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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地址：局前街185号 电话：0519-68870000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城中院区 地址：兴隆巷29号 电话：0519-88104931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阳湖院区 地址：滆湖中路68号 电话：0519-81099988

常州市中医医院 地址：和平北路25号 电话：0519-88124955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兰陵北路300号 电话：0519—83016036

常州市肿瘤医院 地址：怀德北路1号 电话：0519-69806980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医院新北院区 地址：红河路68号 电话：0519-69806980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地址：博爱路16号 电话：0519-88108181

常州市儿童医院 地址：延陵中路468号 电话：0519-69808000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地址：延陵东路288号 电话：0519-69800506

解放军第102医院 地址：和平北路55号 电话：0519-83064102

常州市德安医院 地址：丽华北路157号 电话：0519-68016199

武进人民医院 本部：永宁北路2号 电话：0519-85579150
南院：武进区滆湖东路85号 电话：13915837120
高新区院区：武进区武宜南路509号 电话：13861188120

武进中医医院 地址：湖塘人民西路6号 电话：0519-86582737

常州市疾控中心 地址：泰山路203号 电话：12320

常州市卫生监督所 地址：健身路28号 电话：0519-86608357

常州北极星口腔连锁 地址：劳动西路201号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电话：0519-83089999

常州市口腔医院（市中医医院钟楼院区） 地址：北直街61号 电话：0519-8680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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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卫士24+志愿服务为大家 （2月14日-2月20日活动安排）

人老了，牙齿掉了一个又一个，吃
饭就成了难题。春节过后，孝顺的儿
女们都带着年老的父母去装假牙。红
梅口腔科又刮起了一场“装牙”风暴。
那么装假牙有哪些讲究呢?假牙修复
方式又有哪些呢?

固定类

固定义齿修复就是俗话说的镶死
牙，假牙通过粘接固定在口腔中，不需
要每天拿上拿下。固定修复可以选择
不同的材料，比如可以做金属的，烤瓷
的，全瓷的等等。固定义齿修复方式
也多种多样，简单地为大家分析几种
修复方式：

普通镍铬合金烤瓷：
优点：价格低廉、经济实惠；
缺点：牙龈容易着色，出现牙龈发

黑、发灰的现象。内冠是由贱金属镍
铬合金铸造而成，在复杂的口腔环境
中，暴露在口腔中的金属部分会慢慢
分解，并释放黑色的氧化物，导致局部
组织染色，这也就是该种修复体会导
致牙龈黑线的最重要原因。

钴铬合金烤瓷牙：
当很多患者无法承受贵金属烤瓷

牙昂贵的费用，而对普通镍铬合金烤
瓷的金属材质持有疑问时，实用又经
济的钴铬合金将是最理性的选择；钴
铬合金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已广
泛应用到口腔修复领域，由于其不含
有对人体有害的镍元素与铍元素，安
全可靠且合理的价格已成为广大患者
理想选择。但对光线通透性差前牙修
复在荧光灯下发青黑色，影响美观。

纯钛烤瓷牙：
优点：纯钛具有极低的热传导对

活髓牙无刺激，钛金属比重仅为金的
1/4，钴铬金属的1/2，强度是金属之
最。钛对X线呈半阻射，是其它金属
材料不具有的。钛金属具有极好的生
物相容性及耐腐蚀性，不刺激牙龈萎
缩，不变色，不红肿，安全可靠。

缺点：纯钛金属特性导致与瓷层
结合不佳，咀嚼力过大时易崩瓷。

贵金属烤瓷牙：
金铂合金烤瓷冠，金沉积烤瓷冠，

银钯合金烤瓷冠合称为贵金属烤瓷
冠，内冠分别为金铂合金、99.99%的电
镀纯金，银钯金合金，它们均属于惰性
金属生物相容性优异、金瓷结合力超
强、颜色柔和无黑影折射不影响磁共
振等仪器检查。成为代替纯钛和钛合
金烤瓷的最佳选择。

种植牙：
种植牙就是将高科技人工合成材

料制成的种植体一端植入缺失区的牙
槽骨内，另一端暴露于口腔，在暴露端制
作形态逼真的假牙；是由种植体和种植
体支持的上部结构组成的；通俗地讲，种
植牙就是通过牙槽外科手术将人工材
料制成的种植体植入缺牙区牙槽骨中，
作为人工牙根，然后以此为基础修复缺
失牙。种植牙的手术很小并且安全，无
需住院，手术完全无痛，术后即可进食。

活动类

活动义齿修复就是可以自行摘下
戴上的假牙，假牙附着在基托上，以增
加受力面积，稳定假牙等等；还带几个

钩子，专业上叫做卡环，用来将假牙固
定在口腔中。活动修复使用范围最
广，其他方法不能采用时都可以考虑
活动修复。活动修复也可以选择不同
的基托材料，包括：树脂基托，钴铬基
托，纯钛基托等等。

活动修复的优点：只需磨除很少的邻
牙，不需要手术，相对价格一般较便宜。

活动修复的缺点：不够舒适，异物
感大；咀嚼效率相对较低；不方便，每
天需要摘下来清洗，常有摘下后丢失
的情况发生；不美观，很多情况下会暴
露金属卡环。

活动修复的方法有：
可摘局部义齿：缺牙比较多，可以

选择这种铸造钢托的可摘活动义齿，
价格低廉，容易清洗。

隐形义齿：适合于前牙区过渡性
义齿修复。无卡环设计美观固位好。

因对牙龈有压迫刺激不应长期使用。
全口义齿：老年人牙齿全部缺失，

就要考虑镶全口了，最常见的就是这
种，当然也可以选择种植，种植效果
好，费用也较高。

半固定类假牙

传统的活动假牙不时都会看到用
于义齿固位的金属卡环，非常影响美
观。固定活动联合修复的假牙也有一
个托，但是它会利用口内剩余的一些
牙齿或者是牙根，做一些特殊的装置，
类似于暗扣，磁铁等等，用来固定假
牙，如：套筒冠附着体，MK1精密附着
体，球形精密附着体（快套式），太极
扣，磁性附着体等方式。应用以上方
法，可以让以往只能拔除的牙齿或牙
根充分发挥作用，可以减少卡环或者
不用卡环以保证美观等等。

红梅口腔“假牙大全”，哪一款适合您？

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英国癌
症研究协会近日宣布，将在未来5年向
4个研究团队提供总额达7100万英镑
（约6.1亿元人民币）的奖金，旨在解决
癌症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包括绘制
肿瘤图谱、预测乳腺癌何时恶化，以及
确定引发癌症的环境问题等。

英国癌症研究协会首席执行官哈
帕尔·库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些
入选项目是他们两年前发起的“五年
大挑战奖”的最终获奖者，这一大奖的
初衷是发现“真正新奇的方式来解决
癌症领域的紧迫问题”。

第一个项目由剑桥大学癌症生物
学家格雷格·汉侬领导，他的团队将给
乳腺癌肿瘤切片成像，并将用其构建
虚拟现实模型。第二个项目由国家物
理实验室的化学家约瑟夫·布彻牵头，
他们将使用质谱成像技术绘制出类似
谷歌地图的肿瘤图谱。团队成员称，
这一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不知道
肿瘤分子如何表达，就不知道如何研
发药物来对付它”。

第三个项目由荷兰癌症研究所的
耶勒·韦瑟灵领导的团队研发，他们将
力图预测乳腺导管原位癌（DCIS）何时
会恶化成乳腺癌。韦瑟灵称，通过整
合来自数千名病患的肿瘤和临床数

据，他们希望研发出一种算法，帮助
DCIS病患避免“不必要治疗的伤害”。

第四个项目是“透过癌症基因组
来研究癌症的成因”。研究领导者、桑
格研究院的迈克尔·斯特拉顿表示，他
们将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
5000个肿瘤样本进行测序。由于这些
癌症在不同国家的发病率不同，表明
环境会对癌症产生影响，他们希望借
此从致癌物中发现一些遗传信号。

据悉，每个团队将在未来5年内，
获得1500万英镑到2000万英镑的资
助。克劳斯纳表示，希望此举有助解
决“能彻底改变人们对癌症的看法”的
相关问题。

癌症被称为“众病之王”以及“我
们这一代人的瘟疫”。世界卫生组织
刚刚公布的数据为以上两个“绰号”做
了很好的注释：目前全球每年有1400
多万新发癌症病例，每年有880万人死
于癌症，而且这些数字还在增长。这
让人联想起天花——它肆虐范围之
广、死亡率之高曾令人闻风丧胆。是
天花疫苗的出现最终让这种瘟疫在地
球上偃旗息鼓、销声匿迹。毋庸置疑，
当今人类社会对付癌症最好的“药物”
依然是医疗科技的进步。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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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常
州、武进医保定点单位、常州基层卫生
名科，也是江苏省基层卫生特色专科创
建单位，国家科技部、国家卫计委创新
国产医疗器械临床应用的示范工程定
点单位，与国际品牌韩国登腾、Dio、法
国安卓健、以色列ADin、瑞典NoBel等
种植牙系统建立了技术合作关系。目
前红梅口腔是一支拥有50多名口腔卫
技人员的专科团队，由常州口腔界一批
知名新、老专家在这里全天坐诊，目前
已形成四大专科——种植牙团队、牙
列不齐矫正团队、假牙修复团队、口腔

全科团队。设备配置先进，拥有全国社
区医院第一台口腔进口品牌CT、国际
品牌普兰梅卡口腔曲面断层全景机、种
植牙机、综合治疗台、非手术牙周病治
疗机、牙科激光治疗台、50多台现代牙
科专用设备等，并率先在常州开展3D
打印技术修复假牙，开创假牙修复新时
代，种植牙手术数量名列常州前茅。优
美的环境，优质的服务，优良的技术，吸
引了各种档次需求的牙病患者，口腔种
植牙、假牙修复、矫正牙列不齐收费优
惠20%以上。节假日、双休日照常门
诊，每天开设夜门诊。

四大癌症项目

“瓜分”7100万英镑奖金

社区卫生

为配合做好心脑血管病危险因素
及社区、乡镇人群追访干预调查工作，
2月13日上午，在中心三楼会议室召
开了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
培训会，正式启动了西林街道脑卒中
高危人群筛查工作，预计将在3月初完
成3239人初筛工作。

会上中心领导针对脑卒中项目具
体实施、初筛过程的细节、信息录入工
作的注意事项等逐一进行了详细的部
署；各团队长就具体实施工作进行了
相互探讨。

脑卒中危险因素筛查、体格检
查、实验室检查和颈动脉超声检查
等为筛查内容。干预内容包括，对
脑卒中中危、低危人群进行健康生
活方式指导，对其他慢性病患者，根
据相关疾病诊治指南给予干预；脑
卒中高危人群，或既往有脑卒中和/
或短暂性缺血发作病史者，进行复
筛、生活方式指导、随访；对筛查出
的疑似脑卒中、短暂性缺血发作或

颈动脉狭窄 50%的患者，转诊到常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规范化诊
疗，治疗结束后，转至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开展定期随访和规范化干预
管理。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与干预工作
旨在深入宣传脑卒中预防知识，大力
推广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建立并完
善防治工作体系和长效机制，降低脑
卒中发病率、致残率和死亡率，探索慢
性病防治新途径，维护人民群众的健
康权益。

孙科

2月10日下午，永红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在三楼会议室召开后备干部
交流会，中心史斌洪主任主持了会议。

中心重视人才培养，为加快人才
队伍建设，经过前期自（推）荐、评议、
选定、公示，基本确立11名后备干部
人选。此次交流会是中心落实《后备
干部培养细则》的重要举措，通过听
取后备干部们对自身及科室内部工
作思想认识、发展愿景，中层干部的
经验总结，领导现场点评，使后备干
部们进一步开阔视野、拓宽境界，认
真交流思想，在工作中不断完善自
我。中心建立一套完整的后备干部
个人培训档案，分别记载培训期间的
学习表现、考核成绩和综合实践等情
况，实行动态管理，建立后备干部思
想工作汇报制、跟踪考察制、谈话帮
助制、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以制度
约束行为，以制度促进工作，使后备
干部队伍通过不断新陈代谢，保持较

高的素质和合理的结构，以适应社区
卫生工作的需要。

史主任充分肯定了后备干部们积
极向上的精神，鼓励后备干部围绕中
心热点和难点问题思考问题、谋划工
作、创新举措，激发后备干部的大局意
识、团队意识、履责意识，不断挖掘自
身潜力，为建设永红美好的明天作出
自己的贡献。

潘虹/文 辛献珍/摄

西林中心启动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

永红中心召开后备干部交流会

美妈挺孕肚做瑜伽美妈挺孕肚做瑜伽
有利于顺产有利于顺产

有 要说画画

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名
瑜伽教练成为准妈妈后仍
坚持练瑜伽，并坚信练瑜伽
能帮助自己顺产，还能建立
起她和宝宝的心灵感应。
她挺着大肚子做头手倒立
和各种屈体动作的照片令
人惊叹不已。

来源：网易

时间
2月14日（周二）09:00-09:30

2月14日（周二）14:00-14:30

2月14日（周二）14:30-15:30
2月14日（周二）14:00-15:30
2月14日（周二）14:30-15:30
2月14日（周二）14:00-15:00
2月14日(周二)19:30-20:30
2月15日(周三)19:30-20:30
2月16日（周四）14:30-15:30
2月16日（周四）15:00-16:00
2月16日(周四)19:30-20:30
2月17日(周五)19:30-20:30

2月18日（周六）09:00-09:30

2月18日（周六）14:00-14:30

2月20日（周一）09：00-09:30

2月20日（周一）14：00-14:30
2月20日（周一）8:30-9:30

2月20日（周一）14:00-15:00
2月20日(周一)19:30-20:30

地点
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市一院一号楼19楼肾内科示教室
市七院新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十九病区健教室

新北院区住院楼16楼26病区示教室
新北院区住院楼15楼内分泌科1号房间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市一院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妇幼保健院病房大楼六楼活动室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2号楼5楼孕妇学校

2号楼5楼家长学校

2号楼5楼孕妇学校

2号楼5楼孕妇学校
市七院新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三楼产科宣教室

市一院三号楼18楼骨一科示教室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志愿服务内容
准妈妈营养（指导准妈妈孕期合理、营养的饮食搭配）

孕妈咪瑜伽 预约课
（减轻孕期不适症状、利于顺产）建议>15周

《肾活检穿刺术》健康讲座
糖尿病健康知识讲座（四）
《高血压病健康知识讲座》
《糖尿病饮食指导》健康宣讲

“糖友夜校”
“糖友夜校”

《糖尿病患者如何吃》健康讲座
好爸爸课堂：产后科学坐月子、母乳喂养、婴儿护理指导

“糖友夜校”
“糖友夜校”
月子营养巧搭配

（营养师为你讲讲月子里应该吃什么、吃什么奶水多、营养好）

婴幼儿口腔保健及口腔疾病预防
（简介如何为宝宝做口腔护理及宝宝口腔疾病预防）0-3岁宝宝家长

母乳喂养知识及技巧
（简介母乳好处，教会挤奶手法、喂哺姿势等）建议>28周

拉美兹呼吸减痛法（讲解顺产时如何运用呼吸减轻分娩时的疼痛）
孕妈妈学校（三）

“谈骨论筋”骨科健康知识讲堂
“糖友夜校”

开展单位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