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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an最初牙齿的情况：
“几乎没
有一颗好牙，
治疗难度相当大。”
苏艳君和她的种植团队在设计好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治疗方案后，与患者多次沟通，
决
是我最难忘的地方之一，非常感
定保留患者 8颗受伤程度相对小、
谢所有在手术过程中帮助过我的
具有保留价值的天然牙，
进行根管
医生和护士。”6月 25日，
来自孟
其余缺损严重的牙齿全部拔
加 拉 国 的 24 岁 小 伙 Zandi 治疗，
掉并进行种植牙修复。
Has
an在回国前，把一封感谢信
交给了他的主治医生苏艳君。他
笑起来牙齿整齐光亮，感激地说： _`a`bcdefgh
为了减少手术带来的不适
“是苏医生让我重新有了牙齿，我
感，苏艳君及其种植团队决定为
不会忘记她。”
小伙实施“即拔即种”的种植牙
TUVWXYZ[\]^
手术，
并增加手术导板应用。这项
数字化种植导板指导下的 “即拔
2017年 ，
ZandiHas
an在 工
即种”手术，
对外伤性折裂牙等情
作时不慎从高处坠落，全身多处
况，可做到当天拔牙、当天种植、
粉碎性骨折，其中颌面部多发性
当天即可进行牙冠修复。
骨折。因为是在海上遇险的，
直升
手术当天拔完牙齿，苏艳君
机将重伤的他运送至厦门救治。
就在小伙口中做了 10个种植体，
坚强的小伙子经过治疗，恢复良
以及临时牙冠。整个手术未给小
好，唯独因整口牙齿碎光了，不敢
伙带来太大的疼痛感。更令他高
微笑、只能喝流食、讲话含糊不
兴的是，他终于可以咧开嘴大笑
清，面容改变成为他生活中最大
了，
还能吃米饭和面包。由于当时
的困扰。
面临签证到期的问题，小伙必须
听说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
回国，所以医生先对其种植临时
院有种植牙技术，
ZandiHas
an便
修复体进行调整。半年后，
小伙再
前往寻求帮助。接诊的口腔种植三
科主治医师苏艳君回忆起 Zandi 次来到厦门。他直奔该院找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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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今年 42岁，
1年前出现肛
门疼痛、
瘙痒、
便血。一开始他以
为是痔疮，没有太在意，但用了
痔疮药久不见疗效，便到厦门市
海沧医院就诊。做完结肠检查
后，
内镜医师发现患者病灶并非
普通息肉，考虑为结肠早癌。随
后消化内科的医生为患者做了
内镜下病灶黏膜下剥离术，术后
病理提示局部已有黏膜内癌。好

在术后缪先生恢复良好，基底部
和周围切缘干净。
该院消化内科方慧祺主任
提醒市民，食道癌、胃癌、结肠癌
三大消化道恶性肿瘤较为常见。
消化道早期癌内镜下的微创治
疗技术手段目前比较成熟，病患
花费少、创伤小，恢复快，预后良
好。定期接受消化内镜检查是防
治消化道肿瘤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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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针头 （常规注射针头为
0.
5mm）注射麻药后，
再进行微创
种植技术，缝合完基本不出血或
仅少量出血；术后，配合适当药
物、物理手段，降低种植区域肿胀
带来的不适感。种植完成后，
患者
可正常工作、学习，几乎不影响生
活。
该院还率先采用口腔技术人
员参与临床椅旁的方式，技术人
员于种植手术前，提前用计算机
进行导板设计制作、临时牙制作
等。在数字化 CAD-CAM 技术
帮助下，患者可参与定制属于自
己的牙齿，既可参考原来的牙齿，
也
可对以前不满意的牙进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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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
实现数字化导板指导下“即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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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Q 
即种即修”。手术基本上只需花费
半天时间就能完成。
君，
将临时牙冠换成终身瓷牙。
通，
治疗全程始终坚持“无痛与舒
此外，种植护理人员还会针
“苏医生没有把我当成病人， 适牙科”理念。苏艳君告诉记者：
对不同患者的具体情况，在治疗
而是把我当成亲人，就像我的守 “‘疼痛控制’治疗理念即实施无
过程中，对患者进行个性化宣教
护人 。” 在 感 谢 信 结 尾 ，
Zandi 痛与舒适牙科治疗，其使用的微
等；通过重视口腔患者的心理特
Has
an画上了一个笑脸，露出整
创技术配合采用心理疗法、完善
点和心理护理，消除患者紧张情
齐的两排牙齿。
的麻醉技术 （包括无痛局麻注射
绪，将人文关怀应用于临床实践
技术）、
轻度镇静技术等。该治疗
_ijklmnopqrK 理念近几年在国内得到越来越广 中，
“想患者之所想，忧患者之所
忧”，应用各项疼痛控制技术，提
种植牙真的不痛吗？手术前， 泛的认可。”
小伙很怕疼，苏艳君与其充分沟
在术中，医生用直径 0.
3mm 高治疗质量和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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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昨天上午，紧邻厦门火
车站的厦门麦芽口腔医院正式开
业 ，厦门 再添 一 家口 腔 专 科 医
院。
据了解，厦门麦芽口腔医院
隶属于深圳麦芽口腔集团，是在
厦门市卫健委主管机关批准和支
持下，引进和设立的一家口腔连
锁医疗机构，拥有数字精准种植
牙中心、数字化美学正畸中心、
数字化美学修复中心、数字化口

腔治疗中心、数字化儿童兴趣口
腔中心等多个口腔专科科室。
开业仪式上，中华口腔医学
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口腔医学
院王兴教授为厦门麦芽口腔医院
开设的六大培训基地：口腔激光
培训 基地 、口 腔数 字化 培 训 基
地、瑞 士 I
TI/韩国 OSSTEM种
植培训基地、功能牙合学培训基
地、口腔显微镜治疗培训基地、
口腔超声骨刀培训基地进行现场
揭牌。他希望厦门麦芽口腔医院

力争成为厦门口腔品牌标杆。
在厦门市医学学术与技术带
头人、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原院长兼书记、厦门麦芽口腔医
院院长姚江武教授的带领下，该
院已组建了一支以博硕专家为核
心的专家团，他们拥有国际前沿
的口腔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将致力于为鹭岛市民提供口腔健
康终生解决方案及高效便捷的数
字化诊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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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半个月前，爱好帆板运
动的飞鱼先生（化名）刚下海操
作帆板没多久，强烈的水波震动
惊得一条水尖鱼猛地撞上了他
的右大腿，
鱼嘴刺破皮肤后深深
进入了肌层。他急忙赶往前埔医
院求助，
接诊外科医生谭青松检
查发现，
洞穿方向于其右大腿从
右向左，伤洞口约一元硬币大
小，
大腿左侧位置有一处皮下淤
血，
仅剩一层表皮没有刺穿。
谭青松先将淤血表皮划开，
赫然发现一截约三厘米长的鱼

嘴断在里面。紧急处理后，飞鱼
先生被收治住院，通过消炎抗菌
等处理，
待伤洞内无细菌和微生
物后，
再缝合伤口进行治疗。
谭青松表示，海水里有大量
微生物和细菌。一般情况下，如
身体没有表皮伤，不易造成感染
致病。但被海洋生物伤害后，就
很容易将海里的细菌和微生物
带进人体导致感染。所以，一旦
被海洋生物所伤，无论轻重都要
引起高度重视，尽量到医院请医
生做专业的检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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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w上周六，陈女士在家
见两个玻璃牛奶瓶没清洗，便拿
起瓶子想放进水池。不料她没拿
住，一个瓶子脱落在地摔了个粉
碎。而一片玻璃碎片飞溅起来，
扎
中了她的左手食指。陈女士赶紧
前往厦门市海沧医院。起初，
她以
为这只是简单的刺伤，但接诊的
骨科主任医师谢文生发现那片玻
璃碎片竟将陈女士食指的一条肌

腱完全割断了，随后为其做了肌
腱缝合术。
一片玻璃片能割断一条肌
腱 ，陈女 士以 为 自己 是 少 见 的
“倒霉鬼”，不料谢文生介绍，他
每个月接诊处理的玻璃致伤患者
至少有 5名。“玻璃非常锋利，
飞
溅起来的速度又快，所以玻璃割
裂的伤口一般不大，但往往伤得
非常深，普遍都伤到肌腱或是割
断神经，有的甚至数条肌腱或神

经受伤。”肌腱、神经受伤后，灵
活度、
敏感度会变差，受伤的肌腱
和神经越多，则对功能影响越大。
而这类伤情，往往要进手术室才
可得到有效的处理治疗。
谢文生提醒市民，平时接触
玻璃制品一定要小心，如果不慎
遭遇玻璃伤，不要不当回事，要尽
快到医院寻求专科医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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