担，
济南脑科医院开展“ 2016 山
东大型脑病公益救助工程”。
面向全省征集 500 名贫困脑
病患者，包括三叉神经痛、面
肌痉挛等。

脑瘫、癫痫等脑部疾病
严重影响患者脑发育，使患
者在身体、情绪、认识能力、
行为等方面明显异于正常
人。并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
间里，由于其病因的复杂性，
通常被视为“不治之症”，无
数脑病患者因反复治疗，给
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和
精神负担，生活陷入困境。

三叉神经痛是指发生在
面部一侧三叉神经分布区域
内如放电、针刺、刀割样的常
人难以忍受的疼痛性神经疾
病。三叉神经痛早期可选择
药物治疗，但并不能真正治
疗疼痛。这些药物长期服用
会造成肝功能损害、白细胞
减少等毒副作用。并且随着
病程的延长，疗效逐渐减退，
最终造成大量服药却不能控
制疼痛的结果。

面肌痉挛多从一侧下眼
睑开始，以后逐渐扩散至面
部，痉挛初期为间歇性，逐渐
频繁，特别是在情绪紧张、疲
劳等情况时面肌抽搐明显。
抽搐严重时影响视觉、言语
和睡眠。

为帮助脑病患者及早摆
脱病痛，让更多的脑病患者
能够得到科学规范的治疗，
减轻脑病患者的经济负担，
济南脑科医院开展“ 2016 山
东大型脑病公益救助工程”。
通过本次公益活动，将实现
对贫困脑病患者点对点、一
对一的免费救助。

即日起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面向全省征集 500 名
贫困脑病患者。救助条件：贫
困、残疾、失独、军烈属家庭
以及对国家有特殊贡献人
士。活动期间，主办方将聘请
北京神经外科博士、主任医
师、知名神经外科专家关良
教授到济南脑科医院和院专
家联合开展义诊和会诊。

救助范围及标准：1、脑
中风、脑梗塞、偏瘫、截瘫救助
5000 元；2、三叉神经痛救助
5000 元；3、面肌痉挛救助 5000
元；4、脑瘫救助 5000 元；5、癫
痫救助 10000 元；6、精神分裂
症、躁狂症、强迫症、抽动症救
助 10000 元；7、颈肩腰腿痛等
疼痛科患者可享受全额医疗
费 30% 的救助；8、其他脑科
疾病救助 2000 元。

凡符合救助条件者，均可
免费获得脑病筛查。对特别贫
困的脑病患者，活动主办方视
情况予以着重救助，适当增加
救助额度、减免部分费用。

救 助 热 线 ：0 5 3 1 -
66696661；医院地址：济南市
北园大街 372 号(大明家居
东 侧 ) ；医 院 网 址 ：
www. 66696661 .com

微创舒适种植牙适合人
群：单颗、多颗牙缺失；全口
或半口牙缺失；牙齿松动；活
动假牙不适者；活动牙修复
失败者；烤瓷牙失败者。

1 、电话可预约韩国专
家亲诊

2 、电话预约专家挂号
费、CT 检查费、种植设计
费、种植手术费四项全免

3 、韩国进口种植牙
3980 元/颗含牙冠

4、牙齿矫正 5888 元起
5 、活动假牙最低 525

元
6、全瓷修复 8 . 8 折
预约电话：
400-006-6611
0531-82389888

葛活动链接

16 日，省立医院西院的医生为病人解疑。 本报记者 孔雨童 摄

葛相关链接

慢阻肺有啥症状？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临床
上，表现为一种以持续气流受限
为特征的呼吸道疾病，一些慢性
支气管炎、肺气肿和支气管哮喘
的患者出现持续的呼吸气流受
限时，都可称之为慢阻肺。

如何防治？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呼吸科
主任医师周传麟介绍，每当气温
下降，雾霾也愈发严重，慢阻肺患
者很容易急性发作，防寒保暖和
谨防受凉感冒是慢阻肺患者防止
发作的重要措施。此外，雾霾天气
尽量不要出门，平时多喝开水，多
吃水果，要注意口腔和鼻腔卫生，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少去人群聚
集的场所，避免接触呼吸道感染
病人。 义诊现场。

16 日是世界慢阻肺日。当天，齐鲁医院、省立医院西院、省千佛山医院、济南市五院等
多家医院都举行了大型慢阻肺义诊活动。

数据显示，我国 40 岁及以上人群中，慢阻肺的患病率已经由 2007 年的 8 . 2% 上升至
14%，增长了近 1 倍。

都想找大牌专家种牙，但
每回看牙都得提前一周预约排
队，而去小地方又担心医生技
术不过关，花钱打水漂。近日
济南拜博口腔医院联合媒体
启动“关爱百姓口腔健康”公
益活动，由韩国种牙专家采
用德国先进微创技术，让老
百姓花更少的钱种得起更好
的牙。

本报记者 焦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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