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赵从事销售工作3年。他介绍，自己第一次

出现耳鸣，是在两年前的春天。“当时感到左耳嗡嗡
响，就像有只虫子一直在耳朵里飞，非常难受。”

近几天耳鸣症状越来越重，这才到医院
耳鼻咽喉科进行检查。一番望闻问切后，医生

认为，小赵属于气郁、湿热体质，“肝胆不和，
肝气上逆，情志不遂，而肝郁化火，足少阳胆

经血循行于耳，肝胆互为表里，肝胆之火循少

阳经脉上逆于耳，扰乱清窍，则致耳中轰鸣。”
耳鼻咽喉科医生指出，近年来，由于噪

音、外伤、压力、药物等因素导致的耳鸣耳聋
患者呈逐年上升趋势。同时，医生特别强调，

防聋治聋，一定要进行精准治疗。

★新春惠民信息★

出现耳鸣、耳聋，切不可盲目乱用药，应
由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选择恰当的疗法才能

治好疾病。 为助患者早日摆脱耳鸣、耳聋的困

扰，新民健康携手相关机构，邀 30 名患者参
加“迎新春‘脱鸣’‘脱聋’”答疑解惑。如有需
要，可拨打防治耳鸣耳聋健康咨询报名热线
021-52921348，也可发送短信“耳鸣耳聋
+姓名+联系方式”至 1356499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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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30名患者参加“迎新春
‘脱鸣’‘脱聋’”答疑解惑

■特邀专家

范海旺
耳鼻咽喉科主任。 出生于中

医世家，世代相传，拥有深厚的中

医理论基础，擅长中西医结合的生

物水针听神经激活疗法治疗耳鸣、耳聋、中耳炎、外耳道

炎、内耳眩晕、鼓膜穿孔、听力下降等疑难病，多次参加国

际耳鼻咽喉学术研讨活动， 在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十余

篇。在耳病诊疗中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运用中西辩证施

治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苏云

冬季浅谈“腰腿痛”
    今年的冬天来得有点儿晚，处在

上海，体感还是一样的阴冷潮湿，这
种环境对于腰腿痛患者是个挑战。普

陀区人民医院中医骨伤科唐栋玉医
生表示，腰腿痛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疾

病，多好发于青壮年男性，临床上诊
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这是教科书上

的概念，有着统计学上的意义，可在

临床上腰腿痛患者好发于各个年龄
层，好发年龄逐步年轻化、低龄化。四

季发病，冬季之于春天、秋天是更容
易诱发腰腿痛，中医讲“风寒湿致

痹”，冬季占了个全。

除天气原因，现如今人们依赖电

子产品，格子间的白领们久坐在电脑
前，忙起来可以一天不离电脑。长期

的伏案工作对于整个颈部背部肌肉
压力可以说是非常大的，都是慢性劳

损。时间久了颈椎病、腰肌劳损、腰椎
间盘突出症等慢性疾病都会接踵而

来。唐医生介绍，当人体坐着的时候

整个上半身的分量就集中在腰部，而
且部分人坐姿并不正确，整个人弓着

背像个小虾米一样，这样对腰椎的压
力是成倍数增长的。所以，久坐的人

需要经常站起来活动，放松腰部的肌

肉，如果有条件可以适当地躺下休

息，这样才能远离腰腿痛。
唐医生指出，缓解腰腿痛适当合

理的休息是十分必要的。怎样休息是
有讲究的，并不是说躺着就行，躺在

哪儿，怎么躺，躺多久，都有科学依
据。首先，关于躺哪儿，有一部分人会

说乳胶床垫很好。其实对于腰腿痛患

者来说乳胶床垫太过柔软，并不适合
腰腿痛患者使用。也有一部分会说睡

硬板床睡不惯还睡得腰更疼了。事实
上，腰腿痛患者应该睡硬板床，但太

硬确实不舒服，这里可以适当地在硬

板床上面加一层薄薄的被褥，以自己

感觉舒适为准。其次，睡在硬板床上
可以正睡、侧睡、趴睡。正睡久了有的

患者会说腰很疼，这时候可以在腰
部、膝部加个小枕头，让腰部不腾空，

会舒服很多。侧睡的时候骨盆腰椎产
生旋转，对腰部压力会加重，建议两

腿之间加一个枕头，这个方法也适合

孕期腰痛的孕妈。长时间趴睡，建议
在胸部垫个枕头有助于呼吸，如果有

心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要趴
着睡。腰腿痛患者不应长时间卧床，

适当起来活动也是有必要的，长时间
腰背肌得不到使用会出现肌肉萎缩，

卧床休息 4~7日为宜。
针对腰腿痛，中医在治疗缓解方

面很是显著，传统中医有口服中药、外

用敷药、中药熏蒸、针灸治疗、推拿正

骨等。唐医生介绍，中医治疗腰腿痛不
单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更全

面的对患者辨证论治，因人制宜。相对
于手术一刀切，对于可以保守治疗的

患者应本着以人为主的观念，先进行
中医保守疗法在进行后续评估。

此外，中医主张治未病。在日常

生活保健中，很多人都很熟悉太极
拳、八段锦等，它们对于气息的调理

疏通很有帮助。腰腿痛患者的保健康
复有很多方面，不能久坐久站，不能

劳累，不能负重等等。“小飞燕”是传
统的对腰背肌肉锻炼的方法。现在流

行瑜伽、拉筋进行腰背锻炼，应切记
不要做仰卧起坐，而不负重的腰背肌

锻炼都是可以的。 （高媛）

关爱男性健康 从根本出发
    利君雄蚕精华压片糖果，主要成份为蚕蛹粉、白砂糖、羧甲基淀粉钠、食品添加剂（硬脂酸
镁）等。它主要功效成份是从雄蚕娥里提取出来的。自上市以来深受男性朋友的青睐。
四川利君精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精心研制，品质放心有保障
3天吃一粒，一盒吃一周，划算携带更方便！
雄蚕精华———精华成份补充体能是男性健康产品 放心可信 服用方便 吸收好
首次服用，可一次两粒，补充男性体能；其后三天一粒，不用多吃，三天一粒就足够。按周期

服用效果更好。雄蚕精华祝您精力旺、活力十足。身体强壮、生活幸福又自信。
郑重承诺：利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装正品直供，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诚信经营，绝不
含任何非法添加物质。如有违背，假一罚万。不会出现口干、不会上火、身体燥热、也不会出现头
晕头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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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血脂是一组血液成分的总称，

主要有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其中总胆固醇
又分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只要其中一项不达标，都视为血
脂异常。不少人拿到血脂化验单，第一眼常

常会看有没有显示偏高或偏低的箭头。如
果什么都没有，多半会长出一口气。然而，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心功能室主任

徐迎佳主任医师提醒，血脂有着非常明显
的个体化差异，不同人的“正常值”是不一

样的。
她介绍，血脂化验单上默认的“正常

值”，只是针对没有心血管及相关疾病的普
通人群而言的。如果患有冠心病、糖尿病、

高血压等疾病或有高血脂家族史的高危人

群，就应该将低密度脂蛋白的参考理想值

相应下调。
若自己本身胆固醇略高于正常参考

值，是否需要服药呢？徐主任表示，如果胆
固醇稍高，没有其他合并高危因素，可以

先进行饮食控制。一般正常人每日胆固醇
摄入量不要高于 600 毫克为宜，如按每人

每天 1个鸡蛋，150克肉类，50克鱼肉及 1

瓶鲜牛乳计算，其胆固醇摄入量为 400-

500毫克。但是，对于某些同时患有高血

压、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则应控制胆固
醇量至 300毫克以下。徐主任强调，至于

那些高危或者单纯饮食控制，生活方式改
变都不能将血脂降至正常者，仍需要药物

治疗。 (叶雪菲)

血脂达标因人而异
不能仅看“箭头”

    临床上，经常碰

到这样的患者：因牙

痛就要求拔掉，怕治

疗麻烦，认为少一颗

牙没什么关系。其实，

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

的。现代口腔医学要

求，不能轻易拔除牙齿，即便是残根残冠也

有保留价值。

曾有一位口腔医学专家举了一个风趣

而形象的例子：秋后的石榴树，硕果累累，枝

繁叶茂，一旦摘掉了石榴，则很快叶落枝枯

了，如果总不摘掉石榴，则可延缓树枝的枯

萎。牙根也是如此，一旦被拔去，牙槽骨就会

萎缩得很快，这会导致修复的假牙不稳定、

咀嚼困难、影响发音，再好的假牙也不能完

全恢复真牙的咬合功能。特别是如果拔牙后

不及时修复，邻牙会向缺牙处倾斜、对颌牙

伸长，造成整个咬合功能的紊乱，时间一久

还容易出现咀嚼功能低下、面容苍老、颞下

颌关节功能紊乱等疾病。

技的飞速发展，口腔治疗和修复水平不断

提高，一些过去认为要拔除的牙齿，现在经过治

疗完全可以保留下来。比如松动度在 1度-2度

的松动牙，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固定，再次恢复

稳固，让牙齿保留更长的时间；另外无根尖周

病、无松动的残根残冠，可以在现在的显微牙科

技术下，彻底清除牙髓，再进行根管治疗，即把

根管消毒、扩大，再充填药物以封闭根管，这样

处置的残根残冠可以毫无疼痛地保留数十年。

更重要的是，这样还能保持牙槽骨不萎缩，修复

后咀嚼效率高，咬合力强大。咀嚼力的大部分是

通过牙根传导到颌骨上的，因而适合正常人体

的生理结构。

但需要提醒的是，对于老年人身体条件

差，残根残冠内的牙髓已经腐败坏死，牙根

里存在感染细菌，甚至慢性牙髓炎症已扩展

到牙根尖之外形成病灶时，则应考虑拔除，

拔除后可及时手术修复。建议有松动牙、残

根残冠的老年朋友及时进行专业检查，根据

医生的建议来进行治疗修复。 文/魏兵

上海知名口腔种植专家魏兵提醒您

老年人切莫轻易拔掉一颗牙！
    魏兵女士是知名口腔疑难种植总监， 美国罗马琳
达大学种植临床硕士，ICOI国际种植专科医生学会会
员，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口腔临
床专业，1996年负笈日本昭和大学，主攻口腔颌面外科
及口腔修复专业，在日从医 14年，获得日本国家齿科
医师执照，日本齿科医学会会员，她是等多档电视节目
特邀嘉宾，以“优雅知性 娓娓道来”的风格被誉为“明
星牙医”，深受大众欢迎。 她也是目前国内极少数能同

时开展穿颧和穿翼板种植手术的专家之一， 帮助无数疑难缺牙患者重拾口
福。 她坚持遵循“治未病”理念，站在患者角度考虑，近年来通过‘口腔医生魏
兵’的微博号坚持传递口腔科普知识，为民众宣教答疑，致力于提升国民口腔
保健意识，目前已拥有数万粉丝。

口腔名医大讲堂
1月 11日上午 10:30，魏兵领衔的知名疑难种植专家、院长

级口腔专家团队，将针对有牙齿松动、残根残冠需要保留、牙齿

缺失、牙周脓肿的市民朋友，开展年末口腔健康专题讲座，现场

为大家宣教答疑，分享先进的松牙、缺牙修复理念，制定个性化

的口腔修复建议，帮助大家摆脱牙病困扰，助力新年享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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