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天洗牙，医生说我有颗
智齿，建议拔除。 这颗智齿又不痛
又不肿，为何要拔？ ”中山大学附
属第六医院口腔科葛雅平主治医
师提醒， 不是所有的智齿都需要
拔除，但是那些生长方向不合适、
不易清洁或者没有咬合关系的智
齿建议尽早拔除。

智齿多在病变后才被发现
葛雅平介绍， 智齿一般在 18

岁左右萌出，有的在萌出过程中以

及很多年后没有不适症状，因此不
易被发现，大部分朋友都是出现了
疼痛、肿胀、张口困难导致无法进
食等症状才前来医院就诊。

这时往往智齿自身出现龋坏
或者已经损伤了邻牙， 邻牙病变
往往要进行复杂的根管治疗和冠
修复，甚至需要拔除等，给当事人
带来健康和经济上的损失。

并不是所有智齿都需要拔除
葛雅平介绍，其实并不是所有

的智齿都需要拔除，但是那些生长
方向不合适、不易清洁或者没有咬
合关系的智齿建议尽早拔除。

为了避免智齿带来的伤害，
建议定期检查口腔， 听从医生的
建议选择保留或者拔除。 也有些
朋友是因为害怕拔牙所以选择拖
延，现在拔牙手术在疼痛管理、器
械选择及手术方法都较以前有很
大改进， 基本可以做到微创及全
程无痛，并发症发生率下降，手术
过程轻柔，不必过分担忧。

·保健康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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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下午，
坐办公室饿了，
你会吃零 食 充

充饥吗？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谭汉添
推荐， 不妨冲一杯藕粉， 甜甜糯
糯，还有健脾益气功效。

藕粉有健脾益气功效
谭汉添介绍， 藕粉是用石磨

或打浆机将鲜藕打成浆， 然后反
复地沉淀澄清再晒干的， 等于是
藕的淀粉。它的来源是莲藕，所以
功效作用与藕基本是一样的，有
健脾开胃、益气养阴、清热生津的
作用。

藕粉可搭配枸杞、百合、莲子
【藕粉】藕粉内先倒入少量凉

白开，搅匀后，再加入沸水，即可
变成透明糊状，软糯糯、热腾腾，
即刻可以食用。

【藕粉 + 枸杞】现在很多人有
办公室养生壶，先用枸杞煲水，再
加入藕粉， 糊状的藕粉配上枸杞
的甜味，就像一碗糖水，这样食用
也是比较好的， 不仅有健脾益气
功效，还有补血功效。

【藕粉 + 百合】如果天气比较
干燥， 可以用百合煲水再去冲藕
粉，有生津益肺的作用。 从效果上
看，用干百合会比鲜百合更好；如
果纯粹从食用的角度出发， 口感
上鲜百合会比较好的。

【藕粉 + 莲子】莲子有健脾滋
肾的作用， 和藕粉一起服用效果
会倍增， 这时也可以搭配加入适
量的蜜糖或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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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案 林姨，54 岁，反复眩晕两月余
54 岁的林姨近两月反复头晕，

一发作起来头晕眼花，严重的时候
站都站不稳， 只能在床上躺着，在
当地医院检查没发现什么问题。 近
来还出现眼睛干涩、烦躁、汗出多、
耳朵经常嗡嗡响， 就诊于社区医

院， 服用了近两周的中药未见缓
解。 女儿按照网上推荐的方子，抓
药给林姨吃， 但头晕不但没缓解，
又出现彻夜难眠，夜尿多，频繁打
嗝、反酸、口干口苦、怕冷又怕热等
不适。 无奈之下来找德叔求治。

德叔解谜 肝肾不足，虚火难消
德叔认为林姨头晕反复难愈

的病根在于肝肾亏虚，虚火燃烧。
在社区医院治疗的方子多以补气
补血为主，虽然气血不足，但忽略
虚火，所以疗效不好，再看林姨女
儿网上查询的方子， 几乎都是疏
肝解郁为主， 忽略脾胃不足的问
题，且大量疏肝解郁之品，偏凉且

破气，因此出现眠差，夜尿多，频
繁打嗝等不适。 虽说问题在肝肾
不足， 但德叔并没有使用大量补
肝肾之品，而将虚火以平肝柔肝，
养心安神的方法降下来， 再用补
肝肾之品，兼顾调脾胃，服药后第
五天，林姨头晕、眠差、反酸等症
大大缓解。

预防保健 精神内守，起居有节配合穴位按摩
德叔建议林姨要调整心态，

避免过于激动， 要保持乐观心
态，做到神志内敛、恬愉少欲、心
中安然自适。 冬日里，由于室外
活动减少，情绪更容易处于低沉
压抑的状态，因此平时需要养成
积极向上的生活习惯，如多听欢
快活跃的歌曲、 参加室内锻炼、
多与亲人朋友交流等。 同时要把
握最佳时间段开窗通风，不建议
过早通风，因为此时自然界阴寒

之气较重，身体还没来得及适应。
一般最佳开窗通风时间为一天之
中阳气最旺之时（上午 10 点到下
午 4 点 ），这个时间段寒湿之邪较
为薄弱， 所以袭击我们人体的几
率较低。 此外，还可以按揉太阳、
风池、百会等穴，具体方法如下：
用拇指指腹进行按揉， 压力由轻
到重，直至觉得酸、麻、胀即可。每
个穴位按揉 3-5 分钟， 每日 2-4
次。

头晕眼涩夜尿频，把握虚实解病痛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映平 通讯员 沈中

德叔养生药膳房
材料：乳鸽 1 只 ，猪瘦肉 150

克 ，天麻 15 克 ，女贞子 15 克 ，白
术 20 克 ，陈皮 3-5 克 ，生姜 2～3
片，蜜枣 2～3 枚，精盐适量。

功效：补中益气，平肝安神
制法：各物洗净，猪瘦肉切块，

天麻、白术、女贞子洗净，装入纱袋

中。 乳鸽宰杀后去内脏，洗净切块，
放入沸水中焯水。 上述食材放入锅
中， 加清水 1500 毫升 （约 6 碗水
量），放入炖盅，隔水炖两小时，放入
适量精盐调味即可。 此为 2～3 人量。

天麻乳鸽炖瘦肉

“我常常感到眩晕伴恶心呕
吐， 有时还会伴有耳鸣， 该怎么
办？ ”

你知道什么是眩晕吗？ 不同于
头昏的头脑不清晰感和头晕的自
身不稳感，眩晕是自身或环境的旋
转、摆动感，即是人体对空间关系
的定向或平衡感觉障碍，是一种对
自身或外界的运动错觉，是神经科
最为常见的症状之一。常见眩晕疾
病有 :� 良性发作性位置性眩晕
（BPPV）、梅尼埃病、前庭神经炎、
后循环缺血和精神心理性眩晕等。

眩晕根据病因和发病部位不
同，可以分为中枢性眩晕、周围性
眩晕、原因不明性眩晕、精神疾患
及其他全身性疾患所致的眩晕，其
中周围性眩晕的发生率最高 ，约
80%左右的眩晕是周围性眩晕，往
往还伴有眼震或听力下降。绝大多
数的眩晕疾病是前庭内耳源性疾
病，因为人体维持平衡主要依靠前

庭、视觉及本体感觉 3 个系统的相
互协调来完成，其中前庭系统最为
重要。

在我国，眩晕发病率高达 5%，
常见眩晕疾病如 BPPV 复发率高
达 30%。 以眩晕为主诉者在神经
内科门诊中约占 5%-10%， 以眩
晕为主诉者在住院病例中约占
6.7%。 眩晕常常令患者感到晕眩
并伴有眼震、恶心、甚至呕吐等多
种症状， 且发作持续时间较长、发
作次数频繁，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给患者的身心带来严重的负
担。

如何诊断和鉴别眩晕类型？ 需
要做什么检查？又该如何控制眩晕
症状?� 如何寻找病因并对因治疗？
本周三，广东省人民医院康寿俱乐
部将携手羊城晚报老友记俱乐部
举办健康讲座活动，帮助市民了解
相关疾病特点，帮助你更好地与家
中患病的老人交流，欢迎参加。

陈女士使用了上述方法
还是不行，于是到医院看膝盖
痛。医生给她两个膝关节抽了
积、消了炎后，虽然好了一些，
但还是走不了几步又痛起来。

万丽解释， 她以前长期
站着给学生讲课， 最近又经
常爬山，过度运动，现在拍片
显示膝盖软骨已经磨损不
少，还长了骨刺，所以走起路
来膝盖里面“咯咯”响，骨头
碰骨头，肯定疼！ 关键就是要
想办法让关节软骨修复！

于是， 广医二院疼痛科
把最近引进的修复膝关节软
骨的新技术———关节腔注射
富血小板血浆治疗 （简称

PRP）用来治疗陈女士的关节
痛， 一周后感觉膝关节疼痛
一天比一天减少了。

万丽主任解释 ，PRP 中
含有高浓度血小板， 血小板
激活后能释放大量活性分
子， 促进软骨细胞的生长。
PRP 提供的生长因子还能刺
激新生血管形成， 并为受损
组织的再生增加血供和营养
物质， 尤其是血供有限和细
胞更新较缓慢的软骨、肌腱、
韧带等。 新生的血管将带来
新的细胞并清除受损组织的
碎片，让炎症消除更快。 NBA
顶级球员也是用这项技术修
复膝关节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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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老人一小时修复半口牙 安全又省钱
“广东省爱牙工程”新年派福利：数字化种植牙至高补贴 9000 元 / 颗！ 缺牙市民拨打 020-8375� 2288 申领

数字化舒适无痛种植牙亲历者
“广东省爱牙工程”受益者

李大妈 74 岁
缺牙问题：

●咀嚼功能缺失，吃馒
头都需要用水泡一泡
种牙方案：

● 数 字 化 舒 适 无 痛
All-on-4 种植牙

今养生方日

缺牙数量多，种牙难度大、费用高
我国老人缺牙率高，缺牙颗数多。 根据广州某口

腔机构临床接诊数据显示：在该机构报名种牙的老年
人中牙齿保有率少于 40%，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对于
老人尤其是身体耐受力差的高龄老人来说，传统植牙
很难承受，同时种植费用也高，不够经济。

4 颗植体恢复半口牙，省钱更安全
“传统种牙需要植入多颗种植体，才能达到对全

口牙齿的承重受力， 然而 All-on-4 技术改变了这
种情况。 ”据徐世同院长介绍，该技术之所以受到高
龄老人青睐，主要是能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牙，种牙
全程无痛感，伤口小；最重要的是：只需要植入 4 颗
种植体就能恢复半口牙。“总的来说，这项技术通过
少量种植体达到恢复多颗牙齿目的， 并在电脑反复
设计模拟植体受力的均衡和角度等问题， 大大缩小
创口，缩短种植时间，延长种植牙使用寿命的同时还
可以节省费用，非常适合高龄长者选择。 ”徐院长总
结道。

高龄种牙得选大品牌机构
“原本我以为，种牙就是缺多少种多少，没想到广

州这家口腔机构一整排只需要种 4 颗（种植体 ），而且
做 1 次手术就能完成！ ”年过七旬的街坊李大妈与身
边朋友分享自己的种牙经历。

“种牙毕竟是一个手术，选择靠谱的大品牌连锁齿科
机构，对我们来说更有保障、更安心。 ”李大妈告诫街坊，
种牙价格固然要考虑，但种牙机构也需要认真选择，接受
正规的治疗，安全跟效果以及质保都能让人更放心哦。

戴好牙还没下牙椅就吃起了苹果

广州某口腔机构博硕专家科普种牙知识 广州某口腔机构“数字化舒适种植牙”揭幕 博士专家团一对一亲诊 中外齿科专家团定制手术方案

冬三九养生
学好这四招

办公室糖水：藕粉健脾又补气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张秋霞

“眩晕的诊治”健康讲座欢迎你

天气冻，膝头痛？
打针治疗或有效！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通讯员 许咏怡

现在的中老年人都很注
重身体健康。 63 岁的陈女士
是位教师， 退休后每天与朋
友们一起锻炼身体， 最近听
说爬白云山可呼吸新鲜空
气，连续两周坚持每日登山。

刚开始她精神奕奕，后
来逐渐发现自己双腿又酸
又疼，近日突然觉得蹲下上
厕所都费力了。 她好不容易
上完厕所起来走几步，发现

两个膝盖都痛得不听使唤
了。 她拉高裤腿仔细一看，
原来自己“膝头大过髀”（膝
盖比大腿还粗大）， 怪不得
动一下就疼。 陈女士不禁感
叹道：“年纪大，机器坏！ 天
气冻，关节痛!”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万丽表
示， 像陈女士这样的情况很
常见，这种病称为膝关节炎。

打 一 针 帮
助软骨再生及
消除关节痛
图 / 受访者提供

智齿该拔就拔，为啥不能拖？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简文扬这些智齿应该拔除 图 / 受访者提供

冬三九，广州近日

开始降温。 广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五医院中医科

主治中医师卢璐建议，

为了减少冬日寒湿之邪

对身体的损害， 我们不

妨找点阳光，找点“艾”

来抱团取暖过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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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通讯员 王葳

晒太阳
南方的冬日， 晨起的太阳带

着寒气，中午的太阳仍然猛烈，早
上 10 点左右的阳光和煦温暖，此
时在室外走一走， 晒一晒人体的
背部和头部， 背部有人体抵御寒
邪的第一道防线———足太阳膀胱
经，头部为“诸阳之会”，也就是阳
气汇聚的地方， 这两个地方可以
调补阳气、畅通百脉，增加人体皮
肤和内脏器官的血液循环， 促进
新陈代谢。

著名的养生专著《老老恒言》
中就说道：“背日光而坐， 列子谓
负日之暄也，脊梁得有微暖，能使
遍体和畅。 日为太阳之精，其光壮
人阳气。 ”可见“负日之暄”的健身
养生作用及其好处。

食补
都说冬季是进补的大好时

机，民间素有“三九补一冬，来年
无病痛”的说法，很多吃货就在不
知不觉中长膘了。

在寒冷的节气多吃温性食
物，如羊肉、牛肉、生姜、鸡肉等，
的确可以增加人体御寒祛湿的能

力，但是岭南的“寒”非“大寒”，偶
有夹湿夹热之变， 温性食物中少
量增加一些调补脾胃祛湿热的辅
助食材，如薏米、赤小豆、土茯苓、
白术、萝卜等，可以使冬日进补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泡足
寒冷的外界环境容易损伤人

体的阳气，人会不由自主地蜷缩，
打哆嗦。 很多女孩子在冬天都会
出现手脚冰凉， 晚上被窝总是睡
不暖， 有的还伴有痛经或者关节
痛的毛病，这都是因为阳气不足，
气血运行不畅导致的。

中医学认为， 人体五脏六腑
在脚上都有相应的投射， 脚部是
足三阴经的起始点， 又是足三阳
经的终止点， 踝关节以下就有六
十多个穴位， 如果经常用热水浴
脚，能刺激足部穴位，增强血脉运
行，温补阳气。

在泡脚的水中，加点红花、或
白酒、或艾叶、或姜片，可以使活
血、祛寒、祛湿的效果加倍，泡的
时候注意水温和时间， 泡至全身
发热，微微汗出即可。

卢璐提醒，饭前、饭后半个小

时不宜足浴， 足浴完了正是毛孔
大开之际，还得注意保暖、避免寒
邪入侵哟。

艾灸
冬三九，是一年中阴气最盛、

阳气最微弱之时， 也是最容易诱
发虚寒之症的时间。 心脑血管疾
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
常常好发于冬季。

艾灸为纯阳之火， 能够温润
五脏，防病治病，在三九天进行艾
灸，俗称“三九灸”，是顺应四时气
候特点进行内病外治的一种特色
疗法，时间从冬至起，每九天行一
次艾灸疗法，具体有天灸疗法、温
和灸疗法、隔物灸疗法、温针灸、
麦粒灸疗法等， 不管是哪一种艾
灸， 都是通过药物对穴位的热刺
激达到激发经气的效果。

大部分灸法都需要通过医生
帮助实施，家庭灸法一般建议“温
和灸”，手持点燃的艾条对准穴位
或者痛点， 使局部有温热感而无
灼热为度， 每穴 15 分钟， 每次
3-4 个穴位。 穴位一般建议选择
“阿是穴”，即痛点，如需根据病情
选择用穴，还需咨询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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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医师 ， 擅长脑血管病 、
痴呆 、帕金森病 、头痛头晕 、癫
痫、睡眠障碍等的诊治。

（文/陈映平 谢佳熳 杨广）

什么情况会导致膝关节
炎呢？万丽主任医师指出，研
究发现， 常见有五大因素与
膝关节炎有关。首先是年龄，
关节软骨愈合的能力会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弱。 其
次为体重， 每增加 1 斤的体
重就会对膝盖增加额外 3-4
斤的重量。

第三是性别，55 岁以上

的女性比男性更易患膝骨关
节炎。 第四是特殊职业，像老
师、售货员、交警等长期站立
者，或需跪、蹲或搬抬重物的
职业， 因为持续的站立或过
度负重会给关节造成较大的
压力。最后是过度体育运动，
长期登山、足球、网球或长跑
运动等可能会有较高的患关
节炎的风险。

55 岁以上的女性更易患膝关节炎

膝盖痛起来应该怎么办呢？
万丽介绍， 一些简单易

行的办法即可缓解症状———
1.休息
休息是重要的治疗措施，

不仅可以减轻痛苦，而且可以
延缓病情的发展，慢性膝痛急
性发作期患者也应卧床，使负
重的膝关节得到休息，直至急
性症状消失。休息时尽量把膝
关节放在与心脏等高的位置，
伸膝 10°左右。

2.注意保暖
膝痛患者都有这样一个

体验，自己的膝关节是“活气
象台”，每当天气变冷或阴天
下雨前就自觉膝关节不适或
疼痛加重。 这就要求患者平
时要随天气的改变而增减衣
服，顺应天气的变化，避免受
凉、受潮，减少膝痛的复发。
可以佩戴保暖的护膝， 或者
起支撑作用的护膝。

“寒从脚下起 ”，阴寒太
甚，使脚血脉流通迟缓，久而
久之，容易引起疾患。 特别是
膝痛患者要加强脚的防寒 。
冷天睡觉不要把脚露在外

面；夏天不要贪一时痛快，用
凉水冲脚； 一年四季临睡前
都要用高于体温的热水泡
脚。 洗脚后用干毛巾擦干水，
再双手交换按摩双脚足底。

3.膝关节的功能锻炼
适当的活动对维持膝关

节的功能至关重要， 患者可
以自行加强功能锻炼， 以主
动不负重活动为主， 先做增
强肌肉练习， 再逐渐练习增
加关节活动。

（1）直腿抬高运动：患者仰
卧，患膝伸直位抬高 30—40 厘
米，大腿的肌肉用力收缩，尽量
维持在这一体位。 实在坚持不
住时， 可以放下休息同样的时
间，为一次，每组 10-15 次。 上
午、下午各一组，直到直腿抬高
能连续坚持 1 分钟。

（2）坐位体前屈 ：可改善
膝关节伸直功能 ， 患者坐于
床上 ，患膝尽量伸直 ，弯曲腰
部，双手触摸足尖。

（3）增 加 膝 关 节 屈 曲 活
动 ，患者仰卧 ，尽可能屈曲患
膝，用双手扶住，增加屈曲。

疼痛难忍，打针治疗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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