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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专科

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选择种植
牙作为牙齿缺失后的首选修复方案。
据常州市口腔医院种植科解永富主任
介绍，牙种植手术最佳时机的选择十
分重要，它关系到种植修复的长期效
果、手术创伤的大小及并发症发生率
的高低。

牙缺失按照牙位归类，包括：前牙
缺失、前磨牙缺失、磨牙缺失，它们分
别对应着不同的种植时机。

前牙种植修复：应诊断种植区域
是否存在急慢性炎症，如存在炎症，则
应选择拔除后4-6周行种植手术，要
特别注意的是前牙拔除后不要愈合过
长时间，否则骨量会明显吸收减少；如
无明显炎症，则尽可能选择拔牙同期

即刻种植，该术式的优点是减小了创
伤及手术次数，缩短了疗程，减少了费
用，长期美学效果好。

前磨牙种植修复：上颌前磨牙如
为单根且距上颌窦底有约5mm骨量，
没有明显急慢性炎症，可考虑拔牙同
期即刻种植和植骨；否则，最好先拔除
患牙，2-3个月后行种植手术。下颌
前磨牙与颏孔关系密切，种植时要预
防损伤颏神经。如为单根且距颏孔有
约至少5mm骨量，没有明显急慢性炎
症，可考虑拔牙同期即刻种植和植骨；
否则，最好先拔除患牙，2-3个月后做
种植手术。

磨牙种植修复：上颌磨牙与上颌
窦底相邻近，且为三根，选择即刻种

植时种植体很难位于理想的三维位
置，对将来的种植修复受力及长期效
果有影响，一般拔除后愈合3个月种
植为佳。下颌磨牙根尖下方为下颌
神经管，种植时应避免损伤，选择即
刻种植时要避免损伤神经，同时需要
植骨，增加了费用及伤口关闭困难，
种植体轴向偏近中或远中，影响长期

效果及修复后受力，一般拔除后愈合
3个月种植。

综上，对于后牙种植一般拔牙后
2-3个月种植最佳，对于前牙种植，可
能的话，选择拔牙同期即刻种植为佳，
否则拔除后4-6周延期即刻种植，避
免牙槽骨的吸收。

谢慧

本报讯 35岁的邵女士，过去每到
冬季就要忍受痛经、怕冷、腰痛、膝关节
疼痛等症状的困扰。去年11月份，她
找常州市中医医院妇科种丽群医生看
诊，经诊断，她患的是肾阳亏虚、气滞血
瘀等症状。种医生为她开具了金贵肾
气丸加桃红四物汤为主的膏方。

去年整个冬天，邵女士不再畏寒、
怕冷，感觉非常好。于是今年在看到
市中医院膏方开诊的信息后，她又来
找种丽群医生，想继续吃膏方，维持疗
效。而且还把去年的方子也带来了，
说就按这个开就可以了。结果种医生
却摇摇头说，绝对不行，今年还必须要
重新号脉辨证后开方。邵女士不解地
问：“去年服用后效果不错。为什么不

能延续去年方子呢？”
种丽群解释：很多人以为膏方疗

效较好，就一直吃这个方子的膏方，其
实这是种错误的想法。每个人随着自
身体质的改变、疾病的改善等变化，膏
方的方子是需要作出调整的。膏方往
往是一张大方子，通常包含了数十味
药材，这些药要根据人体气血阴阳、虚
实不同进行配制。可谓是实实在在的

“私人订制”，而且是因时因地定制。
她强调，首先，膏方应当“一人一方”，
这样疗效才最佳；其次，同一个人不同
时段、不同身体状况，其调理的方案也
不同；最后，每个人的体质因人而异，
更不能用他人的方子来给自己进补。

（何云开 沈芸）

本报讯 入秋后，天气变得干燥，
吴女士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14
个月大的女儿，身上湿疹又加重了，脸
上、耳朵后、肩膀上处处可见小红疹，
痒得她小手直挠。这一年多来，女儿
的湿疹反反复复，吴女士没少担心，而
最让她困扰的就是：到底该不该给女
儿用激素类药膏？

市儿童医院皮肤科医生杨明美介
绍，婴儿湿疹是最常见的一种婴儿皮
肤疾病，也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炎症，一
般会在孩子出生后1-3个月内出现，
发病初期，宝宝的皮肤上会出现逐渐
增多的小红疹，继而发展成小水疱，水
疱糜烂后渗出的液体会结成黄色的鳞
屑和痂皮，经常会反复发作。这个时
候，婴儿全身各个部位都有可能出现
这种皮肤炎症，其中，脸部、耳部、手
部、小腿和肛门是多发部位。

很多家长发现婴儿得了湿疹，首
先关心能不能快速治愈。对此，杨明
美解释，婴儿湿疹有一定的时间性，通
常等到开始添加辅食，症状会慢慢变
好，大多数孩子在2岁左右可自愈。但
也有的孩子症状较为严重，要到6岁后
才好转。自愈之前，即使是用药，也只
是缓解症状，让孩子感到没那么难受，
家长对此需有足够的耐心。不过，婴
儿湿疹并不是深层的皮肤病变，治愈
后一般不留痕迹，这一点家长不用过

于担心。
治疗婴儿湿疹的外用药膏，杨明美

介绍，大多含有激素成分，不过由于激
素含量不大，多为中效或弱效，并且药
膏一般只作用于身体局部，且是短期使
用（不超过2周，一天两次），所以几乎没
有副作用，不会出现皮肤变黑、毛孔粗
大等。而且，医生在配药时已经注意到
激素成分，对有必要的会要求药膏按比
例调和使用，以稀释激素成分，将副作
用降到最低。家长们可安心遵循医生
的嘱咐按时给宝宝上药。

但在就医之前，不建议家长们给
宝宝擅自用药，尤其是网购相关药
品。一方面，网购药物不一定有药准
字，另一方面不知其激素成分与含量，
往往效果越好，激素含量越大，随意使
用反而不安全。

家有湿疹婴儿，做好日常护理最
为重要。杨明美建议，给湿疹宝宝穿
棉质的衣服，用棉质的被褥，尽量不要
让宝宝接触化纤、羊毛、丝等有刺激性
的材料，也不要让宝宝太热；平时做好
皮肤的保湿，洗澡时注意控制水温，避
免刺激性强的肥皂和沐浴液，洗完后
立刻给宝宝擦干身体，涂上婴儿用的
保湿霜；给宝宝勤洗手、勤剪指甲，减
少宝宝皮肤感染和被自己抓伤的机
会；尽量避免接触过敏原。

（钱群华 周茜）

由于经济增长、饮食习惯改变等
因素，患有代谢性疾病的肥胖病人越
来越多。肥胖不仅给患者造成了严重
心理和社会问题，还带来了冠心病、高
血压病、II型糖尿病等多种合并症，甚
至威胁患者生命。

单一的节食和运动，对重度肥胖
患者难以起效，减重手术被认为是重
度肥胖病人获得长期稳定减重效果的
唯一手段，许多重度肥胖患者用“获得
重生”来形容自己术后的感想。

常州二院胃肠病中心于2015开
始，组成了以副院长汤黎明为核心的
减重医疗团队，与内分泌科、麻醉科、
营养科等科室密切协作，经过前期的
科学论证及准备，至今已为7名肥胖

及II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了腹腔镜减重
手术，均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目前开展的减重手术，主要有袖
状胃切除术和胃绕道手术。由于手术
会切掉8成的胃体积，除了会降低食
量外，还会减少刺激食欲的荷尔蒙分
泌量，降低患者食欲。术后两年内约
可减去七成多余的体重。对于那些体
重指数（BMI=体重 kg/身高∧2m）较高
而又难以控制食量的人来说，袖状胃
切除手术完全能达到理想的减重效
果。”汤黎明介绍说，“手术过程完全在
腹腔镜下完成，美观且微创，大大减轻
了患者的痛苦。由于采用了先进的快
速康复的理念，多数患者第二天就能
下床并开始进食，术后5天左右就可

以出院休养。”
汤黎明提醒：“减重手术有严格

的适应人群，其针对的是严重肥胖
的患者，并不适合微胖又想迅速减
肥的爱美人士。通常认为BMI大于
32的肥胖患者是绝对能从手术中获

益的，而BMI在 27.5～32 之间的患
者，倘若合并高血压糖尿病也可以
考虑手术减重。我们会对肥胖患者
做严谨的评估来确定是否适合接受
减重手术。

钱峻

本期专家

曹志永 解放军第102医院物质
依赖科副主任、主治医师，第二军医大
学博士研究生，从事常见心理障碍及
精神疾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

心理档案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
里，只是觉得这一年多来过得太憋屈
了，特别想找人说一说。”踏进102医
院心理咨询门诊之前，王女士刚刚结
束自己不到两年的婚姻，说实话，她内
心有种解绑了般的轻松。

两年多前，王女士经人介绍认识
了前夫张先生。张先生32岁，和她同
龄，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长相谈不上
出众，但也算顺眼。两人接触了几次
挺谈得来，加上王女士觉得自己年纪
也不小了，张先生各方面条件都合适，
于是恋爱没谈多久，两人就领了证。

但婚后王女士很快感觉到别扭。
张先生在单亲家庭长大，因此特别照顾
他妈妈，这王女士之前就知道，还觉得是
张先生孝顺，但婚后三个人住在一个屋
檐下，她渐渐感到这种“孝顺”完全超出
了正常范围：张先生凡事都以妈妈为先，
只要妈妈说“不”的事情，他统统不坚持；
婆媳间有嫌隙，婆婆在背后数落王女士，
张先生不管对错，一定是让王女士道歉；
最夸张的是，张先生婚后都始终和母亲
睡一间房。王女士为此和丈夫多番沟

通，但对方每次都振振有词，有时甚至说
得王女士自己都糊涂了：真的是自己太
小气了吗？就这么拖了一年多，眼见丈
夫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打算，王女士终
于鼓起勇气提出离婚。

专家剖析

夫妻关系是一个家庭中最重要的
关系纽带，如果夫妻关系出现问题，必
然带来各种扭曲的后果。比如母亲本
身的地位不够、情感缺失，又或者父亲
因为长期出差或早逝而导致长期缺
位，那么母亲自然将情感寄托在儿子

身上，对儿子的占有欲和控制欲也可
能变得非常强。

那作为儿子，为什么不主动摆脱
母亲的控制？很多人会首先提到孝
顺，认为母亲辛苦拉扯大自己不容易，
自己做任何补偿都是理所应当。这些
理由，仔细推敲其实并不成立。这些
作为已经导致婆媳冲突、家庭不幸福
了，还谈何孝顺？真正的原因是儿子
的心理尚未断奶。父爱的缺失使其幼
时得到的关爱并不多，加上母亲那时
对他可能也没有真正的情感呼应，因
而他内心始终是孤独的。等到稍大一

些，情感孤独的母亲开始过度付出，当
儿子的似乎找到了幼时缺失的母爱，
对这种照顾的渴望，加上早期“被抛
弃”的恐惧，当儿子的就变得在情感上
难以离开母亲独立。

专家支招

这种病态纠缠的关系有解吗？
通常当丈夫的很少认识到这是严

重的心理问题。觉得这种关系大有问
题，并感到非常痛苦的往往都是妻
子。妻子如果决定在这样的婚姻中继
续下去，那么首先要承认事实，不再期
待丈夫或者婆婆做出改变，其次要强
大自己的内心，以便去承受被排挤的
痛苦。更为积极的做法是让自己成长
起来，主动寻求让自己心理健康的方
法，甚至以此去影响丈夫。

相比之下，担任丈夫同时也是儿子
的那个角色，其实是最主要也最容易改
变的一个角色。从专业角度看，他们存
在依赖型人格障碍，可以在心理医生帮
助下通过两个途径改变：一是习惯矫
正，二是重建自信。前者可以通过制定
具体的行动计划，比如改掉每天起床后
第一句依赖母亲的话，渐渐改正；后者
可以通过做一些从未做过的事，如独自
一人短途旅行、独立做饭、打扫等获得。

作为妈妈，其脾性是各种点滴经年
累月累积的结果，要改变确实比较难。
我们只能呼吁年轻妈妈们特别是男宝
的妈妈们，在与儿子相处时，多鼓励、多
指导、少包办，使他们多一些机会去去
承担错误，多一些机会进行自己的行为
选择，避免再培养出“妈宝男”。

王之辉 周茜

有人突然晕倒了，生活中这种情
况时有发生，小伙伴们可千万不要被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状况吓得不知所
措。倘若晕倒者不省人事或情况严
重，应抓紧时间拨打120或110，同时
向路人或者路过的警察寻求帮助，最
大限度地避免忙中出错。急救医生特
别提醒，一个人倒下，有很多原因，但
比较常见的有三类情况，在急救医生
赶到之前，可根据情况给予相应的急
救措施：

一、有意识，也有呼吸。
1、一般的绊倒摔伤骨折，多见于

老年人。这时千万不要扶，倘若是四
肢扎伤的局部骨折还好，如果是肋骨
骨折，盲目扶起，断裂处的尖锐骨刺有
可能戳破肌肉、扎破内脏。

2、体位性低血糖或低血压。不能
扶起来，也不用太多处理，让其平躺即
可。通过平躺，脑部供血好了，血糖糖
元的供糖也会好一些，症状就缓解了。

3、心梗脑梗。一些有基础病的
人，平时都会备一些药，如硝酸甘油
等。如果倒地者还有意识，你可以询
问TA哪里不舒服，赶紧在TA身上找
药，立即含服。也不要把TA扶起来，
等待120救援。

4、脑溢血。有意识而且还能吞的
话，可以给TA吃点安宫牛黄丸。

二、失去了意识，但呼吸还在。
1、中风。最严重的是大面积脑梗

塞或者大量脑出血，一下子就昏迷不
省人事。此时让其平躺头侧向一边，
千万别喂食安宫牛黄丸，避免内容物
反胃吐出，误吸到肺里面。保暖，等待
救援。

2、撞伤。千万不能扶起，以免断
骨扎伤内脏。如果伤者有外伤出血症
状，应迅速对伤口进行包扎止血。如
果是大股往外冒血，可以判定是动脉
出血，应绑在近心端位置。

3、癫痫。让患者平躺在硬的地面
上。癫痫患者基本上都会有呕吐物，
口吐白沫、牙根紧咬的情况，要防止
TA把舌头咬断。按压人中，2分钟左
右。但不要扶起来，癫痫发作时浑身
肌肉发硬，硬要把TA扶起来可能造成
肌肉拉伤。

三、无意识、无呼吸。
急救医生介绍，一般出现昏迷猝

死的，90%以上都是心源性疾病患
者。如果没有呼吸和心跳，这个时候
伤员随时会死亡。因此，迅速进行持
续的胸外按压——体外心肺复苏
（CPR），是对昏迷患者早期施救一个
比较有效的急救方式。

首先要让病人躺平，一定要在硬
的地方，在地上也没有问题，用拳头有
节奏地用力叩击其前胸左乳头内侧
（心脏部位），连续叩击2-3次，拳头抬
起时离胸部20-30厘米，叩击后，心脏
受到刺激，有时能恢复自主搏动。

然后应立即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胸外按压，用人工的方法来进行循环，
每做30次心脏按压后，再做口对口呼
吸2次。

4分钟以内及时对心跳猝停的患
者进行心肺复苏抢救，患者有一半的
机会能起死回生；6分钟内仍然有较高
的抢救成功率；超过10分钟则几乎不
可能了。

宣萱

由于二孩全面放开，高龄不孕者
试管婴儿增多，孕期妊娠合并症及并
发症增加，导致早产儿，尤其是超早产
儿发生率随之提高，给市妇保院新生
儿科带来巨大挑战。面对挑战，新生
儿科团队用精湛、先进的技术和无微
不至的爱护，让更多的早产儿得以存
活，为无数家庭圆幸福梦。

精湛医术 力挽狂澜

曹女士孕25周，产下一对900克
和860克重的龙凤胎儿女，孩子一出生
就被送进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进行抢
救。新生儿的正常体重应该在2500克
到4000克之间。出生体重在2500克
以下的为低出生体重儿，出生体重在
1500克以下的新生儿为极低出生体重
儿，出生体重在1000克以下的为超低
出生体重儿。这种小于28周的超低体

重儿及超早产儿出生时各脏器、各系统
发育极不成熟。他们的成长路异常艰
辛，面临着多重难关。首先是呼吸关，
由于超低体重儿呼吸系统发育极不完
善，出生后易发生“呼吸窘迫综合征”，
需要及时用呼吸机进行呼吸支持。其
次是喂养关，由于胃肠道发育极不成
熟，要根据喂养耐受情况每日由一滴一
滴喂养逐渐过渡到一毫升、五毫升、十
毫升直至正常喂养量。然后就是感染
关，早产儿免疫功能低下，且皮肤黏膜
薄弱，加之生后不能进食进行静脉营养
等有创性操作，容易继发感染，严重时
可引起败血症。除上述难关以外，超低
体重儿还可能出现颅内出血、低体温、
硬肿、高胆红素血症、酸中毒、电解质紊
乱等一系列问题。两个月后，在医护人
员的全力抢救和精心护理下，小宝宝的
各项指标均达正常，全家人喜笑颜开接
宝宝回家。

精心呵护 共创奇迹

针对早产儿的生理特征，科室制

定开展多项服务举措。一是早产儿家
庭式护理，提供“患儿-医务人员-医
疗技术-家庭”的人性化护理，让患儿
母亲进入NICU与患儿亲密接触，增
进母婴感情，促进早日康复；二是建立
母乳库，为早产儿尤其是极低体重、超
低体重儿提供母乳喂养，增加早产儿
抵抗疾病能力；三是开展早产儿视网
膜病筛查、脑干听觉诱发电位筛查及

早产极低体重、超低体重儿出院后系
统随访及干预措施，极大提高早产儿
生活质量。

生命科学充满神秘和奥妙，生命
的探索永无止境。市妇保院新生儿科
全体医务人员肩负生命的重托，以一
颗医者仁爱之心让搁浅的一个个生命
之舟重新扬起充满生机的风帆。

妇幼宣

“妈宝男”，想说爱你不容易

不同牙位种植手术的最佳时机

解永富 市口腔医院种植科主
任，师从国际著名种植专家林野教
授，江苏省口腔医学会种植专业委
员会常委、江苏省康复医学会口腔
专业委员会常委、市医学会口腔分

会副主任委员。他擅长即刻种植即
刻修复、前牙区种植美学修复，全口
无牙颌及严重骨缺损的复杂种植。

门诊时间：周一至周五全天

汤黎明 主任医师，教授，医学
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后，硕士研
究生导师。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分
会腹腔镜学组委员，江苏省抗癌协
会胃癌专业组常务委员，江苏省胃
肠外科学组委员，江苏省腹腔镜外
科学组委员，常州市普外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以及常州市胃肠学组
组长。长期致力于消化道肿瘤外科
的基础及临床研究，尤其擅长胃癌
和大肠癌的根治性手术及规范化治
疗，同时常规开展肥胖病患者的减
重手术，对腹腔镜微创手术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

手术减重：重度肥胖患者的最佳选择
专家谈病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是
江苏省妇幼保健重点学科建设单位、
常州市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常州市早
产儿救治中心，先后荣获常州市工人
先锋号、巾帼文明岗、市优质护理服
务团队及十佳护理团队等称号。科
室年收治新生儿 2000 余人次，学科
设有 NICU、早产、足月、感染病组、
母子病房，达到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及
省重点专科所要求的各种疾病的诊
治，特别是在早产极低体重、超低体

重儿综合救治、高频呼吸机使用、气
漏综合症、重度黄疸换血治疗、新生
儿重度窒息、中重度缺氧缺血性脑
病、多脏器功能衰竭、新生儿肺出血、
持续肺动脉高压、胎粪吸入综合征、
新生儿休克、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及围
产期感染等疾病救治方面有丰富的
经验，危重儿抢救成功率98％以上。
收治病人涵盖本市及周边市、县，成
为以常州市区为中心，辐射周边的危
重新生儿及早产儿救治中心。

近年来，双胎超低体重儿及超早产儿逐年上升，市妇保院新生儿科团队

不断突破 勇闯难关 屡创生命奇迹
沿用去年的膏方方子？

NO，需要重新“私人定制”

治疗婴儿湿疹用激素类药膏？

短期使用不会引起不良反应

急救课堂

身边有人突然晕倒
你知道该如何“救”TA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