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半口口缺缺牙牙只只种种66颗颗，，最最快快22小小时时戴戴牙牙
4月30日韩国种植教授亲诊，种牙就送全瓷冠，预约电话：0531-82389888
本报记者 陈晓丽

当下缺牙修复什么方式最
好？如何才能种出能用几十年
的种植牙？如何选择种植体？种
植医生和医院水平怎么判断？4
月30日，来自韩国圆光大学的
种植专家姜奉肖教授和省三甲
医院知名种植专家将坐镇济南
拜博口腔医院与缺牙市民面对
面交流，为缺牙市民免费设计
种牙方案。仅限50个名额，想当
面与专家交流的缺牙市民可抓
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0531-
82389888

缺牙5年 健康危机如何解?
73岁的白老师，由于早年

不重视口腔健康，牙齿逐渐脱
落，上半口已缺牙5年。由于假
牙咀嚼性太差，喜爱的美食也
不能吃了。人都说“健康是吃出
来的”，可是牙齿都没了，又拿什
么来吃出健康呢?随着上半口牙
齿的全面掉落，连假牙也没法戴
了。不是没想过种植牙，但是，种
植牙也不是那么顺利的事情：

“你的牙槽骨太薄了，做不
了种植牙”“牙槽骨严重萎缩，
植骨后4-6个月才能种牙”“需
要切开牙龈后才能进行种植”

“种牙后不能即刻饮食，3-12个
月后才能装永久牙冠”……这
一系列的难题几乎让白爷爷打
了退堂鼓。

希望！ 数字化种植当天
种当天用

就在白老师几乎要放弃希
望的时候，却从新闻上得知拜
博口腔医院有专门数字化种植
技术。到院后，通过一系列的
CT数据检查，拜博口腔种植专
家发现白爷爷磨牙区牙槽骨宛
如“纸片”，拜博口腔的种植专
家团队经过反复的远程商议，
并利用计算机三维重建软件进

行反复的模拟研究后，拜博集
团的种植专家终于为白爷爷设
计出了最精准、最适合的方案。

神奇！只种4-6颗 见证
“缺牙重生”

4月10日，种植专家用计算
机为白爷爷“量口制作”好种植
手术导板，根据种植导板的数
据模型，利用3D打印技术在种
植手术之前一次完成牙齿的临
时修复体制作。数字化导板引
导下，不到2小时就为他的上颌
植入6颗种植体，并即刻戴上了
临时牙冠，两个小时后，白爷爷
激动地表示：无论是事前的3D

口腔扫描，还是种植过程中的
口内外消毒、麻醉、植入种植
体，到最后戴牙冠，手术操作一
气呵成，几乎没有任何疼痛和
不适感，“以后终于可以吃顿好
饭，睡个好觉了。”

活动链接：

1、电话预约即可免专家亲
诊费、专家手术费、拍片费、数
字化种植设计费3000元

2、登腾、ITI等多款种植体
免费赠送全瓷冠。

3、预约电话：0531-8238
9888

葛医药资讯

肌肌肤肤瘙瘙痒痒 体体癣癣 牛牛皮皮癣癣
肌肤瘙痒、体癣、牛皮癣给

人带来无尽的烦恼,治疗皮肤
病，拥有一身健康的肌肤，享受
美好人生，是每一位皮肤病患
者梦寐以求的事。

陕西科学院制药厂研制生

产的疗癣卡西甫散具有清除碱
性异常黏液质、燥湿、止痒功能,
用于治疗肌肤瘙痒、体癣、牛皮
癣。祛癣专线：400-809-3078，
货到付款。（请按说明书或在药
师指导下使用陕药广审（文）第201703008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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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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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身身长长红红疹疹，，三三年年才才找找到到病病因因
曲阜老人看皮肤病绕“十八弯”

本报济南4月23日讯 (记
者 孔雨童) 一个多月前，家
住曲阜60岁的张先生在济南市
皮肤病防治院确诊局限性红斑
狼疮。让人痛心的是，生病三年
来，张先生浑身上下布满红色
皮疹，看了十几家医院，却始终
没有得到正确医治。看了报纸
来济挂了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
学分会常务委员孙建方教授的
号，才终使病情得以控制。

在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二
楼特聘专家门诊，张先生指着
胳膊说：“你看，已经控制得好
很多了。”张先生说，自己这是
第二次从曲阜来找孙教授复
诊。三年前，他身上忽然生出许
多红斑，瘙痒不适，但是前前后
后在曲阜、蓬莱、青岛等地看了
多家医院，也没治好。“一直以
为是普通的皮肤病”。一个月以

前，他在报纸上看到全国知名
的皮肤病专家孙教授要来济南
会诊的消息，就坐车赶来。当天
上午经过一系列检查，孙教授
告诉他“得的是局限性红斑狼
疮”，这种病可以控制，但是如
果治疗不及时，也有可能转化
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有生命危
险。经过一个月的治疗，身上的
红斑已经有所减退。

“感觉这三年时间都用来看
病了，而且觉得走了弯路，山路
十八弯。”张先生感叹说，看病真
的要找对专家，对症治疗，要不
然造成的各种负担太沉重。

孙建方教授5月5
日来济会诊

孙建方，中华医学会皮肤性
病学分会常务委员、皮肤组织病

理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皮肤
病分会副会长、皮肤病理亚专业
委员会主任、教授委员会主席；
亚洲皮肤科学会理事；首批“新
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尤其擅长疑难、少见,复杂皮
肤病的诊断及治疗,擅长皮肤病
理及皮肤肿瘤诊断。

5月5日，孙教授将再次来
到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进行会
诊。市民预约可拨打济南市皮
肤 病 防 治 院 电 话 ( 0 5 3 1 -
87036224)或登录医院官网预约,
也可以通过医院官方微信预
约:搜索“jnspfy”加关注——— 进
入主页预约。

由于孙建方教授行程紧
张，根据以往经验挂号人数远
超限额，因此市民有求诊需求
的请尽快报名。

明明明明不不舒舒服服，，为为何何查查不不出出病病？？
27日，心理健康大讲堂带您认识心身疾病

本报济南4月23日讯(记者
陈晓丽 ) 境由心转、病由

心生，很多躯体不适，其实是
心理问题所致。周五( 4月27
日)本报和省精神卫生中心联
合主办的心理健康大讲堂邀
请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
专家米国琳开讲“明明不舒
服，为何查不出病”。广大读者
可于当天下午两点到山东省
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楼四楼412
教室参加。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经
常会碰到这种情况：莫名其妙
经常感觉头疼、腹胀，或者胸
闷、心悸等情况，或者原有的慢
性疾病总是反复发作。跑到医
院相关科室就诊，经过各种检
查却始终找不到病因。这个时
候，你可能患上的是心身疾病。

国内相关资料显示，在综
合性医院内科的初诊病人中，
有近1/3的患者所患的是与心
理因素密切相关的躯体疾病。
专家表示，严重的心理问题容
易引起内分泌的变化，导致神

经功能紊乱，对身体各器官都
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为此，4月27日下午两点
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
楼，本报心理健康大讲堂特邀
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专家米
国琳开讲，讲座的题目是《明
明不舒服，为何查不出病》。

读者可关注本报官方微
信公众号“齐鲁健康大讲堂”
留言报名参加，也可拨打本报
热 线 0 5 3 1 - 8 5 1 9 6 0 5 2 、
85196381进行报名。活动现
场，专家还将现场解答读者的
提问。本次讲座还将进行现场
直播，市民可关注微信公众号

“齐鲁健康大讲堂”，加客服
“小爱”为好友，我们将把您拉
入直播微信群。

本次心理健康大讲堂讲

座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
路49号(市民可乘坐18路、K59
路、75路、110路、123路到文化
东路燕子山路站下车，文化东
路路北)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门诊楼四楼412会议室。

专家介绍

米国琳，博士，山东省精神
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兼任中华
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第五届青
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
会精神科分会第七届青年委员
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心身医学
分会委员兼秘书等。擅长各类精
神障碍的诊断、治疗、预防及康
复，尤其擅长抑郁症、睡眠障碍、
焦虑症、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
以及心身疾病的诊治。

主办：齐鲁晚报

协办：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齐鲁心理健康大讲堂

精精准准医医学学是是眼眼底底病病变变诊诊疗疗方方向向

本报济南4月23日讯(记
者 陈晓丽) 21日，第三届
中国眼微循环学会眼底病研
讨会暨2018中国眼科前沿-
精准医疗-创新学术论坛在
济南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
微循环学会眼微循环专业委
员会眼底病学组和济南的第
八人民医院主办。

眼底疾病是指发生在视
网膜、视神经等眼底部位的
一系列疾病，对视功能损害
较大。常见的眼底疾病有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老年性黄

斑病变等。
“眼底疾病的诊疗技术

在不断突破，未来精准医学
是重要发展方向。”张华介绍
道，目前用于治疗遗传性致
盲性眼病、糖尿病眼底病变抗
新生血管的靶向药物均已问
世，给了患者希望。为了避免
耽误最佳治疗时机，张华提
醒，糖尿病患者要定期做眼部
检查。日常生活中，如果平时
感觉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变
形、眼睛发红等不适，一定要
及时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

山山东东省省创创伤伤中中心心成成立立

本报济南4月23日讯(记
者 陈晓丽) 20日下午，山
东省医师协会骨外科医师分
会2018年年会暨山东省骨科
医院第七届院士论坛暨山东
省创伤中心成立启动仪式在
济南开幕。本次会议由山东
省医师协会骨外科医师分会
主办，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
骨科医院承办。

统计数据显示，创伤是
山东省居民的第四大死亡原
因，在45岁以下人群中更是
位居死亡原因的首位。

创伤中心的规划布局以提
升多发复合伤救治成功率为目
标，建立省、市、县三级创伤中
心，并向基层卫生机构辐射的
救治体系，形成全省创伤及突
发应急事件快速救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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