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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全国各地都出现过老年人误
吞假牙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海口
市多数老人都佩戴着活动假牙，可几
乎所有戴假牙的老人大多没意识到假
牙需要每年到医院“年检”。活动假牙
多由塑料、金属等材料制成，每天都要
经历最少3次使用，使用时间久了会产
生老化、不密合、松动的情况。

在来院就诊的假牙佩戴者中，海
口187医院口腔科初步总结了三大常
见的旧假牙隐患：第一、误吞。比较小
的局部活动假牙容易产生误吞，特别
是带有金属钩环的假牙，可能在误吞

中钩挂住食管壁，十分危险。第二、牙
龈肿痛。当假牙使用太久，变形松动
之后，不再贴合牙龈，吃东西时，食物
残渣嵌塞在假牙和牙龈的空隙中，清
洁不当。食物发酵变成细菌的温床，
就容易引发炎症，造成牙龈肿痛或口
腔溃疡。第三、咀嚼无力。即便是一
副全新的假牙，所能提供的咀嚼力都
远远无法和真牙相比。当假牙老化之
后，产生移位、松动，吃东西时无法咀
嚼。甚至稍稍用力咀嚼，就会压迫牙
龈疼痛。

（小可）

旧假牙隐患重重
患者需定期“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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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双双把牙种 晚年幸福由“齿”生

微创即刻种植牙：快速 精确 微创 无痛 安全
牙齿缺失，10年前还只能修修补

补，佩戴活动假牙，镶嵌固定烤瓷牙。
海口187医院口腔科在海南地区较早
开展种植牙项目，如今，椰城市民早已
享受到种植牙带来的好处。坚固耐用、
微创无痛、愈合快速、美观舒适的种植
牙，已成为缺牙患者最好选择之一。

“妇唱夫随”
夫妻双双把牙种

近日，187医院口腔科迎来了杭老
师、李老师夫妇。去年，老两口双双退休
后，一致觉得晚年幸福从“齿”开始。在做
了长足的功课后，老两口选定了在海南最
早开展种植牙项目的187医院口腔科做
牙齿。口腔科主任马华祥轻松为李老师
成功完成种植牙手术；缺牙9颗，长期佩
戴假牙，牙槽骨已有部分萎缩的杭老师种
植牙也在马主任的手下成功种植。

辛辛苦苦一辈子
人到晚年一张嘴

李老师表示，辛辛苦苦一辈子，人

到晚年一张嘴，想想缺牙的那几年连
吃水果蔬菜都困难，更别提吃肉食
了。那时候哪敢想这辈子还能像现在
这样想吃就吃。

老两口说：多年从事教育事业，
而且又事关老两口后半辈子的幸
福，对于医疗机构的选择，他们慎之
又慎。最初，看到种植牙技术的各
项报道，对比后确认种植牙不仅外
观与真牙相同，还能像真牙一样有
牙根，享用一生，令两口子无比激
动。二老不但自己动手查阅大量资
料进行多方对比，还谦虚地向身边
的人进行了请教，一位从事口腔专
业的学生向他们推荐了 187医院口
腔科。

透过新拍的口腔全景片，马华
祥主任介绍，李老师的缺牙仅是上
排三颗，牙槽骨情况也很好，采用了
微创即刻种植技术，手术非常成功，
完全达到了预期的修复目的。微
创，顾名思义就是微小创口下进行
手术，达到最小的损伤下完成手
术。好处很多：患者术中出血少，术
后反应微小，感觉舒适，术后疼痛及

肿胀的发生率非常低。恢复愈合时
间短，对生活工作影响小，患者甚至
术后即可进食及工作。

种植牙关乎一辈子
谨慎选择植牙机构

对于杭老师、李老师夫妇谨慎择
医的态度，马华祥主任颇为赞同。种
牙是一辈子的事，马虎不得，如今海南
齿科机构不少，但是种植牙还是近几
年才兴起的。种植牙以高技术难度、
高医术水平著称，是口腔医学中的“塔
尖”技术，种牙不但是精细手术，更是
严格意义的手工艺精细活。而且种牙
周期长，手术后还要复诊多次，维护保
养更要终生性的。虽然种植牙维护得
当就可用一辈子，但是种植牙技术在
世界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失败率，所以
患者在打算做种植牙之前，必须要选
品牌、选医院、选专家、选技术、选服
务。只有做足功课才能有备无患，万
无一失。

（小可）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杨秋梅

不良姿势易导致脊椎异常

世界脊椎日期间，解放军第187医
院骨科医生邢国提醒广大市民,关注脊
椎健康，挺起你的脊梁。

脊椎是脊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现实中却是最易被人体忽略的部位。
资料显示，目前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忽
视脊椎健康的预防，患上了脊柱疾病，
人数、病龄分别呈逐年增多和年轻化
的趋势。

据邢医生介绍，他每天接触的患者

中，有30%是脊椎引发的相关疾病，其
中绝大多数人在患病初期并未关注甚至
完全忽略脊椎健康。

年仅28岁的公务员程某，3年前下
楼梯时不慎摔落，颈部先着地，当即感到
颈部疼痛、四肢活动受限，未引起重视，
待被人救起后拍片显示颈部椎体骨折，
最终导致颈部以下全部瘫痪，多处求医
至今未愈。

脊椎病是脊椎的骨质、椎间盘、韧
带、肌肉发生病变，压迫、牵引刺激脊髓、
脊神经、血管、植物神经引发的。常见病
种为颈椎病和腰椎退行性病变，主要症
状为不能直立、颈肩酸痛，四肢无力，严
重时会导致瘫痪。而不良的坐姿、睡姿、

不合理的寝具、风寒的侵袭等是导致脊
椎出现异常的罪魁祸首。

三类人群要注重保护脊椎

三类人群需注意颈椎问题，如每天
长时间面对电脑的年轻人、学习负担重
的学生、常常躺在床上看电视、看书读报
的老年人。

这三类人群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
是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一坐就是个把
小时，甚至一整天。人体正常的颈椎向
前弯曲，有一个生理弧度，低头时间过长
使颈椎处于弯曲压迫状态，难免会发生
变形、劳损，致使颈部肌肉痉挛、缺血，压

迫颈神经根、脊髓、交感神经等周围组织
而诱发颈椎病，出现颈椎疼痛、活动受限
等症状。

此外，贪凉、贪靓也是造成颈椎病的
重要原因之一。不少女性在夏季吹空
调，喜欢穿露背衫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
惯，都会使颈背肌肉受凉，导致肌肉韧带
紧张，诱发颈、背部疼痛。

医生建议，文员、司机、交警、教师、
工人等脊椎病高发人群，在日常工作生
活中应注意：不要长时间让身体保持一
个姿势。每1小时左右一定要换个姿
态，或活动几分钟，让紧张的肌群得到放
松。坐的时候，最好让腰部有靠垫之类
物品的支撑，减轻腰肌负担。

不要选过软的床和枕头。睡觉时，
选择偏硬的床和高度适中的枕头，能矫
正脊椎上小关节紊乱、椎间盘突出，保
证脊椎的生理弯曲，同时还可预防老年
人动脉硬化。需要注意的是，应枕在第
3、第4颈椎的部位（脖子弯曲处），保持
仰姿。

不要让颈部、腰部受凉，注意保暖。
风寒冷侵害会影响局部血液循环，加速
组织变性，因此平时要注意保暖。

颈腰椎病患者要早发现，早治疗，要
防止小毛病拖成大问题。尤其是长期伏
案工作的人要注意劳逸结合，经常起身活
动颈肩部肌肉，每周坚持做有氧锻炼，如
室外散步、跑步、球类运动等。

挺起脊梁挺起脊梁

颈椎是人的健康之
源和生命之本，颈椎的
异常会引发很多种疾
病。10月16日是“世界
脊椎日”，脊椎病被列为

“世界十大被忽视健康
问题”之一，近年来有愈
来愈年轻化趋势。电脑
族、伏案族、开车族，坐
姿不良及缺乏锻炼者，
该如何保护颈椎才能不
让其“受伤”？为此，记
者采访了医院的有关医
生。

近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出紧急通知，对涉及
台湾问题油品的龙口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
泓食品行两家企业产品进行处置。我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对市场进行了排查，目前暂未发现
台湾问题油食品。消费者如果发现台湾问题油食
品，可拨12331举报。 （侯赛 贺澜起）

国家食药总局严查
注射美容用品玻尿酸

近期，国家食药总局检查透明质酸钠经营企
业21415家、使用单位27463家、互联网经营企业
984家，已对发现的非法经营、使用违法案件进行
了查处，将涉及刑事处罚的移送公安机关。

近几年，注射透明质酸钠美容受到不少人青
睐，但非法销售、使用无证透明质酸钠产品的现象
屡禁不止。国家食药总局要求，各级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要继续加强对透明质酸钠经营、使用单位
的监督检查。消费者应到具备医学美容资质的美
容场所进行注射美容，不要通过网络购买未经注
册的透明质酸钠产品。 （据健康报）

■ 本报记者 马珂

耐多药肺结核是严重危害人类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慢性传染病，是我国重
点控制的重大传染病之一，具有贫困群体
高发、治疗费用高，传染性极强等特点。

我省结核病疫情以及耐药水平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省政府
制订了结核病防治规划，提出建立耐多
药结核病防治体系，中央和省政府拨款
支持。去年，我省搭上了全球基金耐多
药结核病防治项目的末班车，得到了基
金资助，技术和治疗药物与国际接轨，
实验室取得资质。耐多药结核病患者
可以在省内得到准确诊断。

耐多药结核病难以治愈，其治疗费
用大大增加，耐多药结核病的治疗费用
比一般结核病要高100倍，医疗负担十
分沉重。

日前，记者从海南省卫计委获悉，
为遏制耐多药肺结核传播和流行，我省
在开展提高农村居民重大疾病保障水

平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完善农村居民耐
多药肺结核实行住院和门诊按病种定
额收付费的支付方式，提高保障水平。

耐多药肺结核治疗费用分为住院
治疗费和门诊治疗费，实行按病种定额
收付费。新农合对救治对象的补偿比
例提高为定额费用标准的70%；民政部
门对救治对象再予以医疗救助，救助比
例为定额费用标准的30%。“这样，凡我
省参加新农合的耐多药结核病患者就
可以享受免费规范化治疗，确保治愈。”
省卫生计生委农卫处相关负责人说道。

“算下来，一个新农合耐多药肺结
核患者总治疗费用救助最高为4.8万
元。”省卫计委农卫处有关负责人说，
免费救治新农合耐多药肺结核患者，
所需要的政府投入并不多，可是患者
得到规范化治疗并痊愈，真正解决了
耐多药肺结核患者因无钱长期治疗造
成耐药，难治愈且传染扩大的问题，让
耐多药肺结核传染病得到较好的控
制，效果显著。

患耐多药肺结核并不可怕
海南新农合耐多药肺结核患者治疗费救助最高为4.8万元

关爱脊柱关爱脊柱
工作时每一个小时换个姿势可预防脊柱病工作时每一个小时换个姿势可预防脊柱病

●救治病种为凡第一诊断为
耐多药肺结核，并实施全程住院和
门诊规范化治疗的参合患者。定点
救治医院为省结核病医院。对救治
患者实行即时结报，不设起伏线。

●救治首先要由各市县（区）
结核病定点机构组织进行病理筛
查。省结核病医院再根据结核病实
验室药敏试验检测结果等确诊耐多
药肺结核患者，并作出能否进入路
径实施重大疾病救治病理诊断。

●具体救治方法为住院治疗
费用每例定额结算标准为 1.5 万
元；门诊治疗费用规范救治疗程
18 个月到 22 个月，每例每个月定
额结算标准为1500元。

耐多药肺结核患者
救助流程

我省暂未发现
台湾问题食用油食品

北京：疫苗接种异常
将引入商保补偿

近日，北京市442家流感疫苗预防接种门诊
正式开始为市民提供接种服务。针对接种疫苗后
出现异常反应的补偿机制，该市卫计委目前正在
调研引入商业保险，具体细则有望年底前出台。

受去年年底“乙肝疫苗”事件影响，我国疫苗
接种率一度大幅降低，针对疫苗接种后出现异常
反应的判断和补偿机制，国家卫计委、国家食药监
总局等部门曾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指导各省市制
定补偿办法，并建议在财政专项补偿经费的同时，
推进、鼓励、引导商业保险参与报销。

今年，北京将探索建立第三方接种率调查评
估工作模式，探索在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中全
程引入商业保险补偿机制，开展商业化（保险）试
点工作。据了解，目前这一补偿机制仍在调研阶
段，年底有望出台具体细则。

北京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依靠商业
保险进行接种异常反应补偿是国际上大部分国家
普遍采用的方式，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仍没
有采用。而北京市正在调研的商业保险补偿机制
年内就有望正式出台，出台后，将成为我国首个试
点。 （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