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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种植牙认识误区，
看看你有没有？
美莱口腔专项基金援助进口种植牙
每颗减免 5000 元 不限援助颗数

电话预约可得全套口腔检查和方案设计 限量50名 先约先得
记者 章贝佳

但如果患者本身有较严重的牙周炎， 来，结合数字化种植，治疗更精确，手术时
牙齿已松动，则建议及早拔除并采用即刻 间和创伤也都进一步减小了。
种植尽快修复，因为长期的慢性炎症，会
使牙齿周围存在大量炎性肉芽组织，伤害 误区 4：
邻牙健康。

被誉为“人类第三副牙齿”的种植牙
比传统假牙自然美观，在咀嚼、口腔感受
和力度上也接近真牙，但价格不菲，做一
颗就要数千元乃至两万多元。
为帮助更多缺牙患者尽快完成牙齿
误区 2：
修复，
杭州美莱医院口腔中心今年推出
“种
植牙专项援助基金”，目前已推出四期，累 种植牙材料越贵越好
郭颖：
每个种植牙品牌都有自己的材料
计帮助 500多位缺牙者完成牙齿修复。
“许多前来修复缺牙的患者，
都已有十 体系，而根据品牌和材料又是有价格阶梯
在进口品牌中，
德国、
瑞士品
年以上的缺牙史，他们一般从五十岁左右 的。相对来说，
牌要比韩国品牌好一些，
但德国品牌牙里有
开始脱落。我们发现，缺牙五年以上未做
韩国品牌牙里也有贵的，
缺牙者可
牙齿修复的，
五年后脱落速度大多会加快。
” 便宜的，
并非越贵越好。
美莱口腔中心的郭颖主任说，
门诊沟通中， 根据自身口腔条件挑选，
如果要给选择建议的话，大家可通过
发现缺牙患者们对牙齿修复存在着不少疑
“品牌历史、
材料技术、
产品系统”
三个方面
问：
“种植牙是全麻手术吗”
“
，牙齿出现问题
来比较各个品牌。因为一个优秀品牌的
是不是应该立刻拔掉换种植牙”
“
，种植牙的
种植系统，往往技术背景过硬、产品多样，
使用年限和烤瓷牙一样长吗”
……
以满足患者需求。
针对口腔患者关心的突出问题，郭主 包含多种类型种植体，
任总结了五大认识误区——

误区 1：
出现问题牙立即拔掉换种植牙
郭颖：尽管我们一再强调，牙齿脱落
后的三个月内应尽快做种植修复、保护牙
槽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拔掉只有小问题
的天然牙来换种植牙。
种植牙虽有很多优点，但最好的牙齿
仍然是人本身健康的天然牙。只要通过
治疗能保住的真牙，还是应该坚持治疗，
而不是动不动就拔掉。

误区 3：
种植牙手术创伤大，
要全麻
郭颖：受“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
命”的“恐怖”影响，很多人误以为种植牙
手术也非常疼，很多人在门诊时会问：种
牙很痛吗？需要全麻吗？术后要吃多久
流食才能正常饮食？问这些问题的患者
对种植牙手术太不了解了。
事实上，种植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手
术，微创操作，一般术后出血也少，几乎不
会肿，创伤相对拔牙还要小一些。近年

种植牙的使用年限
和烤瓷牙一样长

迎国庆“500 万种植牙基金”
申请即可做
免费口腔 CT 检查
电话预约即领
“口腔健康大礼包”
一份

郭颖：正常情况下，种植牙的使用年
限是一定比烤瓷牙长的，因为烤瓷牙只是
牙冠，一旦内部天然牙根出现问题，还是
需要拔除的，而种植牙只要保养得当，植
入的牙根因材料稳定和骨结合好，不会发
生龋齿，
也不会再脱落了。
目前临床有记载的首位做种植牙的，
是在 1965 年的一位瑞典人，
种植牙陪伴了
他 40 多年，
直到过世。现在的种植牙材料
和技术，
相对 50 年前已经进步许多了。

误区 5：
种植牙做完一劳永逸
不需要再像真牙那样护理了

国庆节到了，为帮助更多缺牙者早日
种上种植牙，杭州美莱口腔“种植牙援助
基金”今日起推出 50 个名额。此次援助
仍主要面向中老年群体，当然，子女也可
为父母代领，以表孝心。医院会为所有申
请者安排一次免费的口腔全景检查，如符
合种植牙适应证，即可根据其种牙数量提
供援助金，每颗可减免 5000 元，每人不限
援助颗数，领完即止。
报名截止日期：
10 月 10 日。
如果你有缺牙问题或有缺牙的亲友，
也可来电申请或咨询牙齿保健知识。
申请方式：即日起至 10 月 10 日，每天
9:00-21:00，拨打快报健康热线 85051450
咨询、预约。
凡来电预约者均可获“口腔健康大礼
包”
一份——
1.免挂号费，
免化验费；
2.口腔检查费全免（CT 拍片、口腔数
码内窥镜检查）；
3.选用进口种植牙可享每颗减免 5000
元，
其他品牌种植牙享8折优惠。
此
“种植牙大礼包”
限量50份，
先到先得。

郭颖：长期使用后，种植牙也和天然
牙一样，
会长牙石和菌斑，
所以需要定期洗
牙，
与天然牙洗牙用超声波不同，
为种植牙
洗牙要使用不锈钢碳素特制的仪器，所以
应该到专业的口腔医院进行。此外，由于
种植牙的牙冠是固定在种植体上的，为防
止其松动，
也需定期去医院护理种植体。
值得特别提醒的是，对所有在院接受
种植牙手术的患者，美莱口腔提供免费
的术后清洗护理服务，并会到期提醒，患
者只要在术后按医生嘱咐来院护理即可。

小文艺家·首秀

多才多艺的 9 岁萧山女孩国庆办专场
记者 朱坚

由都市快报和杭州图书馆举办的
“小文艺家·首秀”第 52 场活动——“心系
现在的孩子大多都学才艺，像这位 祖国·情满杭州”2016 国庆才艺秀专场，
女孩如此多才多艺的并不多。程悦柔， 10 月 2 日 14:00-16:00 在杭州图书馆（市
萧山银河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爱好文 民中心）一楼报告厅举行，刚满 9 岁的程
艺，兴趣广泛，幼儿园小班开始学习舞 悦柔将以她的才艺撑起一场晚会，其中
蹈，现在钢琴、葫芦丝、声乐、中国舞、拉 包括钢琴演奏、葫芦丝演奏、拉丁舞、诗
丁舞、画画、书法都是她的特长。
朗诵等，同时她的才艺老师和同学们将

担任演出嘉宾，对这位“才艺小全才”的
演出有兴趣的孩子家庭，欢迎来现场观
赏和交流。
本场演出不设 门 票 ，因 场 地 有 限 需
控制观众，关注“小文艺家”微信号，发
送“ 首 秀 + 真 实 姓 名（孩 子）+ 年 龄
+ 联系方式”，如得到微信号回复即可
预约观演。

更多更详细“小文艺家·首秀”信息
关注快报“小文艺家”微信公众号

他和老婆吵架后连吃27颗感冒药
本来只想吓吓老婆，结果差点送命
记者 张姝 通讯员 周素琴
杭州 30 多岁的小陈，因为生活琐事
和老婆吵了一架后，连吃了 27 颗感冒药，
他本想吓吓老婆，没想到导致肝功能衰
竭。昨天，小陈在邵逸夫医院康复出院，
急诊科副主任蔡华波说，感冒药哪能这样
吃的？过量服用感冒药有生命危险。
蔡华波副主任医师昨天说起这件事，
仍心有余悸：
小陈是被老婆和哥哥一起送到急诊
室来的。送到急诊室的人，一般都病情很
重，家人相当着急的。而当时，小陈及家
属 3 人，神情比较自然，我就多问了几句，
结果大吃一惊。
小陈说，他和老婆吵架了，越想越郁
闷，喝了很多酒，后来想吓唬一下老婆出
出气，就跑到家附近的药店里买了泰诺
片，一股脑儿连吃了 27 颗，然后故意把空
的药盒子摆在床头。老婆回家发现空药
盒子，蛮关心小陈的，两人聊了会儿天也

和好了，小陈就说了原委。当时小陈除了
有点恶心之外没有不舒服，他自己没当回
事，老婆坚持要送他到医院看，小陈想想
也害怕起来，
就答应了。
小陈说，
他吃这么多感冒药，
只是想吓
唬吓唬老婆，
以为对身体不会有什么伤害的。
我问小陈，距离服药后过了多久了。
小陈说过了 6 小时了，我心底一沉，立即
让他洗胃，可惜的是，感冒药已经基本吸
收了。我们立即给他洗胃，用药治疗，但
第二天，他的肝、肾功能还是急剧恶化，凝
血功能异常、血小板明显下降，达到了肝
功能衰竭的程度，而且还在进一步恶化，
可以说命悬一线。我们全力抢救，小陈住
院的 7 天，他老婆也是精心照顾他，在大
家的努力下，
总算把他的命拉回来了。
小陈这次吃的感冒药是非处方药，
在药店都可以买到，却并不意味着感冒
药没有副作用。一旦药物过量，甚至达
到中毒量时，会很快出现恶心、呕吐、胃
痛、腹 泻、厌 食、多 汗 等 症 状 ，可 以 出 现

肝肾功能损害，严重的甚至出现肝肾功
能衰竭，危及生命。而且，很多药物与
酒精叠加，会带来更大危险，除了甲硝


唑，头孢哌酮、先锋霉素、痢特灵以及双
胍类和磺脲类降糖药等药物，也会与酒
精起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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