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魏应钦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
起来真要命。牙疼给每位患
者带来的痛苦是刻骨铭心
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希望远
离口腔疾病，拥有健康美丽的
牙齿。

作为口腔健康的守护者，
多年来，市第二人民医院（以
下简称市二院）口腔科始终以

“无痛微创治疗、无交叉感染、
无近远期碍害”为宗旨，凭借
精湛的专科技术、优良的服务
态度和舒适的就医环境，在百
姓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口
碑，受到众多患者一致称赞。

先进技术和设备
呵护口腔健康

市二院口腔科是该院建
院初期最早成立的科室之一，
目前已发展成为集医疗、预
防、保健、教学为一体的综合
科室，为河南省口腔专科联盟
单位、开封大学医学部实践教
学基地。科室人才梯队合理，
现有医护人员13人，其中医生
9人（高级职称两人，中级职称
5人），护理人员4人。科室治
疗项目包括口腔内科治疗、镶
复治疗、牙齿矫正（包括隐形
矫正）、口腔种植、口腔拔牙、
口腔颌面部手术、牙周黏膜病
以及儿童牙病的治疗。在这
些项目中，笑气下无痛微创舒
适化的牙科治疗率先在我市
开展，是该科的特色治疗技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为加快专科发展，近年
来，该科不断引进数字化智能
医疗设施，力求为患者带来舒
适的诊疗体验。目前，市二院
口腔科门诊设有牙椅10张，口
腔内科治疗设备有热牙胶充
填系统、日本森田根测仪和机
扩马达，已广泛开展热牙胶充

填及嵌体修复。口腔修复治
疗全面开展全瓷冠、瓷贴面、局
部活动义齿及全口义齿修复
等项目。

牙周病作为口腔疾病中
的常见疾病，不仅影响着口腔
健康，还影响着人们的全身健
康。市二院口腔科牙周黏膜治
疗配备有微创牙周治疗仪、
EMS喷砂机、法国赛特力洁牙
机，开展有洁牙治疗、牙周深刮
及各种口腔黏膜病的治疗。科
室开展的CAD/CAM数字化即
刻修复技术，大大缩短了镶牙
的等待时间，让患者实现当天
戴牙。牙科显微镜下口腔治
疗，使治疗更精准、更完善。

口腔颌面外科设有口腔
病房，开展了腮腺、颌下腺肿
物切除术，口腔颌面部良恶性
肿物切除术，颌面骨折复位内
固定术，口腔颌面部肿物切除
术等。

口腔正畸开展有儿童早
期功能矫治技术、常规的直丝
弓矫正、自锁托槽的矫正以及
隐形矫正等。

该科自2013年开展种植
牙技术以来，反响良好，已让
众多的牙缺失患者获益，目前
配备的高、中、低端种植系统，
满足了不同经济条件患者的
种牙需求。

打造舒适化
无痛专科品牌

在科主任胡莲的带领下，
近年来，市二院口腔科着力打
造舒适化无痛专科品牌，开展
无痛牙周清洗、微创种植牙、
无痛拔牙等新技术的临床应
用，解除了人们对口腔治疗的
恐惧感。另外，针对儿童牙
病，该科主要开展有笑气下舒
适无痛的儿童牙科治疗、全麻
下儿童牙齿治疗及手术治疗。

近日，7岁的红红（化名）

出现了乳牙龋坏，父母带着她
来到市二院口腔科行乳牙拔
除术。刚开始，红红哭闹不
停，拒不配合手术。为缓解红
红对治疗的恐惧，科室医生与
患儿父母沟通，建议使用笑气
镇痛治疗技术。手术中，孩子
戴着电影眼镜和鼻罩躺在牙
科治疗椅上，一边吸着笑气，
一边轻松地看电影、听音乐。
不知不觉中，龋坏的乳牙就被
拔掉了。治疗顺利结束，红红
临走时说：“下次我还想再吸
那个甜甜的气。”

40岁的王先生（化姓）得
知市二院口腔科开展有无痛
诊疗技术后，特地来该科要求
无痛拔牙。王先生说，他是个
严重牙科恐惧症患者，平时从
事化学方面的工作，对笑气比
较了解。有了患者的了解和
配合，科室医生没有做过多的
讲解，直接笑气下配合局麻给
患者拔了两颗智齿、一颗多生

牙。手术用时 40 分钟，患者
全程没有感觉到疼痛，术后对
医生伸出大拇指。

据胡莲介绍，笑气的学名
是氧化亚氮，是一种无色有甜
味的气体，能使病人痛觉麻
醉，但意识仍可保持清醒，主
要适用于牙科恐惧症患者及
不配合治疗的儿童患者，还有
疼痛敏感、咽反射敏感、易恶
心、不能配合牙科操作的患者
等。

记者了解到，为开展舒适
化无痛牙科技术，在该院领导
的大力支持下，市二院口腔科
以及麻醉科、疼痛科的医疗团
队先后前往空军军医大学附
属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武汉
大学口腔医院以及郑大一附
院等知名大医院参观学习技
术，最终将其引进鹰城为百姓
服务。舒适化牙科治疗除了
应用笑气外，还有口服镇静
药、静脉给药、全麻等，与相关

科室联合，真正做到了舒适、
无痛和高效。

值得一提的是，为方便患
者就诊，该科实行 24 小时值
班制度，门诊与病房建立规范
化的一站式诊疗服务，病区的
6名医生轮流值班，随时方便
急重症口腔患者就诊，同时该
科不定期邀请郑大一附院知
名专家前来坐诊，让复杂重症
口腔患者在家门口享受到省
级专家的高水平诊疗服务，受
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

关爱健康，从“齿”开始。
胡莲表示，口腔疾病是常见
病、高发病，一颗小小的牙齿
龋坏，所涉及的不仅是牙齿本
身，有可能因延误治疗而酿成
全身其他系统的疾病，人们要
注意关注口腔健康。未来，该
科将继续引进先进医疗技术
和设备，着力打造舒适化诊疗
无痛专科品牌，为守护鹰城百
姓的口腔健康而不懈努力。

舒适化诊疗全方位呵护口腔健康
——记市第二人民医院口腔科

（上接B1版）
记者了解到，市妇幼保

健院儿童耳鼻咽喉保健科是
我市创办较早的儿童专科之
一，2018 年该院升级为三级
妇幼保健院后，受市卫生健
康部门委托，该科承担起对
全市儿童保健业务指导、管
理、督导等重任和更繁重的
医疗保健工作。在院领导的
关心支持下，该科瞄准国内
先进水平，不断更新设备和
技术，引进了高清电子鼻咽
喉镜、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
手术系统、高清耳鼻咽喉内
窥镜系统、诊断型耳声发射
检查仪、中耳分析检查仪、听
觉脑干诱发电位检查仪、纯
音测听检查仪以及压缩式雾
化器、耳聋基因检测设备、睡

眠监测系统、过敏源检测仪
等整套儿童耳鼻咽喉检查治
疗设备，开展了腺样体肥大
及扁桃体肥大切除手术、下
鼻甲肥大消融手术、鼾症手
术、鼓膜切开置管术等一系
列新型小儿微创手术。

新设备、新技术的引进
开展，使该科在治疗耳鼻咽
喉常见病、疑难杂症，如小
儿鼾症、扁桃体肥大、腺样
体肥大、鼻炎、鼻窦炎、过敏
性鼻炎、分泌性中耳炎、咽
喉 炎 、耳 聋 等 方 面 游 刃 有
余，解除了很多孩子经久不
愈的痛苦。而且和传统手
术方式相比，微创手术住院
时间缩短为 3 至 4 天，深受
患儿及家长欢迎。

（魏应钦 苗四海 王春英）

市妇幼保健院专家提醒患儿家长：

抓住“黄金暑期”治疗耳鼻喉病

□记者 魏应钦

本报讯 近日，市第一人
民医院心血管病中心（老院
区）在省专家的指导下，成功
实施了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
术（TAVI）。该项手术的顺利
完成，填补了我市相关领域空
白，也标志着该院在结构性心
脏病的治疗迈上一个新台
阶，为心脏瓣膜病患者带来
福音，也为主动脉瓣人工瓣
膜置换术后人工瓣膜再度狭
窄患者带来“心”的希望。

据介绍，患者是一位 69
岁男性，曾因心肌梗死在省
会某医院行“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主动脉瓣人工瓣膜
置换术”，术后恢复良好。

2022 年 4 月，患者再次因胸
闷、胸痛就诊，在他院行双腔
起搏器植入术后心脏彩超显
示：人工主动脉瓣可疑再狭
窄，且逐渐出现胸闷、气短不
适并进行性加重，遂于2022
年 5 月到市一院老院区就
诊。入院后，市一院心血管
病中心副主任王耀辉带领团
队认真研讨患者病情，决定
为其行 TAVI 手术并制定手
术方案。征得家属同意后，
于6月 11日在DSA下顺利为
患者实施了TAVI术，术后患
者安返病房，目前病情稳定。

主动脉瓣狭窄是老年人
常见的心脏瓣膜病，在经导
管主动脉瓣植入术出现之
前，主动脉瓣狭窄的治疗方

案主要是外科开胸进行主动
脉瓣置换（SAVR）。对患者
来说，手术带来的疼痛贯穿
始终。许多年龄大、身体虚
弱、有基础疾病的患者身体
无法耐受这样高挑战的外科
开胸手术。经导管主动脉瓣
植入术作为近年来介入心脏
病学出现的一个新领域，为
主动脉瓣膜病的外科治疗开
拓了新视野。手术通过股动
脉送入介入导管，将人工心
脏瓣膜输送至主动脉瓣区打
开，从而完成人工瓣膜置入，
恢复瓣膜功能。该技术具有
微创、恢复快、痛苦低、安全
性高、住院时间短等优点，为
心脏瓣膜病高龄患者提供了
新选择。

市一院在我市率先开展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

不开胸也能置换心脏瓣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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