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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专科

很多装过传统意义上全口假牙的
老年人都有体会，刚装好全口假牙，需
要有一个较长的适应期。而随着口腔
医学科技的发展，对于长期受困于一
般全口假牙固位差、咀嚼力低下的老
年人来说，已经出现很好的解决方法
——精密附着体义齿。

精密附着体是一种嵌锁型固位装
置，一部分固定于基牙，一部分与基托
或桥体相连，起固位、支持、稳定作用，
属于固定活动联合修复，具有美观、结
构精密、固位、稳定性强等特点。精密
附着体一般可分为套筒冠、太极扣、磁
性固位体、根面球帽、MK1、栓道式、按
扣式、杆式、锁式等，常用的一般为前
三种。

套筒冠优点在于有良好的固位
力，能承担比普通活动义齿更大的咀
嚼压力，咀嚼效率更高。其对基牙稳
定性的要求比传统卡环要求低，较为
松动的牙齿也可选用。与活动义齿相
比，它与基牙和口腔组织接触紧密，匿
藏食物的机会大大减小，也不易产生
异味。与其它附着体相比，固位力更
为可靠，寿命更持久。

太极扣体积小巧，使用灵活、简
单，适用于双侧游离缺失咬合较低的

患者。优点在于能将咀嚼力传递到整
个牙列上，避免单颗牙受力；取戴方
便；固位力好，有效弥补全口胶托无法
完全固位的缺陷；大众消费，易于适
应，维护程序简化。

磁性固位体适用于患者口腔内余
留牙较少，牙槽骨状况不理想的病例，
可用于覆盖义齿和可摘局部义齿。优
点在于既能得到有效固位力，又保持
基牙不受到侧向力的冲击，避免牙合
创伤，同时根帽能使牙根免于损坏。
磁性固位体固位力长久且易操作。

精密附着体义齿的适应症非常
广泛，除了适合于传统活动假牙修
复的患者外，对于口腔余留牙少、牙
体伸长、基牙松动的患者效果也很
好。精密附着体修复可利用残存的
牙根做固位体的基牙，不损伤健康
的天然牙，有些残根不用拔除，可最
大限度地保持牙槽骨高度。也就是
说，附着体义齿适合于除个别牙缺
失外的几乎所有需要镶牙的患者。
也因此，提醒老龄患者保护好自己
口内的每一颗余留牙，必要时请专
业医师慎重评价是否有利用价值，
不要轻易拔牙。

武医宣

我国有3000万哮喘患者，发病率
约为1.3%，患病率每十年上升40%，并
以儿童多发。市医疗急救中心数据显
示，截至2016年8月，普内科（哮喘、心
梗等）病类位列被救援案列榜首，占急
救总量的27%。对于哮喘复发的患
者，到底该如何进行正确的急救？

先来说说哮喘发作有什么表
现。外源性哮喘的病人，多数有明显
的过敏源接触史，发作前多有先兆症
状，如鼻咽部发痒、打喷嚏、流清涕、
咳嗽等，然后突然胸部发紧，出现呼
气性呼吸困难，病人多采取被迫体
位，严重时有张口、抬肩、出冷汗、烦
躁不安，出现紫绀，一般持续数分钟
至数小时，可自行或用平喘药物缓
解。内源性哮喘一般继发于呼吸道
感染之后，也可因吸入寒冷空气、刺
激性气体等因素引起，常先有咳嗽、
咳痰，逐渐出现哮喘症状，发作期比
较长，必须等到炎症控制后，哮喘才
能缓解。还有一种叫混合性哮喘，在
哮喘长期反复发作的过程中，各种因
素相互影响，症状表现不典型或混合
存在，可以常年发作，没有明显的缓
解季节。

如果身边有人突发哮喘，不要惊
慌失措。应该立即着手采取正确的急
救措施：

（1）让患者坐下或是半卧状，或让
其抱着枕头跪坐在床上，此时应该保
持患者的腰向前倾，这样有利于呼吸。

（2）中、重度哮喘发作时，由于呼
吸道阻塞，肺泡通气不足，造成机体明
显缺氧，必须及时补充氧气。当患者
已出现严重呼吸困难、口唇、指甲青紫
时更应尽快吸氧。家属迅速取出家用
吸氧瓶，以每分钟3L的高流量氧气通
过鼻导管或面罩给患者吸入。

（3）立即让患者吸入手边备用
的气喘喷雾剂，用量参见该剂型的
说明书。

（4）注意患者保暖，环境安静，鼓
励其配合治疗。

（5）保证室内通风，空气新鲜，但
没有过堂风。避免室内有煤油、烟雾、
油漆等刺激性气体。

（6）中度以上哮喘初次发作，可向
120急救中心呼救，请急救医生前来救
治。待病情稳定后，护送病人到医院
就诊。

宣萱

中午12点30分，市妇幼保健院产
科王慧艳主任上午的专家门诊已经结
束。孕妇小朱还不肯走，因为胎儿脐
带绕颈一圈，想顺产又怕有突然情况，
一直在纠结着。尽管饥肠辘辘，王主
任还是耐心地把小朱生产过程中有可
能遇到的情况和应对措施再次详详细
细地解释着，直到小朱满意离开。

三天后的早上，王主任刚进病房，
就被一群焦急的家属包围，原来小朱
进产房一夜了还没生。王主任赶忙来
到产房，查看病情后，发现小朱宫口开
全一个小时却信心不足，一个劲地要
求剖腹产。于是，立刻为小朱打气，看
到有主任鼓劲，小朱立刻打起精神，很

快就顺产了。王主任刚松口气，有个
医生匆忙来汇报：“主任，有个产妇产
后大出血。”“准备抢救，加快补液，监
测血压、心率，按摩子宫……”在王主
任的指挥下，抢救工作有条不紊进行
着，很快产妇出血得到了控制。

二十多年来，王主任就是这样，用
爱心迎接一个个新生命的降临，用青
春和汗水奏响一曲曲保卫生命的赞
歌。从一名普通的妇产科医生成长为
学科带头人、优秀的妇产科专家。对
于每一个有自然分娩条件的孕妇，她
都尽可能帮助她们，在她心中，“母婴
安全，治病救人”，是自己的天职，在她
的带领下，妇幼保健院的剖宫产率已

得到了明显下降，产科年收治各种高
危妊娠7000余人次，产后大出血、重
度子痫前期、子痫、羊水栓塞、妊娠期
合并心脏病等危重症患者抢救成功率
达99%以上。整个产科团队，用精湛
的技术，优质的服务，为常州人民的分
娩服务保驾护航，诠释了职业的神圣
和崇高。她常说：产科工作是平凡的，

又是神圣的，更是快乐的。病人把最
宝贵的健康和生命都托付给了我们，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让病人放
心，让患者满意，我们只有用一流的技
术，一流的服务，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
事，才能无愧于病人对我们的信任，无
愧于我们神圣的职业，无愧于“白衣天
使”的称号。 妇幼宣

本报讯 最近一段时间，武进
人民医院接连收治两名低龄产妇，
一名 18 岁，另一名只有 16 岁。两
名稚气未脱的孩子，分别产下一名
女婴。意外怀孕低龄化现象令人
担忧。

8月17日晚，一名16岁少女李某，
因胎膜早破被家人送至武进人民医
院。考虑李某的实际情况，8月18日，
医生为其行剖宫产，李某产下一名重
3050克的女婴。因胎盘胎膜与子宫后
壁致密黏连，逐步分离后娩出胎盘，胎
盘附着处出血较多，宫缩乏力，医生立
即为其填塞止血。术中产妇出血约
1800ml，术后予抗感染等对症治疗，现
生命体征平稳。

而仅仅在5天前，18岁的少女张
某同样在该院分娩了一个3400克重

的女婴，胎盘娩出后宫缩乏力，出血约
1500ml，但因救治及时，后张某康复
出院。

产科主任刘爱民提醒，16岁的年
龄因本身外生殖器、骨骼、韧带未发
育成熟，过早孕育下一代，从身体、精
神、心理上都会受到一些不好的影
响。她们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及
生活压力，极易发生产后抑郁等心理
疾病。而因年龄小，不知道自我保
护，更谈不上产检。这两个小姑娘孕
期都未重视做孕检，羊水、胎位、胎儿
大小都不知晓。

刘爱民强调，女孩自身要懂得爱
惜自己、保护自己，避免过早怀孕生子
或流产，同时家长要关爱子女，进行必
要和及时的心理辅导。

（李婷 周茜）

老年人装假牙有了好方法

精密附着体适用于绝大部分患者

武进人民医院口腔科建科于1979
年，近年快速发展，全面开展了口腔科
内、外、修复、正畸等专科业务。每年
口腔科门诊接洽口腔病患者超过
10000余人次，专科病区收住病人近两
百例，不仅能满足普遍的牙病防治需

求，且能提供高技术的美容修复和正
畸治疗。科室拥有医生10名，其中副
主任医师 3 名，主治医师 4 名，医师 3
名。口腔科主任谢江为副主任医师，
毕业于南京医学院口腔系，擅长颌面
部肿瘤手术、颌面外伤等的治疗。

两名新手妈妈，都还是花季少女

不知道自我保护，更谈不上产检

急救课堂

入秋与哮喘“作战”
谨防进入急救误区

奋斗在一线，为母婴生命守护希望
杏林撷英

王慧艳 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
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南京医科大
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临床工
作20年，注重临床、教学、科研全面发

展，临床经验丰富，擅长妊娠期糖尿病
等高危妊娠的诊治和产后出血等产科
危重症的救治，2016 年荣获常州市

“医护之星”、常州市“十佳文明职工”。

一

今年8岁的小海，来自浙江温岭
农村，因为出生时缺氧，导致脑瘫、继
发性癫痫，无法独立行走。在同龄孩
子踢球、踏浪、做游戏、到处奔跑的时
候，小海只能静静地、孤独地坐在轮椅
上，看看天空，看看过往的人群，偶尔
发出几句含糊不清的呼喊，重复、枯
燥、毫无颜色，充斥着他的童年。

七年前，为了给小海治病，一家人
慕名来到了常州市儿童医院儿童康复
科，边给孩子康复治疗边种西瓜为
生。认知训练、运动疗法、经络导频
……每天妈妈带着小海风雨无阻，准
时出现在儿童康复科的治疗室。医生
护士们深知小海一家的不容易，对他
们也格外照顾。一份快餐、一个点心、
一件新衣……都是叔叔阿姨们对他满
满的关爱。每年西瓜成熟的季节，康
复科的医生护士主动购买小海家的西
瓜，不问价格，不计较斤两，因为如果
西瓜烂在地里，影响的不仅仅是收入，

还是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更会影响小
海康复治疗的希望。每当常州市残联
或其他一些公益机构开展爱心捐赠
时，大家也会想到小海，奶粉、站立架、
助行器还有轮椅，只要是对治疗有帮
助，对家庭困难有帮助，大家都会积极
为他争取。

两千五百多个日子的漫漫康复
路，在大家不抛弃、不放弃的坚持下，
小海的手脚渐渐有力了，讲话也渐渐
变得清晰。他会微笑着用简单的词汇
喊“爸爸、妈妈”了，每每听到这样的天
籁之声，小海妈妈都会喜极而泣。

2016年儿童康复科又成立了专
门的矫形支具制作中心，为小海量身
定做了可以活动的下肢矫形器。从
此，小海就可以自如地站起来了，为良
好地行走打下了基础。

小海是儿童医院儿童康复科众多
患儿中的一个。像他这样的孩子占了
我国人口的千分之三，他们像折翼的
天使，满脸稚气，满眼渴望，却无法独
立行走，等待着爱的关怀。

二

常州市儿童医院作为我市唯一的
三级儿童专科医院，其儿童康复科是

市残联脑瘫儿童康复实验基地，历经
15年的探索和发展，主要针对脑性瘫
痪、运动发育落后迟缓、脑发育异常等
疾病进行正规系统的量表筛查及感觉
统合训练。通过手术矫治、综合康复
训练、物理疗法等，达到医疗康复与教
育康复的结合，实现手术与康复一条
龙服务，免除了脑瘫孩子的奔波。这
里的孩子用蹒跚的脚步初尝着人生的
艰辛，这里的家长用不抛弃、不放弃的
决心品味着生活的酸楚，这里的医务
人员用视患儿如亲人的爱心演绎着难
能可贵的温情故事。

儿童康复科今年成立的矫形支具
中心就是对这群特殊天使爱的延续，
通过矫形支具帮助他们重新展翅，飞
向未来。矫形支具中心专门服务于各
类残疾儿童、肢体发育不良儿童，用于
矫治“X”型腿、“O”型腿、足内外翻畸
形、脊柱侧弯畸形、肌性斜颈等，同时
在对骨折术后肢体体位及保护，尤其
对脑瘫儿童的肢体矫形、运动能力的
辅助等方面帮助较大。

都说医者仁术，解除病痛，护卫健
康。那些可爱的折翼小天使们，他们
的康复之路也许曲折，也许艰难，但在
儿童康复科这个充满爱心、富有耐心、

持续恒心、永远热心的康复大家庭，医
务人员将和康复家庭一起，携手并进，
与爱同行，共同撑起脑瘫患儿康复的
一片天。

钱群华

口腔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
科学，是医学知识和动手技能高度
统一的职业，口腔诊疗水平的提
高，需要“匠人精神”的回归和支
撑，需要口腔医生练就“凝神屏气
无言语、两手一心付案牍”的专注，

“不因材贵有寸伪，不为工繁省一
刀”的严谨，和“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的创造。只有对职业怀有始
终如一的热爱、止于至善的追求，
兢兢业业，苦心钻研，匠心独运,
精 雕 细 琢 ，才 能 实 现 从 99% 到
99.99%的完美跨越。

以口腔修复中的固定义齿修复
为例，现在大多采用烤瓷牙套来恢
复天然牙齿的外形、尺寸、美观和功
能，要求所有操作在牙齿天然外形

的尺度范围内操作，按照牙齿的解
剖 外 形 将 其 外 围 均 匀 磨 除 1.5-
2.0mm 的修复体空间。如何做到

“恰好”原则——既要尽可能多的保
存现有牙体组织，又要充分开拓出
修复体所占用的位置空间——需要
不盲目求快、不浮不怠的心态和久
久为功的历炼。

为保证修复体良好的生理功
能，要求修复体与原有牙齿的接缝
处无缝对接，平滑过渡，缝隙要小
于 20um（头发丝直径的 1/4），尖锐
的探针头部划过接缝处时，要平顺
划过无卡顿。这就要求医师和技
师对每一道工序严格把关，容不得
丁点差错；医师在戴入修复体时，
需严格检查工序，确保修复体与牙

齿连接处无缝拼接，必要时要在放
大镜下对修复体边缘精修细磨，精
雕细琢，这是一项耗费体力和心力
的操作。

牙齿的咬合接触感觉十分敏锐，
5-10um 左右的高度都能感知到。
若咬合高于此界限，患者便会感觉不
适，并很难适应；若咬合偏低，则不能

恢复咀嚼功能。此时医师要特别专
注，反复多次测试和精细调磨，将两
侧的咬合高度差异控制在头发丝直
径的1/8以内。直至两侧咬合接触力
量一致。

愿精雕细琢的匠心，成为全体口
腔医生孜孜以求的崇高境界。

口腔宣

本期专家：苏宗荣
解放军第102医院门诊部主任、主

任医师
全军心理疾病防治中心神经生理

室主任
第二军医大学、江苏大学兼职教授

心理档案：一个小病久治不愈

“吃不下东西，尤其不能吃凉的、
硬的，一吃就拉肚子。”最近，常州的张
女士得了一种怪病，总感觉胃里不舒
服，“去附近的医院也查了，说是慢性
浅表性胃炎，没啥事儿，吃点儿药很快
就好了。”但药吃了一个月，病情非但
没见好，反而加重了。

后来张女士又去了其它几家大医
院，诊断结果一致。“所以又去看了中
医，结果还是一样。”一个简单的胃病，
久治不愈，这让张女士陷入恐慌，病情
也开始进一步“恶化”。

“症状开始多起来，胸闷、心慌、烦
躁、睡觉也不好了，一会儿背疼，一会儿
腰疼，感觉哪里都不舒服。”这时身高
1.63米的张女士，体重已经从120斤降
到不足90斤。就在这时，张女士的侄
女向她推荐了102医院的心理治疗。

明明是躯体上的病，为什么要通
过心理上治疗，而且没怎么吃药打针
竟然就彻底康复了？

专家剖析：心病还需心药医

“川字眉，一进来就打嗝，大热天
还怕冷。”第102医院门诊部主任苏
宗荣见到张女士的第一眼就感到这是
一个长期焦虑的病人。“张女士的情况
是一个典型的躯体症状障碍。”苏宗荣
表示，在一般综合门诊比如心内科、消
化科的病人当中，大概有1/3的患者
都有这种情况，各项检查的影像学依
据和病人的主观表达相去甚远，属于
典型的神经症。“但病人的难受不是装
的，这些症状都是他的真实感受，但临
床的各种检查又和患者感受不相符，
就是查不出问题来。”苏宗荣说，这些
病人的病灶在心不在身，所以很多医
生看不好的疑难杂症，到了心理医生
这反倒可以轻松解决。

躯体症状障碍是与心理社会因素
密切相关，但以躯体症状表现为主的疾
病，这种疾病70%的因素跟遗传个性
有关，“性格急躁凡事追求完美的人比
较容易得，另外还跟社会环境有关，现
在人们想要健康长寿的意念相比原来
更强。”此外，一些负性的生活事件往往
对病情也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专家支招：正念治疗给心灵充电

苏宗荣表示，首先病人要有治疗
意识，当主观感受跟医生的诊断产生
分歧时，就要考虑是不是要看一下心
理医生。症状比较严重的，可能还需
要服用抗焦虑药，在药物干预的同时，

再慢慢结合心理干预。
躯体症状障碍与普通疾病不同，

虽然也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但其
实预防起来并不困难。苏宗荣说，首
先，要改变自己的认知，换一个思路看
问题，遇事不要钻牛角尖。其次，多看
书、多运动、多听音乐都有助于缓解焦
虑，预防疾病的发生。“尤其是要多运

动，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可以抗焦虑。”
“对于那些个性急躁的人，推荐每

天都学会正念治疗，给自己加加正能
量。”苏宗荣说，正念治疗非常简单，就
是每天花15分钟参禅静坐，进入冥想
状态，多想想开心的事，这些事可以是
真实发生过的，也可以是对将来某些
事情的期许。 王之辉 沈文达

谢江为患者看片

漫漫儿童康复路 白衣之爱勇担当

矫形支具是用于改变神经肌
肉和骨骼系统的机能特性或结构
的体外装置，过去曾称为支具、夹
板、矫形装置、矫形器械、支持物、
支架、辅助器等，主要用于矫形外
科及康复医学事业。它通过：1、稳
定和支持作用；2、固定和保护；3、
预防、矫正畸形；4、减轻轴向承重；
5、平衡肢体长度；6、抑制站立、步
行中的肌肉反射性痉挛；7、改进功
能等机制发挥作用。随着现代材
料学、电子学、生物力学的发展，矫
形支具的研发与装配也取得了很
大的进步，促进了康复医学的发
展，并已广泛应用于脑性瘫痪的康
复治疗中，被视为与物理治疗、作
业治疗、语言治疗同样重要的康复
技术。

张仁国 市口腔医院口腔修
复科主任，口腔修复学临床技能型
医学博士，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牙医
学院访问学者，常州市口腔医院高
级口腔专家诊疗部主任，主任医
师。擅长口腔种植修复，口腔牙齿

即刻微创美容修复（计算机辅助设
计及制作——CAD/CAM），大面积
缺损牙齿的保留保存修复以及固
定-活动联合义齿修复。在牙齿种
植及牙体保存修复方面具有极高的
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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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生：追求精雕细琢的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