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 2020.06.29 星期一 责编：曹虹（电话：13517485567）版式：陈文旭

医疗

报纸好看，也
不要一口气全读
完。读了半小时，
请休息5分钟。

温馨提醒

直肠癌能否保肛
主要看肿瘤位置

在临床上，什么样的直
肠癌病人可以进行保肛手
术，什么样的病人不能进行
保肛手术呢？

直肠癌能否保留肛门，
与肿瘤的下缘与肛门距离
有直接关系。对于距肛缘
6cm 以上的直肠癌，基本
都可以进行保留肛门的手
术；对于距肛缘5cm的直肠
癌和距肛缘4cm位于直肠
后壁的直肠癌，80%的患者
可以进行经腹部低位前切
除手术，20%的患者需要进
行经肛门全系膜切除手术；
对于距肛缘4cm位于直肠
前壁和3cm位于直肠后壁
的直肠癌，60%的患者可以
进行经肛门全系膜切除手
术或经括约肌间切除手术；
对于距肛缘3cm位于直肠
前壁或 2cm 的直肠癌，只
能进行“改道手术”。（南京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肛肠科主任 金黑鹰）

60 多岁的赵先生患有高
血压，且血压控制不佳，更糟糕
的是，他还喜欢抽烟喝酒。不
久前，吃完饭的他和家人出门
遛弯回家，腹部突然剧烈疼痛，
中途一度晕了过去。检查发
现，其是肠系膜动脉夹层合并
肠系膜动脉血栓。医生提醒，
肠系膜血栓误诊率高，房颤患
者、有血栓史的人群要警惕。

中老年男性是高发群体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
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庄晖
说，肠系膜血栓分为肠系膜静
脉血栓和肠系膜动脉血栓，血
栓会造成肠道血管堵塞。肠道
血管刚堵塞时，肠道发生缺血
痉挛，虽然还没坏死，但患者会
觉得腹部疼痛剧烈，而医生按

压时反而不明显。这时虽然症
状严重，但如果发现及时，药物
能控制，很可能不需要手术。

“上个月，我们科室接诊
了 4 名肠系膜血栓患者，中老
年男性是高发群体。”庄晖说，
引起肠系膜血栓的主要原因有
血管栓塞和血管硬化。心脏黏
液瘤、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
等心脏疾病患者要小心。此外，
房颤、肿瘤都很容易引起血栓，抽
烟、饮酒、高血压等则是引起血
管硬化、斑块脱落的主要原因。

饱食后疼痛剧烈是信号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血管外科主任黄小进说，急性
肠系膜血栓误诊率和死亡率较
高，死亡率达50%—80%。由
于症状不典型，很容易被误诊

为胃肠炎、阑尾炎、胃穿孔等。
腹痛为最常见的症状，其次是
恶心、呕吐、腹胀、腹泻，甚至血
便、肠梗阻及休克等。只有在
肠坏死出现腹膜炎时，才会有
腹膜炎的压痛、反跳痛（触诊按
压时会发生疼痛，称为压痛；突
然移去手指，腹痛加剧，为反跳
痛）、肌紧张的体征。“饱食痛也
是常见的症状之一。”黄小进提
醒，出现这样的疼痛要警惕。

多数可药物治疗或介入治疗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胃肠外科主任丁志杰说，肠系
膜血栓的病人，多数通过药物
治疗或介入治疗就能成功，少
数需手术切除坏死的肠管。通
常对于不明原因的急性腹痛，
如腹痛剧烈，难以用一般药物

缓解，且既往有冠心病、动脉粥
样硬化、脑梗死等高危因素时，
应高度怀疑肠系膜血管疾病。

“许多肠系膜静脉血栓的
患者有过其他部位的静脉血栓
史。”黄小进说，肠系膜血栓形
成后，如果溶栓不及时，就会造
成大面积肠坏死。肠坏死部分
过大，切除过多，会造成短肠综
合征，患者需要进行长期输液
以维持生命。一般超过 24 小
时肠子就会坏死。

庄晖说，一般人很难区分
腹痛是肠系膜血栓还是普通的
胃肠道疾病，可以观察一小段时
间，如果疼痛持续且一直加重，
建议尽快就医。建议40岁以上
人群应每年体检一次，有条件的
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心血管
专科体检。（摘编自《厦门晚报》）

饱食后腹痛难忍或是肠系膜血栓

前几天，我出门诊碰到冠
心病患者老周来复查，他很纳
闷，为什么最近使用硝酸甘油没
以前起效快？是不是冠心病加
重了？检查没发现老周冠心病
加重的迹象。再次询问后发
现，硝酸甘油效果差可能是使
用不当引起的。

最近两个月，老周常在晚

上出现心绞痛症状，社区医院
推荐他使用硝酸甘油贴片，他
一连用了一个多月。在间隔时
间较短的情况下，再使用硝酸
甘油片剂，就会出现效果不明
显的现象。这种由于连续用
药，硝酸甘油的作用减弱或消
失的现象称为硝酸甘油耐药。

要避免耐药现象，使用硝

酸甘油时应小剂量、间断用药，
用药间隔在半天以上。如果出
现硝酸甘油耐药现象，可以使
用以下方法：1.换个剂型；2.换
用有缓解心绞痛功效的中成
药如速效救心丸；3.硝酸甘油
与β受体阻滞剂（如倍他乐克）
等药联合应用。（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刘健）

硝酸甘油为何用着用着不灵了4个单抗新药获批
近日，三生制药、安进

中国、赛诺菲、信达生物分
别宣布旗下伊尼妥单抗、地
舒单抗、普利尤单抗、贝伐
珠单抗四种单抗类药物在
中国获批，分别用于乳腺
癌、骨质疏松、中重度特应
性皮炎、非小细胞肺癌和转
移性结直肠癌的治疗。（摘
编自国家药监局网站）

今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
年，一些行业生存维艰，不少
单位变相裁员减薪，荷包不丰
满，大家有些心愿就不敢去实
现，比如看牙、补牙。由于医
保报销难，看牙价格高昂，很
多人拖着牙齿龋坏、肿痛、缺
失等问题，迟迟不去就医。

为解决老年人看牙难题，
湖南省老年保健协会联合口福
行动长沙组委会，在今年 5 月
启动“500万元看牙消费券”发
放活动，一个多月来，得到了众
多媒体的报道，截至发稿前，共
有160多名市民报名领券后看
牙，其中中老年人占一半以
上。“对于报名的缺牙老人，我
们由专人登记，并尽快安排，尽
量让大家减少等待的时间。如
果条件符合、身体状况良好，当
天安排种牙的也不少。也有从
株洲、湘潭等地过来的缺牙老
人，考虑到老人舟车劳顿，一般
会优先安排诊疗。”湖南种植牙
专家谭建武院长说，由于现在
领取看牙消费券还可叠加口福
行动30%—70%的补贴，因此
看牙需求呈现小高峰。

七旬老人圆“全口即刻种牙”梦

牙齿不健康不仅影响食
欲，更容易诱发其他疾病，所
以有些老年人有明显的感受：
牙齿掉落后，感觉一下子老了
好几岁。

76 岁的周大爷因为长期
缺牙，导致其牙槽骨萎缩，最近
通过口福行动如愿收获了一口
好牙。“在报纸上看到他们正在
搞消费券活动，抱着试一试的
态度，我打电话咨询了一下，之
后到了医院现场。”周大爷回忆
说，本来只是去了解一下的，导
医不仅热情接待，还恰巧碰上
种植名医谭建武院长当日坐
诊。“谭院长耐心询问了我的牙
齿状况，给我制定了科学的诊
疗方案。他非常专业，有几千
例给老年人做种植牙的经验，
当下我就决定把自己这口烂牙
交给他。”

“拍片后，我们发现，根据
周大爷口腔、牙槽骨各方面的
条件，他不仅可以种牙，而且还
可以精准即刻种牙。”谭建武院
长介绍，即刻种牙采用3D可视
导板精准导引，在牙槽骨上开
黄豆大小的洞，再精准植入种
植体，术后装上修复牙冠，即刻
完成，无需二期手术，实现即拔
即种即用。周大爷在了解流程

后，当即决定种牙。
“我始终认为，健

康是吃出来的，没有
一口好牙，吃再多的
营养保健品也不解决
问题。晚年把牙齿搞
好，可不只是为了好
吃好喝，更重要的是，
咱们身体健康，儿女

少操心。”周大爷说。

老年人做种植牙到底安全吗

家住长沙芙蓉南路、75岁
的许大爷也是看到《快乐老人
报》的报道后，在6月12日决定
报名种牙的，使用看牙消费券
和补贴政策后，他直呼“价格可
以承受”。当天，他就轻松“长”
出了三颗牙，分别是左侧上面
两颗后牙，同侧下面一颗后牙。

一听要在牙槽骨上钻洞种
钉，许大爷起初还是有些害怕，
既担心手术疼痛，又担心花了
钱没有达到效果。谭建武院长
耐心地给他解释，种植牙就是
在颌骨里种植人工牙根，待牙
龈创口愈合后将牙冠安装在上
面就行了。种植牙手术是微创
手术，手术过程短、无痛。出乎
许大爷的意料，整个种植手术
过程轻松舒适，几乎没有疼痛
感，也没有任何其他不适。因
为谭院长技术好，手术之后许
大爷也没有感到肿胀疼痛。

许大爷表示，之所以下决

心种牙，有三个原因：一是女儿
的鼓励；二是口福行动的即刻
种植技术，能快速解决无牙之
苦，让他很心动；三是对谭建武
院长手术技术的信任，谭院长
从种牙的安全性、实用性、稳固
度等方面真心实意地为患者考
虑，让很多老年人安心。“医生
先免费为患者设计种植方案，
患者满意再去交费，不会多花
冤枉钱。”说到这里，许大爷高
兴地表示，要送面锦旗感谢谭
院长“妙手回春”！

即刻种植是老年缺牙者的福音

其实在中老年群体中像许
大爷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随

着年龄的增大，牙齿开始脱落，
如何恢复咀嚼能力是最关键，
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对于
牙齿缺失的老年人来说，种植
牙是全世界牙科专家最推荐的
修复方式，被誉为是继乳牙和
恒牙后“人类的第三副牙齿”。

“种植牙十分适合老年人，
一次种植终身受用，唯一要考
虑的就是价格问题。尤其是即
刻种植，老年人能当天种牙当天
戴牙，时间短、痛苦少、没压
力。”谭建武院长说。想做牙齿
种植、牙周治疗、根管治疗、拔
牙、矫正等的市民，都可以报名
此次活动获得一定的看牙补贴，

“最多的能节省一半的费用”。

据悉，“500万看牙消费券”面向100周岁内的湖南市民
及外地常住居民发放，涵盖了牙齿种植、矫正、修复、检查、牙
周治疗等各方面，能为市民提供暂未纳入医保报销的看牙消
费补贴。第一批看牙消费券已领完，社会反响很好。目前，
第二批看牙消费券还有最后几天领取时限，请有需要的老年
朋友抓紧报名。

1.首次报名患者，可免费申请2000—20000元不等的看
牙专项消费券，可适用于牙齿种植、矫正、修复等项目（再享
口福行动30%—70%补贴政策）。

2.半口、全口牙齿缺失者，种植牙补贴额度提高，最高可
申领25000元看牙消费券！

本次活动指定医疗机构：长沙好大夫口腔（省市医保定
点、湖南省老年保健协会理事单位、数字种植中心临床基地）。

报名热线：0731-85573666。（文/杨蓓）

缺牙多、时间长，有“三高”、基础病多，怕手术、怕痛、怕感染……老年人缺牙，担忧、烦恼、恐惧一箩筐

老年人做种植牙到底安全吗？看看他们怎么说
湖南省老年保健协会发放500万元看牙消费券，第二批消费券还有少量！现在看牙，还能叠加口福补贴！报名电话：0731-85573666

首批受益市民现场领取看牙消费券

第二批看牙消费券领取仅剩最后几天
可叠加口福行动30%—70%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