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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中老年口腔专科修复专家
线上一对一咨询缺牙、松牙困扰

石 欢
专注前牙美学修

复、种植体覆盖义齿
修复。熟练掌握现代
化根管治疗，微创拔
牙手术、全口义齿修
复，具有丰富的临床
经验和精湛的技术
水平。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
知名口腔集团种植委
员会成员
知名口腔集团附着体技术委员会成员

■中老年口腔专科资深修复专家

周宇亮
曾在上海市第九

人民医院口腔种植修

复科研修， 在上海市

徐汇区牙防所工作十

余年， 较早涉足口腔

种植领域， 深谙品牌

种植系统， 在口腔疑

难杂症等方面有很高

的学术理论水平和独

特的临床经验。

上海同济大学学士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学专业委员会专科会员
中华口腔医学会全科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专科会员
Nobel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会员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会员
知名口腔集团种植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知名口腔集团附着体技术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在我国，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约有九成

存在不同程度的牙齿问题。特别是对松牙的中
老年人来说，咀嚼功能减退，咀嚼无力，时刻担

心牙齿脱落问题，?常饮食无法正常进行，这
对他们的?常生活乃至身体健康情况造成了

极大的影响。一?三餐吃不好、不敢吃，顿顿稀
饭、流食，谈何口福、晚年幸福。

过去，传统松牙、残根被视作病牙一并拔

除，再装挂钩假牙。患者如果想维持?常饮食，
只能默默忍受拔牙痛苦，而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的中老年患者拔牙风险极大，拔与不拔是一个
两难的选择。

“松牙、残根切忌随意拔除，符合条件的松
牙完全可以保住。”中老年专科口腔疑难杂症专

家周宇亮说道：“松牙不能拖延不治，越早修复，
保住的可能性越大。现代中老年口腔修复手段完

全可以将 3度以下松牙保住，针对性治疗不同程
度的松牙，固定后的松牙与好牙同样好使。”

如何检测牙齿的松动程度？

“松动度有比较入门的自测方法，叔叔阿姨
可以简单检测一下牙齿的松动程度。”周宇亮医

生表示：“牙齿仅有内外方向松动，幅度极轻微，
为一度松动，平时可以吃苹果等坚硬食物。”

“二度松动的牙齿，前后、左右方向都有松
动，且幅度大于一度。”周宇亮医生继续说道：“牙

槽骨吸收更多，牙龈萎缩，牙齿“变长”，二度松动

牙齿只能吃蛋糕、煮软烂的蔬菜等软食物。”
“三度松动的牙齿，前后、左右、上下都有

松动，幅度超过 2mm。”周宇亮医生提醒，“平
时吃点豆花、蔬菜汁等流质食物，没有丝毫口

福可言。这种程度的松动牙是现代临床上能保
住的极限了，一定要尽快到医院进行修复。上

述方式只是简单自测，牙齿是否符合保留条件

还需到专业中老年口腔医院进行系统检查，越
早修复，保住概率越大。”

真牙比任何假牙都更适合自己

“盲目拔牙对中老年人身体有害，保留真
牙才能享受真口福。”中老年松牙修复专家石

欢强调：“真牙一定能保就保，真牙上有牙周
膜，吃饭时可感知食物的大小、软硬，‘食之有

味’这是真牙才能做到的。多保一颗牙，就能多
一倍咀嚼力。”石医生说道：“嘴里有缺牙需要

镶复假牙，在有真牙作支持的情况下，假牙的

使用寿命能大大增加，使用更牢固。真牙修复
固定好，正常饮食不是问题。”

“多数真牙有 2-3个牙根，后牙可以生成
4个。叉开呈多边形，稳固地扎在牙槽骨中，将

咀嚼时的受力合理分散到每个牙根上，从而延
缓了牙槽骨的承受力。目前很多人造假牙只有

单颗牙根受力，咀嚼时对牙槽骨的压迫过大，
极易造成牙槽骨受力过度，发生不可逆的损

伤。”

中老年口腔情况复杂，切忌一拔了之

“中老年人口腔多数是非常复杂的，松牙、

残根、缺牙等等问题，切莫一拔了之。”石欢医
生指出，“拔掉病牙、残根再种牙，省时、方便。

但这对中老年人的身体无疑是不负责任的。”
“区别对待复杂口腔问题，从中老年人整体

出发，能保留住的牙齿不拔，缺牙一并修复，不损
伤患者的身体健康才是正确方案。”石欢医生解

释道：“‘无挂钩覆盖义齿’是不依靠挂钩做固定，

多颗松牙均可固定的新方案。变拔为固，利用内
冠包裹保护住基牙，外冠可覆盖多颗牙齿，分散

咬合力。利用了夹板原理保住没拔的松牙，修复
周边缺失牙。同时，符合保留条件的残根可以变

废为宝，不拔残根，以此为基础再镶新牙，是非
常适合口腔环境复杂中老年人的修复手段。”

“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2-3度松动
牙完全可以修复牢固，能感知自己牙齿松动的

中老年人松动程度都处于这一范围内。”石欢
医生提醒：“已有缺牙松牙的中老年人，务必要

尽早到专业的口腔检查修复，越早就医，牙齿
保住的希望越大，越能早享好口福。”

如何判断嘴里的松牙、残根是否能保住？

    新民健康工作室联合资深口腔
专家开展 “中老年口腔疑难杂症修
复”咨询，知名中老年口腔修复专家
一对一线上咨询解析， 缺牙如何更
好地修复，松牙、残根能保就不拔。

  春季自立春之始，历经雨水、惊蛰、春分、

清明、谷雨几个节气。春季由寒至暖，人体机
能、新陈代谢也进入了活跃期，但气候乍暖还

寒，昼夜温差大，稍不注意，容易产生各种疾
病隐患。所以人体也要顺应春令舒畅生发之

气，依不同节气行养生之法。谷雨有“雨生百
谷”之意，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过好这个节

气，可以为安度盛夏打好基础。

每年 4月 20?前后，进入谷雨时节，此
时田中秧苗初插，作物新种，最需要雨水的滋

润。人体与自然界也是一样。从中医角度来
说，肾水上提至肝木，肝木生长旺盛，为即将

生发的心火做好能量储备，准备迎接夏季的

到来。因此，我们从饮食、起居、情志、运动这

四个方面来关注一下谷雨节气的养生要点。

谷雨食香椿
在清明最后 3天和谷雨的 15天中，脾处

于旺盛时期，脾的旺盛会使胃强健起来，利于

营养吸收，正是补身的大好时机。虽说此时应
及时补养，但过犹不及，还是以平补为宜。谷

雨前后正是香椿上市时节，多食用可提高机
体免疫力，有理气、健胃、止泻、抗菌、消炎的

作用。此时香椿醇香爽口，营养价值高，有"雨

前香椿嫩如丝"之说。可以制作香椿拌豆腐、
香椿煎鸡蛋等时令菜。

谷雨忌春捂
对于捉摸不定的天气，很多人宁可多穿点也

不愿意冻着，说是“春捂”。其实，春捂也应有度，

通常 15?是春捂的临界点，超过就要减衣不要再
捂了，否则反而容易诱发“春火”，体内产生的热

与潮湿相遇容易生病。尤其是早晚与中午温差大，
早晚应注意保暖。老人和孩子尤要注意这点，可适

当调整穿衣层次，早晚多穿一件衣服就够了。

谷雨舒情志
谷雨时节，神经痛的易发期也来临了。体

弱之人易感如肋间神经痛、坐骨神经痛、三叉

神经痛等问题。在此期间多食祛湿的食物，或
适度的进行艾灸，以此达到祛湿邪、舒筋骨的

效果。当然还要重视精神调养，忌怒忌郁，尽
量保持恬静心态。如打太极拳、八段锦、春游、

垂钓、散步等都能陶冶性情。切记遇事忧愁焦

虑，以防肝火过旺。

谷雨多踏春
谷雨时节，户外活动尤其重要。由于谷雨

期间较多阴雨，只要是大晴天，有条件的情况

下，建议多外出晒晒阳光踏踏春。中老年人可
以在早上 9点左右或下午 4点左右，外出散

步、慢跑等，多晒太阳和适量排汗，也有助于
祛除体内湿气。其实谷雨前后也是牡丹花开

的重要花期，因此，牡丹花也被称为“谷雨

花”。“谷雨三朝看牡丹”，踏青赏花也不失为
一项有益身心的户外活动。

“一年之计在于春”，谷雨过后春天的脚步
也将远去。养生重在行动，抓住春季的尾巴，让

我们的身体犹如春回大地一般生机勃勃。（孙黎）

    在我周围有不少朋友健康体检中被

查出有幽门螺杆菌（简称 Hp），要不要治
疗或者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是不是更容易

患胃癌？能不能根治？这是大家极为关心
的话题。

从目前研究看，幽门螺杆菌感染人群众
多，约四成的人都存在幽门螺杆菌感染。而幽

门螺杆菌在胃部定植后可能导致某些疾病，

如泛酸、胃痛、胃胀等。消化内科专家指出，幽
门螺杆菌感染是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

的主要病因。

哪些情况需要进行
幽门螺杆菌筛查和治疗？

消化内科专家认为，对有下列临床特征
的人群进行筛查，对阳性者进行根除治疗并

能从中获益。

1、胃痛胀等消化不良症状，对症治疗无效。
2、糜烂、出血、萎缩性胃炎、异型增生等。

3、胃十二指肠溃疡，无论有否症状或并
发症。

4、胃癌家族史，或胃癌切除手术后。
5、长期服用质子泵抑制剂、非甾体类抗

炎止痛药、低剂量阿司匹林等。

6、胃 MALT淋巴瘤、淋巴细胞性胃炎、增
生性胃息肉等。

7、缺铁性贫血、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
癜、维生素 B12缺乏症等。

彻底消灭幽门螺杆菌并非难事

消化内科专家特别提醒，大多数的细菌
感染者经过 1～2周治疗后，体内的幽门螺杆

菌往往能被消灭殆尽。建议全民普查，至少

应该对接受过胃部手术、有过胃病、或亲属
中有过胃癌的人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检查，并

对感染者进行杀菌治疗，这样做对防控胃癌
有益处。 (?/? 冰)

?惠民活动
为了让幽门螺杆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少

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新民健康特邀请擅长治
疗胃肠等消化疾病专家送出 60 个名额—专
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
有需求的读者或患者可以拨打新民健康

咨询热线 021-62792596报名抢名
额，也可发送短信“幽门螺杆菌 + 姓名 + 联

系方式”至 189 3993 3927

防治幽门螺杆菌，我们该懂些什么？
消化内科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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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时节话养生
健康小百科

本版块活动为公益活动，不向参加者推荐医疗服务或者其他商品，相关信息仅供参考。

?特邀专家

陈宗永
主任医师 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医疗
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胃病专

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上海消化疾病专家诊治中心

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消化内镜学会委员，上海

市大肠镜学组委员，上海胃病学组委员，上海市
离（退）休高级专家协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内镜中心主任。从事临
床医学和消化内镜专业近五十年，擅长胃肠镜检

查和胃肠道等消化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王瑞娟
教授、主任医师。 复旦

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教授、主
任医师，中华医学会上海消

化学会委员、 消化内镜委
员，上海市内镜质控中心专

家，上海消化疾病诊治中心委员。擅长胃肠等消

化疾病的诊治和消化内镜的诊治。
报名截止时间：4月 30日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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