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植牙可以显著提高口腔修复治
疗水平和质量，提高生活质量。

种植牙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植入
骨内的种植体，又称植入体、基台、
牙冠。有时基台和牙冠可以整合成一
个整体，由二氧化锆做内核，外面堆
积瓷粉，形成全瓷冠，再由中央固位
螺丝和种植体相连。

种植牙修复的主要适应症是：
1.因牙槽骨严重吸收的无牙颌患

者，外伤或手术等原因造成牙槽骨有
较大形态改变，致使修复体固位
不良者；2.对修复要求较高而常规
义齿又无法满足者；3.因各种原因
无法适应可摘义齿者；4.个别牙缺
失，临牙不宜做基牙或为避免临
牙受损伤者；5.颌骨缺损同期行血
管化骨移植修复者，或游离植骨
3~6个月后。

种植手术的主要禁忌症是：
1.全身健康状况无法耐受种植手术

者（血压不可高于140/90mmhg、餐前血
糖不可高于 8mmol/l）2.女性应避开月
经期及孕期；3.患有骨骼系统性疾患，如
骨质疏松症、软化症、石骨症等；4.精神
病、严重心理障碍者、酗酒者等；5.口腔
内急性炎症患者；6.种植区域软、硬组织
有病变者；7.咬合关系不良，张口受限
者；8.有口腔不良习惯，口腔卫生差且不
能保持者。 众植口腔

什么情况下可种植牙

■本报记者 刘彩霞
见习记者 潘潇添

市六院是我市肿瘤区域治疗中心
承建单位，该院肿瘤内科作为肿瘤中
心建设重点科室，同时也是市级特色
专科，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目前
已逐渐成为集肿瘤诊断、治疗、预
防、康复为一体的综合性肿瘤治疗中
心。该科在主任陈红娜的带领下，先
后开展了国内先进的热化疗、体腔灌
注化疗、实体肿瘤消融治疗、分子靶
向治疗、肿瘤精准放疗、免疫治疗等
疗法，大大提高了肿瘤治愈率，给肿
瘤患者带来长期生存的希望。

肿瘤免疫治疗显特色

市六院肿瘤内科以化疗、放疗、
微创介入、内分泌、靶向、免疫、中
医药、康复及肿瘤心理辅导等综合治
疗为特点，其中肿瘤免疫治疗为该科
最新引进的特色疗法，主要是通过各
种途径激发和增强自身抗肿瘤活性，
从而达到杀灭肿瘤细胞和长期控制不
复发的目的。

“通俗地说，就是调动自身免疫
系统功能抗击癌细胞，而不是通过化
疗药物杀死癌细胞。免疫治疗的主要
优点是副反应小、疗效持久。尽管是
一项新技术，但是在给生存需求强烈

的肿瘤晚期患者及家属讲解时，他们
都愿意尝试，毕竟接受治疗就代表多
一分生存希望。”陈红娜说。

免疫治疗是目前医学界最新的肿
瘤治疗手段，并逐渐进入临床实践，
也是目前最有希望长期治愈肿瘤的手
段。其中抗程序性死亡蛋白 1 （PD-
1） 抗体是目前研究最多、临床发展最
快的一种免疫疗法。市六院肿瘤内科
自去年学习引进PD-1免疫治疗后，已
经有计划地逐步开展，目前主要与各
系统恶性肿瘤放、化疗联合使用，显
著延长了晚期肿瘤患者的生存时间，
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去年 6 月，65 岁的患者丁女士因
再次腹痛加重来到市六院肿瘤内科就
诊。据了解，早在 2017 年 2 月，患者
无明显诱因出现上腹部疼痛，经检查
确诊为胃贲门恶性肿瘤，随后就诊于
省级医院，完善检查后进行了手术治
疗。术后确定为中、晚期，未进行化
疗，定期抽血复查肿瘤标志物进行性
升高，腹痛进行性加重，术后一年
CT 检查确诊腹腔多发转移，随即为
其进行静脉化疗。虽经多线化疗，情
况仍不理想，腹腔肿瘤继续增大，腹
痛反复加重。患者于 2019 年 6 月入
院，经过检查后确定施行放疗加免疫
治疗方案，7 月开始放疗，放疗过程
中患者腹痛逐渐减轻，肿瘤标志物也

逐渐下降。2020年4月开始给予PD-1
免 疫 治 疗 ， 当 时 肿 瘤 标 志 物 高 达
2951U。免疫治疗期间患者肿瘤标志
物快速下降，患者腹痛明显减轻，目
前还在免疫治疗中，期待患者获得更
好的结果。

肿瘤还需早诊早治

生病不可怕，早诊早治很重要。
临床上，很多肿瘤可以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早治愈。在市六院
肿瘤内科日常开展的健康科普教育活
动中，陈红娜主任讲得最多的就是乳
腺癌预防科普。作为严重危害妇女健
康的恶性肿瘤，乳腺癌发病年龄高峰
期在40~50岁。乳腺癌虽具有复发和转
移的倾向，但早期治愈率可达 80%~
90%。乳腺癌的诊断初诊靠影像，确诊
靠病理，既往常用的乳腺癌影像检查
有彩超、钼靶、CT、核磁共振等。随
着科技发展，近年来出现的乳光超、
乳管镜检查设备能大大提高乳腺癌的
早期诊断率，真正达到乳腺癌的早
诊、早治目的。目前市六院是我市唯
一一家拥有乳光超、乳管镜设备的医
院。

“乳管镜能发现乳腺导管内癌
（超早期乳腺癌） 及各种癌前病变，为
乳腺癌治疗提供最佳时机；而乳光超
则是利用肿瘤的高血供、低氧值的性
质，不但能发现乳房内2mm左右的肿
块，而且能初步判断肿块的良、恶
性，避免漏诊和过度治疗。”陈红娜表
示，目前乳光超为乳腺专科检查性价
比最优的无创、绿色检查。

曾经有位37岁的女性患者慕名前
来就诊，外院彩超检查显示右乳实性
结节，边界光整，良性可能性大。随
后通过市六院乳光超断层成像检查，
发现肿瘤中心呈现红色，疑似恶性，
术后病理诊断确诊为交界性叶状肿瘤
（恶性）。由此可见，乳光超弥补了普
通彩超的不足，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

漏诊。

多方面提升科室水平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市六
院肿瘤内科全体医护人员立即按照医
院要求，严格做好病区院感防控工
作。为了确保患者安全，在病区出入
口设置了体温检测点，安排专人对每
个进入病区的医护人员、患者及陪护
进行登记、体温检测、扫健康码；科
室每天全面消杀，认真落实防控期间
住院患者及陪护、探视管理制度；准
备了单独的隔离病房、防护用品，对
医护人员进行新冠肺炎知识培训和考
试，提前演练接诊疑似新冠肺炎患者
流程，有效预防院内感染发生。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市
六院肿瘤内科还采取多项措施，不断
提高科室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每天
利用查房讨论疑难病例，每周定时开
展研讨学习，培训专业技术；积极组
织大家参加线上网络交流培训学术
会，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诊治进展，
学习、掌握先进的肿瘤治疗技术和理
念。定期邀请郑大一附院、省人民医
院等医院知名专家开展学术讲座，多
次举办放射治疗规范化培训班、市中
西医结合乳腺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年会
及肿瘤治疗新进展学术研讨会，不断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该科还与武汉大
学中南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大肿瘤医院建立
医联体合作，让大家不出漯河就能享受
到国家级专家的技术服务。市六院肿
瘤内科以专业的治疗水平、良好的治疗
效果和用心的服务，赢得肿瘤患者的一
致好评。

谈及今后，科主任陈红娜表示，
肿瘤内科计划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
不断探索开展肿瘤无创治疗 （高能超
声聚焦刀——海扶刀） 等新技术、新
项目，发挥肿瘤内科引领作用，全力
守护患者健康。

给肿瘤患者带来希望
——记市级特色专科、市六院肿瘤内科

智齿是指人类口腔牙槽骨上最里
面的第三颗磨牙，从正中的门牙往里
数刚好是第八颗牙齿，萌出的时间一
般在16~25岁之间。

那么，什么样的智齿需要拔除？
智齿蛀牙：除了咬合面可以补的

蛀牙外，其他的智齿蛀牙一律建议拔
除；顶坏邻牙：智齿萌发空间不足，
会顶坏第二磨牙；清洁困难：智齿倒在
第二颗磨牙上，造成清洁不易、不适或
牙疼；空间不足：智齿萌发空间不

足，引发肿胀、疼痛等症状；“单
身”智齿：智齿的对面如果没有对咬
智齿，会导致智齿过度萌发，影响咬
合；阻生齿：阻生齿埋在牙槽骨里，若
出现疼痛或有病灶时，就需要拔除。

以下情况的智齿可以根据情况考
虑保留：智齿位置比较正，预计能正
常萌出；智齿冠周软组织没有发炎和
引起疼痛；智齿没有龋坏；有对咬牙
的智齿。

啄木鸟牙科

智齿有必要拔吗

孩子调皮好动，磕磕碰碰在所难
免，造成骨折也很常见。遇到这种情
况要进行急救处理，尽快到医院就诊。

如果有伤口出血、骨头尖端穿破
皮肤与外界相通，叫开放性骨折，应
立刻止血、包扎，关键是用夹板固
定。如果不固定，骨折断端相互摩
擦，会戳伤周围神经血管。若没
有夹板，可就地取材，用木条、
树枝等代替，并用绳子固定好。
对于找不到固定物的情况，可将
上肢固定在胸部，或是将下肢捆
绑在一起。

转运中要密切观察孩子的情
况，看肢体远端皮肤是否发红、
温度是否正常，如肿胀明显、肢

体发凉或发紫，甚至远端苍白，说明
绑得太紧，应放松几分钟，再重新绑
上，这样可减少肢体因为缺血而坏死。

遇到从高处摔下的情况，可能会
脊椎骨折，尽量用硬的东西抬走孩
子，不要轻易移动以免导致瘫痪。

双新医院

小儿骨折要正确处理

人体血液是由红细胞、白细胞、
血小板、血浆等成分组成。临床输血
病人由于疾病种类不同，输血目的也
不完全相同。下面我们逐一了解各类
血液的保存条件、有效期和医疗用途：

悬浮红细胞。血库 2~6℃专用冰
箱保存，有效期35天。离开血库冰箱
到输注结束，在常规温度中不超过4
小时。悬浮红细胞适用于临床各科的
输血，如血容量正常的慢性贫血需要
输血者，外伤或手术引起的急性失血
需要输血者，心、肾、肝功能不全需
要输血者，小儿和老人需要输血者，

妊娠后期并发贫血需要输血者。
洗涤红细胞。在血库 2~6℃专用

冰箱内保存不超过24小时。洗涤红细
胞是健康血液除去98%血浆和90%白
细胞及血小板，临床用于因多次输血
而产生白细胞抗体的贫血病人，以及
器官移植后病人，减少排斥反应。

血浆。-20℃以下血库专用低温
冰箱保存，在有效期内使用。血浆可
治疗各种凝血因子缺乏性的疾病，如
血友病 A、血友病 B、先天性凝血因
子XⅢ缺乏症等，以及鼠药中毒的患
者和免疫功能低下的病人。

冷沉淀。-20℃以下血库专用低
温冰箱保存，冷沉淀完全融化后，以
病人耐受的速度立即输注，2~6℃保
存不得超过6个小时。冷沉淀适用于
儿童及成人轻型甲型血友病、血管性
血友病、先天性或获得性纤维蛋白原
缺乏症及因子XⅢ缺乏症病人，也可
用于手术后出血、严重外伤及DIC等
病人的替代治疗。

血小板。在 20~24℃温度范围内
振荡保存，在有效期 （采集后 5 天）
内输注。血小板的主要功能是止
血，因此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血小

板数量减少或者功能异常所致的出
血，从而恢复和维持机体的止血和
凝血功能。 市中心血站

血液品种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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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可以帮助我们保持适宜体
重，从而预防很多慢性病的产生，还
能改善我们的睡眠，减轻心理压力。

有氧运动是指躯干、四肢等大
肌肉群参与为主的、有节律、时间
较长、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的
身体活动 （如长跑、步行、骑车、
游泳等）。每小时4千米的中等速度
步行、每小时12千米的速度骑自行
车等均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有
助于增进心肺功能、降低血压和血
糖，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改善血
脂和内分泌系统的调节功能，能提
高骨密度，减少体内脂肪蓄积，控
制不健康的体重增加。

推荐成年人每日进行6～10千步
当量的身体活动。千步当量是度量
能量消耗的单位，以4千米/小时中

速步行 10 分钟的活动量为 1 个千步
当量，其活动量等于洗盘子或熨衣
服 15 分钟或慢跑 3 分钟。千步当量
相同，其活动量即相同。

运动强度可通过心率来估算。
最大心率=220-年龄，当心率达到
最大心率的60%～75%时，身体活动
水平则达到了中等强度。成年人应
每周进行 150 分钟中等强度或 75 分
钟高强度运动，或每天进行中等强度
运动30分钟以上，每周3～5天。

以1周为时间周期合理安排有氧
运动、体育文娱活动、肌肉关节功
能活动和日常生活工作中的身体活
动。活动强度和形式根据个人体质
状况确定。增加活动量应循序渐
进，运动中发生持续的不适症状应
停止活动，必要时及时就医。

运动好处多

12320是全国统一的免费卫生热
线，是卫生系统与社会、公众沟通
的一条通道，是社会公众举报投诉
公共卫生相关问题的一个平台，是
向公众传播卫生政策信息和健康防
病知识的一个窗口。在生活中遇到
相关问题，公众可通过12320进行咨
询或投诉。在河南省内，郑州以外
的其他地区拨打时要在前面加上郑
州区号“0371”。

它的职责是：受理公众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和违反卫生法律法规案
件的举报；受理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处置的投诉；受理公众对公
共卫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提供中
国有关公共卫生法律法规、方针政策

以及疾病预防控制、健康保健方面的
咨询服务。12320卫生热线已经逐步
发展成为民务实的答疑线、为民解难
的帮困线、政府群众的连心线。（更多
健康文章请关注漯河健康教育微信
公众号）

市健康教育所

了解12320

俗话说“贴足秋膘好过冬”，但无
形中会摄入大量烹调油，过油食品虽
香，长期过量食用危害不小。

导致肥胖、引起“三高”：油摄入
过多会导致肥胖，引发高血脂、高血
糖、高血压。

消化不良：经过了夏季相对清淡
的饮食，如果突然吃得太油腻，超过
肠胃负荷，易导致肠胃不适。

易患心脏病、脑中风：吃油多可
导致血液中的胆固醇和脂肪酸过多，
这些胆固醇和脂肪酸会附着、沉积在
血管上，造成动脉硬化，最终还会形
成血栓。血栓一旦阻塞心血管，会导
致心脏病发作；一旦阻塞脑血管，会
导致脑中风。

引发癌症：吃进胃里的油脂过
多，胆汁会相应增加分泌。当高脂
肪、低纤维食物进入结肠后，结肠中
的有害菌会将其中的胆汁分解转化为
某种致癌物，增加患结肠癌的机会。

导致性格暴躁：油腻的食物会影
响大脑中某些化学物质的产生，从而
使人情绪不稳定。

青少年吃过多含油脂的食品造成
的危害更大，会引起儿童糖尿病、代
谢性疾病、心理问题等。工作中常遇
到肥胖儿童，询问他们的饮食习惯，
大多喜欢吃油炸食品、膨化零食等，
家庭的烹饪方式也偏爱用油。这里提
醒各位家长，要让孩子从小养成健康
的饮食习惯。

下面给大家提供几个家庭“减
油”的小妙招：

1.做饭用好“减油”技巧，可把
炸改成煎、炒改成炖，多做拌菜。

2.少吃油炸、香脆食品和加工零
食。油炸食品如炸鸡腿、炸鸡翅、炸

鱼、面裹肉等，饼干、糕点、薯条、
薯片等高油零食，以及油条、油饼、
方便面等都不能经常吃。

3.在外就餐学会点菜。点菜时要
荤素搭配、各种烹调方法搭配，还可
以主动声明少放油。

4.少喝或不喝菜汤。这不仅利于
减油，还利于减盐。

5.买食品先看标签。购买时先看
食品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尽量选择
少油食品。

6.尽量减少在外就餐，上班族回
家不方便的，可以选择自己在家做
好，带到单位。

市二院提供

饮食“减油”健康生活

■专家链接
陈捷，市

二院营养师，
擅长“三高”
人群的营养咨
询、肥胖人群
的营养指导及
饮食干预，以
及孕妇、婴幼
儿、青少年营
养健康指导及
饮食干预。

秋冬是流感高发季节。流感是流
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是一
种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主要通过飞
沫传播，也可通过口腔、鼻腔、眼睛等
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播的疾病。流
感有四个亚型（甲、乙、丙、丁型），其中
甲型流感容易发生变异，衍生出新病
毒，可造成人类广泛患病。

流感潜伏期通常为1~3天（数小时
~4天），典型流感起病急，出现乏力、
高热、寒战、头痛、全身肌肉酸痛等
全身中毒症状，可伴或不伴流涕、咽
痛、干咳等呼吸道局部症状。病程为
1~4天，咳嗽和乏力可持续数周。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
的手段，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患流感
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为了防止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
传播，公众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卫生习
惯，在流感季到来前接种流感疫苗，
高危人群应优先接种。

高危人群分为4类：老人、儿童、
慢性基础疾病患者、高暴露风险人员。

接种流感疫苗是安全的，但也可能
出现不良反应，常见的是接种部位反应
（接种部位红晕、肿胀、硬结、疼痛、烧灼
感等）和全身反应（发热、头痛、头晕、嗜
睡、乏力、肌痛、周身不适、恶心、呕吐、
腹痛、腹泻等）。反应通常是轻微的，并
在几天内消失，极少出现重度反应。

接种流感疫苗后有以下注意事项：
1.避免空腹接种，接种完毕需观察

30分钟。
2.接种流感疫苗后也不能高枕无

忧，平时还是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平
时应注意保暖，屋内经常通风，勤洗
手，每周进行3到5次锻炼，保证食物
丰富多样，营养均衡。

3.流感疫苗接种后，能迅速在人体
内产生保护性抗体，通常两周内就会
产生效果，这种抗体能在人体内持续1
年。但由于抗体水平会随着时间的延
续而下降，并且每年疫苗所含成分因
一些原因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每年都
需要接种当年度的流感疫苗。

需要注意的是，流感疫苗只能预
防流行性感冒病毒，不能预防普通感
冒。也就是说，即便注射了流感疫
苗，还是有可能发生普通性感冒的。

市三院

接种流感疫苗注意事项

■专家链接
牛玉红，市

三院儿科主任，
主任医师，市儿
童学会副主任
委员，市医疗事
故鉴定委员会
专家。毕业于
新 乡 医 学 院 ，
进修于武汉市
儿 童 医 院 、郑

大三附院。从事儿科临床20多年，对
小儿常见病和疑难病的诊治经验丰
富，擅长儿童各种常见病、儿童哮喘、
神经系统疾病及新生儿疾病的诊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