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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梦中把牙种 睡一觉修复半口牙
“广东省公益科普爱牙工程”补贴：数字化种植牙 1 折起机会，种两颗，首颗低至 1080 元，享受中外博硕学位种

植专家亲诊！ 拨打 020-8375� 2288 领取
缺牙难受，种牙能增寿

种花养草下棋喝茶聊天， 是长者退休的悠闲时光。
但有一个现象给他们造成严重困扰： 牙齿大多数也光荣
“退休”了！ 据统计：我国 45 岁以上中老年人八成存在缺
牙问题，70 岁以上老年人，多数半口乃至全口缺失。

缺牙说话漏风、吐字不清，看上去特别显老，连吃饭
都成问题，还影响寿命！调查显示：由于受消化系统、营养
摄入等影响，牙齿完整者比缺牙者长寿数年甚至数十年。

无痛种牙是高龄长者的舒适选择
真正的数字化无痛种牙要术前放松，术

中无痛， 舒眠麻醉诊疗和数字化种植技术的
结合使用不仅实现了术中无痛， 还大大降低
了手术风险。 就算是高龄无牙颌、半口 / 全口
缺牙、身体存在高血糖 / 高血压等特殊情况以
及特别紧张害怕又想要修复缺牙的市民都可
以轻松实现缺牙修复。

按需选择 实现真正微创无痛
“我们的舒眠种牙诊疗，注重市民就诊过

程中的生理感受，兼顾到心理的舒适”，据广
州某口腔机构专家介绍， 诊疗团队皆来自三
甲医院，经验丰富擅长各种镇痛技术，熟练掌
握监测、急救等技能，可根据市民身体状况选
择方案：通过心理疏导、行为引导、分散注意

力、吸入镇静、STA 无痛注射局部给药、中深
度镇静以及全身麻醉等方法来辅助完成手
术， 种牙手术过程中实时监测患者呼吸、脉
搏、血氧等情况，麻醉专家专业陪护。 简而言
之，舒眠麻醉诊疗在种牙方面的贡献在于：为
市民舒缓术前紧张， 术中享受舒适、 无痛种
牙，保障安全的同时追求舒适和人性化。

除了舒眠麻醉诊疗，无痛种牙得以实现的
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技术是数字化种植技术，即
科学获取缺牙者口内情况和数据后， 专家通过
电脑反复设计和模拟其植体受力的均衡和植体
植入的角度、深度等问题，输出数字化导板辅助
种植，无需翻开牙龈定点植入，伤口只有米粒大
小，术后当天就能正常进食；正是严格把控了手
术的微创度，很多种过牙的市民表示：哪怕麻醉
消散后，疼痛感也不强烈，个别身体较好的市民
甚至无需服用止痛药，真正的微创无痛！

文 / 路得

完成种植修复的李大妈一脸轻松

在舒眠麻醉诊疗辅助下轻松治疗 舒眠种植的使用实现了无痛种牙 牙齿完整者比缺失者长寿数十年

最近天气干燥，很多人
都出现了皮肤瘙痒、大便干
结的症状，黑芝麻有补肝肾、
益精血、润肠燥的功效。广州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
学部初级中药师朱小珍推荐
了一款黑芝麻核桃粥， 正适
合现在食用。

黑芝麻是秋冬至宝。 为
什么这么说？ 黑芝麻除有补
肝肾，益精血，润肠燥的功
效外， 也可用于精血亏虚，
头晕眼花，耳鸣耳聋，须发
早白，病后脱发，肠燥便秘。

这里要提醒的是，购买
时注意染色黑芝麻问题。
朱小珍介绍，感官检验的方
法有两种：一种是表面似虎
皮状，无光泽，有的甚至有

黑墨水固有的气味，手搓易
脱色，水洗可洗掉芝麻表面
的黑色；另一种是，芝麻表
面有光泽、黑亮，用滤纸作
层析试验，在该粒芝麻周围
有红色或红、蓝相伴色着色
出现。

【黑芝麻核桃粥】
材料：黑芝麻 、核桃仁

各 20 克，粳米 100 克。
制作： 黑芝麻和核桃炒

熟，将核桃仁切碎、黑芝麻研
细。取粳米煮粥，粥熟将稠时
加入芝麻与核桃仁共食。

功效： 此粥补肝益肾 、
润燥通便， 对年老体弱 、病
后体虚 、头晕目眩 、肠燥便
秘者最为适用。

胸痛其实是心脏给你的报警
信号， 它与许多致命性疾病相关，
如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主动脉
夹层等。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认为
硬撑着“挨一挨”就过去了，那就是
在“玩命”了。

说说有关胸痛那些事
今年 9 月的某一天傍晚， 六十

多岁的陈叔 （化名 ）在荔枝湾涌散
步时突然感觉胸痛、头晕，由于陈叔
之前有过经验，知道胸痛不能拖，马
上让同行朋友打 120 把他送到医院
的胸痛中心，心电图提示“急性下壁
心肌梗死”， 医生立即开启绿色通
道，为陈叔进行介入手术，一个小时
后手术完成， 陈伯返回心血管内科
病区观察，两天后出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
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晞明指出，当
时陈伯的情况相当危急，到达医院
又出现 4 次室颤并伴随着休克等

危及生命的情况， 医生们一边争分
夺秒地开通血管， 在他的右冠脉放
了支架， 一边持续不断地给他做心
肺复苏、 电除颤和补液， 最终把他
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遇到胸痛记住两个“120”
陈晞明表示， 超过 6%的急性

冠脉综合征患者在出现症状的 48
小时内会发生室速或室颤， 不少胸
痛患者胸痛过后， 以为熬过去了就
没事了，但是真正“要命”的是随之而
来有可能发生的室速或室颤，这也是
导致胸痛患者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之
一。 他强调，遇到胸闷、胸痛、心悸等
疑似症状，怎么重视都不过分，哪怕
到了医院后发现是“虚惊一场”。

必须牢记“两个 120”：第一，有
胸痛，要拨打 120 电话；第二，争取
“黄金 120 分钟”。 120 分钟以内救
治的话， 心肌细胞坏死面积会大大
减少， 而心肌细胞坏死的面积直接

决定了患者的生存率和以后的生活
质量以及并发症出现的概率。

对于患者及家属来说， 要摒弃
两个错误做法，切忌拖延。 一是打电
话问亲戚朋友或者非专科医生朋友
咨询；二是服药后等待病情自行缓解
或者熬一熬看看有没有好转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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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叔养生药膳房

医 案 陈先生，59 岁，支扩 5 年 +
陈先生常年居住于加拿大，

5 年前开始出现咳嗽 、 咯痰等
不适，就诊于当地某中医馆，间
断治疗后有所缓解 ， 但 1 年前
开始反复出现咳嗽，咯脓痰，不
时痰中带血丝 ， 后就诊于当地

医院， 确诊为支气管扩张伴感
染， 经过抗感染治疗后咯痰少
了，但是咳嗽始终不见好，无意
中得知德叔治疗支气管扩张症
有一招 。 于是今年年初特意回
国找德叔看病。

材料：猪瘦肉 400 克 ，芦根 30
克 ， 荸荠 5 个 ， 陈皮 5 克 ， 生姜
2—3 片，精盐适量。

功效：清肺化痰健脾

烹制方法：
将诸物洗净 ，猪
瘦肉切块 ；荸荠
削皮 ，切块 。 锅
内放入所有食材 ，加清水 1500 毫
升（约 6 碗水量 ）武火煮沸后改为
文火煲约 1.5 小时 ， 放入适量精
盐调味即可。 此为 2—3 人量。

德叔解谜 肺脾两虚，肝气郁滞所致
德叔认为陈先生主要是肺脾

两虚惹的祸。 咳嗽咯痰日久，娇
嫩的肺， 变得虚弱， 也就是肺气
虚， 肺气作为人体的保护墙，当
它软弱无力 ， 邪气便会随意进
出， 其中风寒之邪表现得非常活
跃， 因此出现出汗多、 怕风等不
适。 中医认为五脏之间都有着密
切关系， 脾肺为母子关系， 饮食

不节、 思虑过多会导致脾气虚，
并令肺也受累。 此外， 陈先生形
体消瘦， 常年睡眠不好， 平素易
紧张等， 考虑为肝气郁滞所致。
治疗上， 第一步重在止咳化痰，
同时补气健脾 ； 第二步补肺调
脾，佐平肝，经过 4 次就诊，陈先
生咳嗽、 咯痰消失了， 随访至今
近一年，未因支扩发作就医。

预防保健 日常调护配排痰妙招
德叔建议陈先生换季时要注

意保暖添衣，预防感冒尤其重要，
饮食方面要注意烹饪方式， 不宜
吃烤炙、油炸、爆炒等食品，尤其
是支气管扩张急性发作期， 食物
以清蒸为主， 若平时出现痰中带
血丝，可以按揉选孔最穴，具体方
法如下：将拇指或食指指腹，置于
穴位处按揉， 力度要适中， 按揉
150～200 次，每日 1 次，有调理
肺气、清热止血的作用。 对支扩的
患者来说，排痰尤其重要。 具体如

下：取坐姿，双脚着地，身体稍前
倾，双手环抱一个枕头，有助于膈
肌上升； 进行数次深而缓慢的腹
式呼吸，于深吸气末屏气，然后缩
唇， 缓慢地通过口腔尽可能地呼
气；再深吸气后屏气 3-5 秒，从胸
腔进行 2-3 次短促有力的咳嗽，
张口咳出痰液，咳嗽时收缩腹肌，
或用自己的手按压上腹部， 帮助
咳嗽。 在咳嗽时，也可由家属协助
叩击后胸壁， 振动支气管内的分
泌物，以增加咳嗽排痰的力度。

加拿大华人支扩咯脓痰
德叔妙用中药除顽疾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映平 通讯员 沈中

广广州州马马拉拉松松即即将将开开跑跑

低温+运动，提防心源性猝死
近日，关于“猝死”的新闻令

不少人心有余悸， 前有年轻艺人
高以翔录制节目时突然昏倒猝
死， 后有北京地铁一乘客心脏病
突发抢救无效去世……一时间，
“心源性猝死”引发了广泛关注。

心源性猝死一旦发生该如何
救治？ 有没有可能预防？ 刚刚在
广州举行的 2019 逸仙国际心血
管病论坛期间， 中山大学孙逸仙
纪念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王景峰
教授对此给出答案。 他同时提
醒，“广州马拉松” 即将开跑，要
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尽量避免猝
死意外的发生。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映平 实习生 谢佳熳 通讯员 张阳 图 / 视觉中国

王景峰提醒，对于体力消耗大、体能要求高的极限运
动，比如跑马拉松，即使没有心血管疾病，没有任何家族
遗传史， 体检健康的人群也不能掉以
轻心。赛前感冒的最好避免参赛，万一
跑步过程中， 出现喘不过气、 难以呼
吸、大汗淋漓、胸闷心慌等任何不
适，要及时停止，并向就近医务人
员求助。

王景峰介绍， 对有可能发生心
源性猝死的高危人群是可以做提
前预警的，目前中山二院正在开展
一项研究，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患
者，或者家庭成员有因心脏病猝死
的人是高危人群，这类人群本身需
要特别注意防猝死意外。 但是对于
其他健康人（包括实际有疾病隐患
而不知的人 ）来说，提前预警，目前

仍难以实现。
广州马拉松即将开跑， 如何提

前预防而避免意外发生？ 王景峰建
议，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包括心
脏病 、心衰 、难以控制的高血压等 ）
要减少甚至避免马拉松等极限运
动， 有家族史者， 比如包括兄弟姐
妹有因心脏病猝死的人也要量力而
行，才能降低心源性猝死的风险。

一旦发生，心肺复苏术能救命
心源性猝死一旦发生，立即进行紧急心肺

复苏非常重要，其次才考虑用 AED（自动体外
心脏除颤器）。

王景峰介绍， 他曾经接诊过一个 19 岁有
家族性的肥厚心肌病的男孩，这个男孩的哥哥
是突发心脏病去世， 所以父母都比较警惕，并
且学会了紧急心肺复苏术。这个男孩突然晕厥
倒地，父亲熟练地使用紧急心肺复苏术挽救了
他的生命。 此后的几次晕倒，也是父母用心肺
复苏把他从死神手中夺回来。

王景峰介绍， 引发广泛讨论的 AED 在我
国目前只能作为“心源性猝死”病人的第二救
援选择。 因为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公共场所
AED 普及率不高，除了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在重点公共场所推广 AED 的配置和使用以
外，很多城市甚至见不到 AED 的身影。

此外，AED 难以普及除了成本高、价格
昂贵（约 20 多万人民币一台 ）外，还有两个
原因： 第一， 使用 AED 需要经过专业的培
训，会操作使用的人并不多；第二，并不是所
有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人都适合使用 AED，
比如脑干出血,心跳、颈动脉还未停止的人
不宜使用，而有的晕倒可能是脑梗或脑溢血
或其他原因引起， 如果判断错误并进行
抢救的话，乱用 AED 会加剧病情恶化。

黑芝麻核桃粥
润燥通便正当时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张秋霞

胸痛“挨一挨”就行了？ 医生：你是在玩命！

防猝死，运动出现不适马上停止

心源性猝死能不能预防？

今养生方日

制图 / 伍岩龙

芦根陈皮煲瘦肉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通讯员 黄璀玥 郭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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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痛自救攻略
1. 如果有胸闷胸痛症状，马

上拨打 120 寻求医务人员帮助。
2.平躺休息，保持空气流通，

放松心情，避免紧张。
3.测量血压、心率。
4.舌下含服或嚼服硝酸甘油

片 1 片， 若症状不缓解，10-15
分钟后再次含服硝酸甘油片。

5. 咬 碎 嚼 服 阿 司 匹 林
300mg。

6.有条件可给予氧气吸入。
7.保持电话畅通，确保 120

可随时沟通。
制表 / 伍岩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