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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皮肤病医院专家提醒：

夏季高温促痤疮高发
综合治疗远离皮肤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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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炎症可防脑梗恶化
日本大阪大学一个研究小组说， 他们通过动

物实验确认，遏制脑梗后的脑内炎症，可以阻止神
经细胞死亡，防止脑梗恶化。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
种能减轻脑细胞损伤的蛋白质。

日本每年有 7万多人死于脑梗， 该病还是占
用护理人手最多的疾病之一。 新成果有助于开发
治疗肢体麻痹、意识障碍等脑梗后遗症的药物。

研究小组发现，在出现脑梗时，脑内免疫细胞
会释放促进周围细胞死亡的物质， 引发炎症，而
RANKL蛋白质则能遏制这种物质的释放。此前，
这种蛋白质被认为能够刺激破坏骨骼的细胞发挥
作用，从而导致骨质疏松。

领导这一研究小组的大阪大学副教授岛村宗
尚说，迄今在脑梗初期治疗中，遏制炎症的方法都
未获得充分的效果。 虽然 RANKL蛋白质有可能
成为新的治疗药物，但由于它还会导致骨质疏松，
所以还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据新华社电）

常按五个“窝”可长寿
人体有些部位是养生重点， 对这些部位常常

按摩，加以养护，能起到增强身体免疫力、预防疾
病、延年益寿的作用。 以下五个部位，就是养生保
健的关键所在，它们分别是腋窝、腘（guó）(腿弯
曲时后面形成的窝)窝、肘窝、腰眼、肚脐。

腋窝 腋窝处的顶点上有个穴位叫极泉穴，
经常按摩可以宽胸宁神、调和气血。从现代医学上
讲，腋窝处的淋巴组织非常丰富，经常按摩可以促
进血液循环、提高免疫力。

腘（guó）窝 腘窝是膝后区的菱形凹槽，里
面的血管和神经非常丰富，经常拍打有行气活血、
缓解痉挛的功效。 腘窝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委
中穴，经常按摩，对常见的坐骨神经痛、小腿疲劳、
脖子酸痛、臀部疼痛等疼痛性疾病有良好作用。

肚脐 肚脐是人体中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用
眼睛可以看到的穴位，名为神阙，历来被医家视为
治病要穴。经常拍打肚脐可起到安神宁心、舒肝利
胆、调和气血、通利三焦的作用。

肘窝 肘窝是肘关节前方的一个三角形的凹
陷，它是经络非常密集的地方，经常按揉可起到行
气活血、散淤祛毒的作用。

腰骶窝 俗称“腰眼”，是人体腰骶部的一个
凹陷。 常按摩腰骶窝有疏松筋骨、 消除疲劳的效
果。 不过， 患有严重心血管疾病或骨质疏松的老
人，不建议使用拍打法。 （环球）

老人练“坐操”防衰老
坐着也能做运动？ 其实练习“坐操”也能达到

锻炼身体的效果，长期坚持，还能增强体质，延年益
寿。 以下几个动作，不仅适合经常坐办公室的白领
一族，也适合常在家里坐着看电视、读报的老人。

抓地运动 坐着时，你的双脚是闲着的，可以
一边工作一边用双脚不停地抓地， 然后旋转双脚
以活动踝关节。经常练习这个动作，可以有效缓解
疲劳，防治失眠、头痛、眩晕。

提肛运动 对于患有便秘的老年朋友来说，
做提肛运动也能帮助缓解。具体的动作是：吸气时
收腹、迅速收缩并提升肛门，停顿 2—3 秒，再缓
慢放松呼气，反复 10—15次。

四肢运动 对患有四肢麻木、 疼痛的老人来
说，还可以进行四肢运动。 该运动比较灵活，坐在
椅子上，伸直身体，两肩向后用力使背肌收紧，两
肩胛骨靠拢； 也可以身体紧缩收腹， 双手用力支
撑，收紧臀大肌，臀部从椅子上微微抬起；或者双
腿屈膝抬起， 双手抱住小腿， 尽力使膝盖贴近胸
部；再或者双手叉腰，左右转动腰部至最大幅度。
这几组运动都能起到缓解四肢酸痛的作用。

老人锻炼要注意适度原则， 对于患心脏病的
老人来说，锻炼时一旦出现头晕等症状，一定要停
下来。 （圣石）

牙齿缺失，牙齿脱落，很多人以为对身
体没什么影响，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大
多数人的观点是， 认为牙齿缺失最多也只
是影响美观，因此，有些人在牙齿脱落后十
几年甚至几十年也不镶复， 这种做法是极
其错误的。

海南数字口腔专科专家介绍， 牙齿缺
失危害不小，不仅会影响发音准确、还会造
成颌关节紊乱等疾病。 缺牙修复的方法有
3种：活动假牙、固定假牙和种植牙。 其中，
种植牙是目前患者最青睐的修复方法，可
以让缺牙在微创无痛中重生。

缺牙可导致消化系统疾病

李先生的母亲今年才不过 50 出头，牙
齿却脱落了好几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
不好，为了维持我的学业，父母什么苦累的活
都愿意干，健康也被提前透支了。 ”说起父母
这些年来的艰辛，李先生不由得红了眼眶。

拿到第一份工资后，满心欢喜的李先生
给父母买了不少礼物。原以为以自己的经济
能力能够让父母享福了，可无意间看到缺牙
的母亲艰难地啃着排骨， 李先生深感痛苦：

妈妈连爱吃的东西都吃不了， 何谈享福呢？
于是他准备为母亲解决牙齿缺失的问题。在
咨询了不少牙科医院和诊所的牙医后，李先
生了解到缺失牙修复目前有三种方式，即活
动假牙、固定假牙和种植牙。

海南数字口腔专科专家马主任介绍，
如今，中老年人掉牙现象越来越严重，掉牙
影响咀嚼，加重胃的负担。 当个别牙齿缺
失或牙列缺失后，咀嚼效率随之降低或丧
失，唾液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慢，未嚼碎
的食物进入胃肠，胃肠系统的负担随之加
重，从而导致胃肠功能紊乱，影响人体对
营养成分的吸收，严重者机体可出现消化
系统的疾病。

如果长时间没有镶牙， 可能会导致其
相邻的真牙向这个缺牙空隙内倾斜、移位，
缺牙空隙相对应的牙齿将因无对抗力量而
逐渐伸长，咬合关系和牙齿排列出现错乱，
致使剩余牙齿失去正常的邻接关系， 造成
食物嵌塞，亦是导致牙周病的病因之一。

满口缺牙在微创无痛中重生

“我当时就一家家地问，哪种装了能啃

排骨吃水果， 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明确表示
假牙不能吃硬的东西， 只有种植牙能够完
全满足饮食要求。 ”李先生说道。 海南数字
口腔专科开展种植牙项目以来，3年多的种
牙经验铸就了良好的口碑， 让李先生深感
信赖，最终决定选在这里为母亲上种植牙。

虽然得知缺失的牙齿不久之后就能够

“种”出来，李先生的母亲仍然有些惴惴不
安，嘴里种个东西难道就不疼吗？据海南数
字口腔专科马主任介绍， 很多缺失牙患者
虽然了解了种植牙的优势， 但是对于下定
种牙决心仍然犹豫不决。 “主要是因为患
者认为缺失的牙齿能够通过‘种’的方式
长出来已经不可思议了， 再让无痛种牙成

为现实，这让很多患者认为是天方夜谭。 ”
马主任说，“其实数字口腔专科的微创无
痛即刻种植牙技术， 已完全实现了术前无
痛、术中无痛、术后无痛。 ”

种植牙重挫传统缺牙修复法

术前无痛： 微创无痛即刻种植手术前，
专家会先拍片确定患者口腔整体情况，再通
过计算机设计种植部位、深度及角度，科学
精确，最大程度确保手术安全无误地进行。

术中无痛： 微创无痛即刻种植手术只
需约 3—4 毫米创口、3—5 分钟就可植入
一颗种植体。 专家会采用无痛口腔推麻仪
对手术部位进行精准的麻醉， 确保术中彻
底无疼痛感。

术后无痛：手术只需进行一期即可，种植
体和基台可在一次手术中完成， 不用二期手
术，待创口愈合之后即可戴牙冠，时间较之传
统种植能减少至少一半，避免二次创伤。

微创无痛中告别缺齿

随着《舌尖上的中国 2》火热播出，从

远古时代赖以充饥的自然谷物到如今人们
餐桌上丰盛的、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一个
异彩纷呈、 变化多端的美食世界呈现在我
们面前。然而面对如此丰富的美食，有多少
人是想吃却因没牙而望美食而兴叹的?
� � � �目前， 针对牙缺失的补救方式主要有
活动假牙、固定烤瓷牙、种植牙三种，然而
前两种修复方式因自身存在咀嚼无力、损
伤健康牙等诸多弊端， 已逐渐被大众所抛
弃。而种植牙因在外观、感觉和功能上均与
自然牙最大限度上相似， 且对健康邻牙无
损伤，已成为牙缺失修复的首选。在立夏的
节奏里， 就让种植牙点燃一把舌尖上的饕
餮盛宴，尽情品味“舌尖上的中国”吧！

（小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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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掉牙越来越严重

种植牙可让缺牙在微创无痛中重生
海南数字口腔专科帮您修复牙齿品味“舌尖上的中国”

如今，中老年人掉牙现象越来越严
重，掉牙影响咀嚼，加重胃的负担，据介
绍，现在国际上牙齿最流行的缺牙修复
方式就是种植牙。 在欧美，几乎看不到
缺牙的人， 因为大部分都选择了种植
牙。 而在中国，也有近九成缺牙者有意
向选择种植牙，因为种植牙突破了传统
镶牙方式的缺点， 对邻牙没有破坏性，
且稳固、美观、舒适、咀嚼功能恢复好，
被口腔医学界公认为缺牙的首选修复
方式。 种植牙其实是一种高度仿真的
牙齿修复技术。 种植牙有一颗类似钉
状的金属种植体，在缺失牙齿的位置上
把这根“钉子”埋植到牙槽骨内充当牙
根的作用，再以此为基础镶上假牙。 种
植牙有“人类的第三副牙齿”之称。

海南数字口腔专科专家马主任介
绍说， 很多人觉得， 种植牙价格太贵
了，所以宁愿做烤瓷牙。 其实，我们来

算一笔账一切就都明白了。 烤瓷牙的
修复方式需要以相邻的两颗健康好
牙作为代价来实现“搭桥”。 也就是
说，缺失了一颗牙齿，做烤瓷牙的话，
需要承担三颗烤瓷牙的费用。 而这笔
费用已经与单颗种植牙的花费相差
不大。 更不划算的是，烤瓷牙搭桥需
要磨损相邻两颗好牙作为代价，一旦
修复失败进行再次修复。 相比普通修
复，种植牙无需磨损临近好牙、对周
边健康好牙是一种保护，使用维护得
当“一劳永逸”，避免了普通修复时
间长、风险高、多次往返奔波和劳民
伤财等弊端。 其修复后的美观、舒适
程度以及对咀嚼功能的良好恢复，也
是普通修复所无法比拟的。 因此，从
长远利益考虑，种植牙其实是一种最
经济合算的修复方式。

（小珂）

种植牙是缺牙的
首选修复方式
比一比还是种植牙更划算

盛夏季节，除了高温酷暑让人难以
忍受之外，经常冒出的“青春痘”也烦
扰着许许多多的人。 其实“青春痘”是
痤疮的一种表现，那么为什么痤疮会在
夏季高发，又该如何应对呢？

夏季为何痤疮高发？

“夏季天气炎热温度升高，会刺
激皮脂腺分泌，气温越高，皮脂腺的
分泌就越旺盛。 所以炎热季节很多
人，特别是青壮年朋友都会觉得颜面
部更加油腻。 皮脂腺里面含有脂肪
酸，脂肪酸会刺激毛囊皮脂腺增生和
炎症反应，就形成了痤疮。 ”海南省
皮肤病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王爱民
介绍，痤疮也可以由丙酸杆菌感染引
起，丙酸杆菌在温度高的时候活性更
强，这也是夏天痤疮复发或者高发的
原因之一。

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青春期 95%
的男性和 85%的女性均患过不同程度
的痤疮。不少痤疮患者因治疗不当造成
一定程度的“毁容”，对求学、交友、就

业、 心理等均有较大程度的不良影响。
因此许多患者寻求安全有效的治疗措
施的愿望显得尤为迫切。

痤疮如何治疗才安全有效？

海南省皮肤病医院专家介绍，该院
通过采用西药外用及口服、 中药倒模、
红蓝光、光动力、微晶和激光磨削等综
合治疗措施，能够为广大痤疮患者提供
全面、安全、有效的专业治疗和医疗服
务，得到众多民众的认可。 具体治疗方
法有以下几种：

1、中药面膜倒膜治疗 ：采用该院
刘巧主任中医师经验方所配制的中
药面膜进行倒膜治疗。 通过石膏释放
热量加速面部血液循环有利于炎症
消失，促进药物吸收，收敛和减少黏
膜分泌，加速创面的愈合。 中药面膜
倒膜治疗粉刺、炎症性痤疮以及痤疮
后遗色素沉着疗效显著， 不良反应
少，安全可靠。

2、红蓝光照射：红蓝光照射是一种
无痛、非侵害性的治疗方法。 其原理是

利用红光消除炎症造成的红肿，刺激使
纤维细胞增生，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和
皮损自愈。蓝光则可作用于痤疮丙酸杆
菌所产生的内源性卟啉，产生大量单态
氧，从而起到杀菌的作用。 利用红蓝光
交替照射病损部位，对痤疮炎症损害有
很好的消退作用，可进一步提高中重度
痤疮的治愈率。

3、光动力治疗：光动力疗法通过激
光照射被炎症组织所吸收的光敏性物
质，产生光化学效应，从而对皮肤病产
生治疗作用。其针对痤疮的作用机理包
括杀灭痤疮丙酸杆菌、抑制皮脂腺分泌
和破坏皮脂腺结构等机制迅速控制中
重度痤疮的炎症，预防或减少瘢痕的形
成。

4、微晶和激光磨削治疗：微晶磨削
治疗利用微晶磨削仪所喷出的微晶砂
撞击凹凸不平的瘢痕皮肤，达到磨削皮
肤的作用。微晶和激光磨削治疗术后炎
症反应和色素沉着较轻，恢复快，是痤
疮愈后凹陷性和隆突性疤痕的首选治
疗方法。

（晓原 赵翠玉）

缺牙重生请拨打
专家咨询热线

0898-66669
网址：www.hainankq.com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通讯员 王妹琴

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疑难病，医
学上被称为“死不了的癌症”。 三亚市
人民医院脊柱关节科主治医师李建阳
告诉记者， 他给身患强直性脊柱炎的
患者诊断时总不忘叮嘱， 此病不要轻
易以为是腰腿痛，能拖就拖，发展下去
将会致残。 据了解，强直性脊柱炎误诊
率高达近九成， 相当部分的患者都是
查了好多年， 才转到正确的科室接受
治疗。

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全身性免疫
性的慢性进行性炎性疾病。 其早期症
状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骨科疾病。

很多人认为， 这类风湿疾病应该
是“老年病”，而事实上，强直性脊柱
炎的发病率约为 0.3%， 偏爱年轻男
性。 这一年龄段正值青壮年，很多家
长不解，年纪轻轻，孩子怎么会患上
这个“怪病”？专家介绍，该疾病与遗
传、感染、内分泌代谢等方面都有一
定的关系， 发病原因也是多样的，很
难做到很好预防，所以早期发现就显
得尤为重要。

李建阳介绍， 强直性脊柱炎的早
期症状为腰部僵硬、酸痛，以夜间、久
坐、久站时严重，活动后减轻。 由于该
病起病、进展缓慢，开始时的腰痛为间
歇性，全身症状较轻，数月或数年后才
发展为持续性，因此容易被忽视。 医学
专家说， 有报道显示从最初出现症状
到强直性脊柱炎的最终明确诊断，往
往需要长达 5年到 10年的时间。 许多
患者在求医过程中经历过强直性脊柱

炎的误诊。 例如强直性脊柱炎引发眼
睛发红，会与感染性的虹膜炎混淆；强
直性脊柱炎患者经常出现腰背部疼痛
的症状， 又容易与腰椎间盘突出以及
腰肌劳损混淆。

强直性脊柱炎给患者带来精神上
巨大的痛苦， 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活动
不便，走路困难，严重者甚至生活不能
自理，这些都会给心里造成阴影。 某患
者的母亲蔡女士告诉记者， 在未确诊
疾病前，她的儿子心情很差，心里非常
自卑。

此病患者在骨科治疗， 好比向沸
水中加入冷水一样， 只能暂时缓解症
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李建阳认为，
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具有遗传性的免
疫性疾病， 具有进行性、 全身性等特
点，而并非是一种单纯的骨科疾病，只
有进行全身性治疗， 使各种免疫指标
恢复正常，才能达到真正的标本兼治。

腰背疼痛僵硬

强直性脊柱炎
偏爱年轻男性

健康视点

夏季气温太高，人没有胃口，中午吃
不下，晚上暴饮暴食；朋友欢聚，热火锅
和冷啤酒连着来， 这些在年轻人看来很
刺激或正常的消暑行为可能让潜在的强
直性脊柱炎患者病情雪上加霜。 医学专
家介绍，夏季里忽冷忽热、忽少忽多的饮
食习惯，会使肠胃炎的发病率增加，而肠
胃炎可能会诱发强直性脊柱炎，同时，有
些有害微生物的繁殖可能有赖于某些食
物， 摄入这种食物可促使病菌大量繁殖
产生毒素， 这些毒素与细菌抗原进入体
内， 有可能会增强某些不良免疫反应而
加重强直性脊柱炎病情。

医学专家介绍，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可以游泳，游泳对身体关节压力最小，可
促进关节的活动， 对脊柱病变患者有改
善疼痛、放松关节的作用，但水温不宜太
凉。

另外， 很多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对日
常生活中可能遇到哪些危险的认知较为
薄弱。由于脊柱僵直及骨质疏松的存在，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发生脊柱骨折的风险
极高。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造成脊柱
骨折的动作就要尽量避免。 另外， 在驾
驶、行走、站立、坐立及睡眠过程中的一
些不良行为可能会导致畸形的进一步恶
化，也需要予以指导。

（据大洋网）

热火锅冰啤酒？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要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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