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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半口口、、全全口口牙牙缺缺失失 当当天天种种牙牙当当天天用用
TPP种植技术落户济南拜博 12月17日种牙最高省10000 预约电话：0531-82389888

坚坚强强大大嫂嫂，，为为贫贫困困一一家家撑撑起起一一片片天天

本报记者 王小蒙

当亲生女儿一般，
养大智力残疾的侄女

肖大胜今年52岁，是张莲
英老公最小的弟弟，已经被股
骨头坏死折磨二十多年，近年
来走路都成了难题。“小叔子从
年轻的时候就腿疼，那时还能
勉强工作，后来疼得越来越厉
害，啥活也不能干了。”

张莲英说，在肖大胜年轻
的时候，虽然能做点建筑工一
类的活计，但养着两个女儿，家
里也始终过得紧巴巴的。“弟媳
妇嫌他没有能耐，后来带着小
女儿跟他离了婚，把智力有残
疾的大女儿肖志芩留给了他。”

从此，肖志芩便没有了母
亲的照料。在她八岁那年，张莲
英把她就接到了自己家，当亲
生女儿一般疼爱，一直到她长
大成人结了婚。“小时候她总是
生病，养大了很不容易。”

肖志芩今年30岁，前些年
跟一个老家在安徽的小伙子结
婚生了孩子，女儿已经两岁半
了。“侄女不仅有智力残疾，眼
睛也不好，小时候因为倒水就
烫了好几回，什么活也不敢让
她做。”张莲英说，曾经有人给
肖志芩介绍了一份保洁员的工
作，她怕出意外就没让去，现在
只能待在家里带孩子。

而肖志芩一家三口，一直
都住在张莲英家。“侄女女婿在
面筋厂打工，一个月能赚两千
多块钱，但孩子这么小要吃奶
粉，还经常生病去医院，打工的
钱几乎都剩不下。”于是张莲英
干脆包了一家人的吃喝，把每
月省下的钱都替他们存着，以
便不时之需。

小叔子腿疼走不
动路，她给买来代步电
动车

近几年来，肖大胜的身体
也越来越糟糕。“只能拄着拐杖
一步步往前挪，站一会儿都撑

不住，蹲不下去更起不来。由于
腿疼得厉害，他连袜子都穿不
上，大冬天也始终光着脚。”

张莲英说，小叔子去过好
多地方找工作，但都因为腿疼
没干几天活就被撵了回来，工
资更是拿不到。“基本上失去了
工作能力，什么活也干不了，只
能依靠每月几百元的低保生
活。”

肖大胜家与张莲英家只有
二十多米远，即使拄着拐杖，他
都走不过去。于是张莲英花两
千多元，给他买来一辆代步的
电动车。“连肖大胜现在住的房
子，也是他兄弟一起凑钱给盖
的，已经十多年了。”

今年62岁的张莲英，患有
糖尿病已经20年，每月光药费
就要上千元。九年前，她老伴因
为脑动脉瘤做了手术，花费了
四五十万元几乎掏空了家底，
没承想却留下后遗症，从此瘫
了只能坐轮椅，现在每个月仅
吃药也要五百多元。尽管家里
也不宽裕，但肖大胜的腿病张
莲英却一直记挂着。

张莲英无时不想给肖大胜
看病，但高昂的手术费，还是让
她打了怵。“治疗费用得十几
万，一直也没给他凑齐钱。”张
莲英说，之前肖大胜因为腿积
水住了两次院，三千多元的住

院费还是她儿子给付的钱，儿
子还给肖大胜买来手机，每月
给他交话费。

手术三天下床走
动，两月便能恢复正常

由于家庭贫困没钱看病，
肖大胜只能一拖再拖，平时就
吃点止疼药来缓解，生生拖成
了股骨头坏死四期末期。每次
肖大胜都只能用手拽着两条
腿，才能爬上床，由于弯不下
腰，拎暖瓶倒水也成了难题。

今年11月，得益于“残疾预
防·共享健康·精准救助”公益
项目，肖大胜终于在济南股骨
头医院做了手术，这也了了张
莲英心头的一桩大事。“从手术
到住院到康复训练，都不用我
们掏钱。”张莲英高兴地说，这
下小叔子的腿有救了。

今年 8月 1 8日，“残疾预
防·共享健康·精准救助”公
益项目在济南股骨头医院正
式启动。该项目是针对股骨
头坏死、膝关节炎重症患者
而 开 展 的 大 型 公 益 救 助 活
动，旨在帮助因贫困而无力
承担治疗费用的骨关节疾病
患者，早日摆脱疾病困扰，重
返健康生活。凡符合救助申
请条件的股骨头坏死、膝关

节疾病重症贫困患者，将享
受全额免费救助。

济南股骨头医院的肖国
文院长，在一次义诊中了解到
肖大胜一家的状况。“当时陡
沟街道办事处小庄村村委书
记商俭，带领我们到肖大胜家
里了解情况，发现那真的是家
徒四壁。”肖大胜家没有一件
像样的家具，没有点炉子，房
子里冰冰凉，多亏了坚强的大
嫂，为这一家四口撑起一片
天。感动于此，济南股骨头医
院决定将肖大胜纳入公益项
目的救助中。

今年11月27日，济南股骨
头医院为肖大胜免费进行了髋
关节微创置换术。“肖大胜病情
比较严重，已经没法进行保守
治疗，只能通过手术恢复身体
功能。”肖国文说，微创手术伤
口小，对组织的损伤小，从而恢
复也更快。

张莲英每天都会带着滋补
营养汤来照料肖大胜，眼看他
术后第二天便能在床上做一些
简单的动作，术后第三天便已
下床走动，她打从心底说不出
的高兴。“康复医师还会指导他
进行科学的训练，以便尽快恢
复腿部功能。医生说预计两个
月后，肖大胜就能像正常人一
样。”

本报记者 陈晓丽

高难种植：“上颌
骨极度缺失”数字化实
现“即拔、即种、即用”

来自烟台王先生多年前开
始牙松动、脱落，一直想种牙在
烟台多家医院检查，全口的牙
只剩下上半口牙一颗在位，并
伴有骨质大量缺失，牙槽嵴变
形萎缩。为了能进行种植牙手
术，王先生还曾尝试做过两次
上颌窦外提升植骨手术，均未
能有效成骨，后来在报纸上看

到济南拜博口腔医院的疑难种
植技术就驱车400公里来到济
南拜博口腔医院。

由于案例的高难度，整
个种植过程由拜博口腔集团
疑难种植案例中心10几位种
植专家联合参与方案设计，
借助3D打印技术及先进的数
码设计技术设计导板，专家
组最终决定利用TPP种植技
术，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让
获得的咬合力主要由颧骨支
持，从而在颌骨极度缺失的
情况下，不植骨也可以马上
种植即刻修复，实现“即拔、
即种、即用”。

改变常规种牙方
式，打破疑难种牙僵
局

种牙患者骨量少，传统
解决方法是做上颌窦提升，
植入骨粉骨膜，然后再等8个
月才能完成修复。但骨量少、
需要植骨的患者，一般年龄
都较大，身体代谢缓慢，植骨
带来的创伤恢复慢，等待的8
个月让患者很受煎熬。拜博
口腔最新引进的TPP疑难种
植 技 术 改 变 了 常 规 种 牙 方
式，患者不用植骨、不用再等

8个月，可以马上种牙、马上
可以吃东西；打破了疑难种
植牙僵局，让种植牙技术再
上一个新台阶，以前做不了
的种植牙，现在能种了。

TPP疑难种植技术
的四大优势

1 .省事：不用植骨，无需上
颌窦提升，手术操作简单化；

2 .省时：节省8个月的骨愈
合时间，上午种牙、下午吃苹
果；

3 .省心：能做到创伤小、痛
苦少，拔牙、种牙、戴牙1天完

成；
4 .省钱：不用植骨，省去价

格高昂的骨粉、骨膜费用。

活动链接：

1、电话预约就免专家设计
费、检查费、手术费、挂号费
3000元。

2、种牙就送价值2800元全
瓷牙冠(不限植体)；充值最高
再返3000元现金

3、预约到院可享100元抵
1000元基础治疗现金券。

4 、预 约 电 话 ：0 5 3 1 -
82389888

无数缺牙患者还在因种不了牙饱受折磨，2017年12月拜博口腔数字化疑难种植技术落户济南拜博口腔医院，帮助七大疑难缺牙人群：全口缺牙
种植疑难病例，牙槽骨极度缺失者，种植失败者，高龄缺牙者，无法忍受漫长等待想即刻有牙患者，怕痛怕创伤追求舒舒适者。12月17日，济南拜博口腔
医院将举行年终答谢会，届时济南拜博口腔医院主任医师专家团现场讲解该种植技术，当天预约种牙最高可省10000元。预约电话：0531-82389888

家住济南市陡沟街道办事处的肖大胜，年轻时就有腿疼的毛病，早早就失去了劳动能力，女儿肖
志芩因智力残疾无法工作，一家人靠低保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多年来，肖大胜的大嫂张莲英挑起了照
顾这贫困一家的重担，不仅将肖志芩抚养长大，在她结婚生子后也始终照顾着一家三口。

葛医药资讯

本报济南 1 2月 4日
讯 (记者 王小蒙 ) 为
更好服务患者，近日，山
东省立医院、山大齐鲁
医院等对微信智慧门诊
平台全面升级 ,预约、充
值更便捷。这意味着在
原有网络、电话、现场、
诊间、微信等多种预约
方式的基础上，从预约
挂号到充值缴费、查看
报告单，一部手机，通通
搞定，进一步提升了患
者的就医体验。

据介绍，微信、支付宝
智慧门诊平台简化了预约
步骤，将预约界面进一步
优化整合，免去切换界面
的繁琐。进入预约科室界
面后，可选择“日期排班”，
查看医生一周出诊时间
表，或选择“全部医生”，浏
览本科室全部医生信息，
还可根据医生当前是否有
剩余预约号源进行筛选和
查看。

微信、支付宝智慧门
诊平台支持微信、支付宝
充值缴费。患者只需通过
微信、支付宝智慧门诊平
台动动手指即可完成门
诊就诊卡的充值缴费，到
医院就医再也不用因没
有带现金和银行卡而烦
恼。

微信、支付宝智慧门
诊平台新增预约搜索功
能。针对患者预约时经常
只知道疾病名称而苦于专
家选择的困扰，智慧门诊
平台现已开通按疾病搜索
功能，人们只需输入疾病
名称，即可快速定位至擅
长诊治此疾病的专家，点
击该专家可直接预约。此
外，也可以直接输入专家
姓名、科室名称等关键字
进行查询，便能快速搜索
定位。

广大居民可搜索山东
省立医院、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山东省中医院等微
信公众号，实现预约挂号
等。

省立齐鲁多家大医院

智慧门诊平台再升级

济南市市中区陡沟镇街道办小庄村两委相关负责人看望肖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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