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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半口口无无牙牙 不不植植骨骨 当当天天种种当当天天用用
3月18日 省种植专家亲诊 种植牙种1送1 预约电话0531-82389888

本报记者 陈晓丽

老人缺牙难享儿
孙福，当天种牙当天就
能吃苹果

家住济南市市中区的沈老
师今年79岁，是一名小有名气
的作家，在省内多家刊物上出
版了不计其数的文章。沈老师
缺牙快10年了，一直佩戴活动
假牙。但活动假牙咀嚼功能差，
很多想吃的依旧吃不了。逢年
过节儿孙送来的各种美味，沈
老师也只能看不能吃。为改善

生活品质，沈老师就想种牙，但
很多医疗机构都因为他缺牙时
间长，种植难度大，而拒绝他种
牙。

后来，沈老师在报纸上看
到拜博口腔针对疑难种植案例
有独特的技术，就来到济南拜
博口腔医院。经检查，沈老师由
于缺牙时间长，加上活动假牙
的长期压迫，牙槽骨已萎缩，最
薄处宽度仅8毫米，厚度仅4毫
米，属于高难度种牙案例。济南
拜博口腔医院专家团队给出结
论：在半口无牙的情况下，传统
植牙技术需要至少植入十几颗
种植体，而半口无牙颌即刻种

植仅需植牙4-6颗即可完成半
口缺牙修复，最快2小时即可负
重，即刻吃东西。

半全口无牙不用
植骨“当天种当天用”

“种植牙能使用多长时
间”、“全口无牙还能种吗”、“种
植牙的价格差异很大，这是怎
么回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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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部分骨量
流失过于严重的患者，让医生
束手无策，只能继续受罪，想做
也做不了种植牙。拜博口腔最
新引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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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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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约可享：
1、专家挂号费、拍片费、设

计费、手术费2000元全免。
2、德系种植牙种1颗送1

颗。
3、韩国登腾种植体免费赠

送全瓷冠。
4 、全半口牙种牙立减

50000元。
5、预约电话：0531-82389888。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万物更新，生机蓬勃，是人体生理机能、新陈代谢最活跃的时期，气温和湿度都适宜机体受损器器官恢复。如何选择种植牙？如何选
择种植牙医疗机构？如何认识种植牙价格误区？怎样辨别医疗宣传的概念误区？怎样识别医院的医疗品质？3月18日，第1届种牙节开始了。将一一解答种牙
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困惑，让缺牙患者明明白白种新牙，踏踏实实种好牙。活动当天德系种植牙种1颗送1颗，韩国登腾种植体免费赠送全瓷冠。活动不仅有
国内外知名种植专家亲诊，更可以现场观摩拜博口腔数百例疑难种植成功案例。预约电话：0531-82389888。

见习记者 张如意

12日上午，37岁的孕妇刘女
士因下肢突然疼痛、肿胀来到山
东省立医院。据了解，刘女士好
不容易怀上二胎，今天是她怀孕
第52天。“由于下肢静脉血管内
的血液不正常凝结，形成血栓，
阻碍了正常的静脉血液回流，导
致患者下肢出现肿胀、疼痛的症
状，这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形
成。”山东省立医院血管外科副
主任医师张精勇表示，由于孕妇
处在妊娠的特殊时期，加上平时
运动少、喝水少，血液黏稠度加
重，很容易导致此病的发生。一
上午，张精勇就接诊了5位下肢
深静脉血栓形成孕期患者。

“由于大家对血管外科疾
病认识不足，静脉血栓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都非常高，不容忽
视。”山东省医师协会血管外科
医师分会主任委员、山东省立
医院血管外科主任金星表示。
在国际上，静脉血栓的发病率
在十万分之一到二之间，而作
为人口大省的山东，每年可能
存在上万人患有静脉血栓。

张精勇提醒，下肢深静脉
血栓形成特别爱找孕妇下手。

“孕期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
治疗是非常棘手的。”张精勇表
示。“尤其在怀孕前三个月内进

行药物治疗，容易影响胎儿发
育。但若不及时进行治疗，要么
会加重腿部病痛症状，严重的
话导致静脉血栓脱落，引起胸
痛、憋喘、咳血等症状，甚至会
引起致死性肺栓塞。”

因此，对于孕妇群体来说，
预防此病的发生变得尤为重
要。张精勇提醒，平时应避免长
时间静止不动，每隔一定时间
起来活动下肢，在床上时可以
进行下肢的主动活动；适量饮
水，避免血液黏稠，促进静脉血
液回流；还可以去买双抗血栓
袜，降低血栓形成的发生率。

“如果出现下肢疼痛、肿胀的症
状，应及时去正规医院进行咨

询，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对于患有下肢深静脉血

栓形成的其他群体，同样应
该引起重视。首先静脉曲张
患者应尽早积极治疗；已有
小腿静脉血栓形成的患者，
也应尽早处理，以防血栓向
股 静 脉 延 伸 或 发 生 血 栓 脱
落；血栓高危病人，应穿着抗
血栓袜降低血栓形成的发生
率，深静脉血栓治疗后病人，
应长期穿着医用弹力袜预防
深静脉血栓后遗症。

此外，已经康复的患者也
莫大意，一旦没有做好系统的
药物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形
成很容易再次复发。

随着劳动强度的降低以及汽车的普及等，四肢、肺、肾等血管
病变患者数量也越来越多，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三左右。而作
为血管外科常见病之一，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病率极高，且爱找
孕产妇“下手”，需引起重视。

下下肢肢深深静静脉脉血血栓栓爱爱找找孕孕妇妇““下下手手””
孕妇应避免静止，适量饮水 脑脑萎萎缩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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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健忘头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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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痴呆病、帕金
森的理想药物。愿用后整个
人焕然一新，重享健康生活！

咨询热线：400-700-8835
桂药广审（文）第2016120192号
专利号：ZL200510004868X

葛医药资讯

3月10日上午，第六届山东
(泰山)大血管外科学术论坛在
济南召开，记者在会上了解
到，血管外科作为新兴学科，
目前发展迅速，介入微创等技
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提高了治愈率，挽救了广大患
者的肢体及生命。

“过去手术治疗血管外
科疾病，需要切开胸、腹腔，
才能找到血管进行手术，就
像地下水管爆裂时，工人需

把路面剖开才能修理一样。
这种手术风险大、失血量高、
恢复慢。”山东省医师协会血
管外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
山东省立医院血管外科主任
金星表示。

但如今，随着血管外科技
术的成熟，X线设备更新和血
管造影技术的逐步完善 ,以及
无损伤血管缝线、多种人工血
管及球囊支架相继研制成功。
传统手术和介入治疗相结合，

影像技术和现代外科技术相
结合。利用血管镜及动脉插管
等高新技术，手术时只需从腿
上打个小口，上下穿通，直接
从身体里面做手术。

金星说，这种手术的准确
度达到了毫米以下，对病人的
损伤小，康复率高。“过去，动
脉栓塞的截肢率在30%-50%，
死亡率在10%以上，而现在死
亡率降至1%左右，截肢率降至
5%以内。”(见习记者 张如意)

葛链接

本报济南3月12日讯(记
者 陈晓丽) 3月11日，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内分泌科医
护人员一行20余人利用周末
时间走进社区，联合市中区
舜耕街道舜雅社区共同组织
开展“关注健康，关爱生命”
的义诊宣教活动，为200余名
社区居民免费测血糖、骨密
度和肝脏超声，进行糖尿病、
肥胖、甲状腺疾病知识宣教，
及儿童生长发育评估、骨质
疏松与骨折风险评估等。

医疗团队为160余名社

区居民进行了骨密度筛查，
发现有超过四分之三的老年
人存在骨质疏松或骨量减
低，这些都是骨折的危险人
群。专家建议，绝经后女性及
六十岁以上老年人需要定期
进行骨密度检测，早诊断早
干预，预防骨折的发生。“一
些居民认为补钙就是治疗骨
质疏松，其实这也是错误观
点。”专家表示，一旦确诊骨
质疏松后，一定要正规医疗
机构进行全面评估和综合治
疗，切不可盲目补钙。

超超七七成成老老年年人人存存骨骨折折风风险险
齐鲁医院内分泌科社区义诊，宣教健康常识

第六届山东(泰山)大血管外科学术论坛济南召开

介介入入微微创创技技术术将将动动脉脉栓栓塞塞死死亡亡率率降降至至11%% 世世赛赛烹烹饪饪项项目目省省选选拔拔赛赛开开战战
本报济南3月12日讯(见

习记者 王小涵 通讯员
芦琦 宫玺) 12日，第45届
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
目“烟台海悦大厦酒店杯”山
东省选拔赛在山东省城市服
务技师学院启动。比赛吸引
了省内10所院校的18名选手
齐聚烟台，选手须于6个小时
内在意大利面、塔鱼、童子鸡
和面包布丁四个模块展开激
烈比拼。

去年，山东省城市服务
技师学院学生曲笛代表中国

参加第44届世赛烹饪(西餐)
项目竞赛，一举夺得优胜奖，
实现了我省乃至全国在该项
目上的突破，学院在烹饪专
业教育上也屡创佳绩。在此
基础上，学院派出两名选手
参与角逐，成为比赛的热门

“种子”。
选拔结束后，优秀选手

将入选山东省集训队，经集
训选拔后参加全国选拔赛，
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2019年
在俄罗斯喀山举办的第45届
世界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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