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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胃镜防癌攻略
访徐中心消化内科主任、内镜中心副主任熊文坚主任医师

! ! ! ! !" 岁的小林工
作繁忙，生活没有规
律，不久前，他的胃
开始剧烈疼痛。他做
了个胃镜检查，病理
报告竟然是胃癌中
期。“时下，胃癌患者
的发病年龄越来越
小了，但胃癌之所以

被发现时已成为晚期，是因为绝大多数早期
胃癌患者无任何症状，以及胃镜检查未被列
入常规体检的范围。目前徐中心配备的 #$%

电子内镜能发现早期癌变，能为早期介入、
治愈起到决定性作用。”近日，徐中心消化内
科主任、内镜中心副主任熊文坚主任医师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定期胃镜检查是目前最
有效治疗胃癌的方法。

根据权威数据表明：胃镜检查发现，慢
性浅表性胃炎占慢性胃炎的 &%'—(&'，发
病高峰年龄为 )*—&%岁。大多数缺乏临床
症状，部分患者可有上腹部反酸、食欲减退
等消化不良症状。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就
业、工作压力加大，这些压力对胃肠道会产
生不良影响，很多人都有胃痛、胃胀、烧心、
泛酸、腹痛、腹胀、腹泻甚至便秘、大便带血
等症状。引起这些症状最常见的原因有胃
炎、溃疡、胃癌、食道癌以及结肠炎、结肠息
肉、结肠癌等，检查这些疾病最准确最直观
的方法就是做胃镜和结肠镜。目前美国、澳
洲等多将胃镜、肠镜当成健康体检、门诊或
住院病人的常规检查。

熊文坚表示，许多人害怕胃镜检查的痛
苦和反应而选择不做胃镜检查，从而耽误了
病情。确实，除了胃镜检查，对于检查胃病还
有 + 线、, 超和 -. 检查，但胃镜检查则能
直接、非常直观地检查胃、肠道疾病，且随着
科技进步，电子胃、肠镜能对病变的形态、色
泽、质地及蠕动情况进行全面观察，发现许
多细小病变，能做内镜下的组织活检，行病

理检查，而且又可做内镜下的治疗，有不可
替代的价值。

熊文坚认为：“胃癌的发生，是因为食物
里面的致癌因子一直存在，几年以后才有可
能变成癌症，最好的预防措施就是要做胃镜
检查，同时做一个病理切片检查，看看你的
胃黏膜细胞距离癌症是遥远，还是很近。针
对胃癌的预防，除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
外，普通人如果年龄超过 !%岁，建议近期去
医院做一次胃镜检查，及时观察胃部细胞变
化，如果检查结果很健康，可以 *%年后再复
查。&%岁以上的普通人，最好每 )/&年进行
一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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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门诊时间：周三上

午，周五下午；胃镜时

间：周五上午；肠镜时

间：周四下午。

! ! ! !健康的牙齿本应该像一颗稳稳扎根于
土壤当中的树，但由于人们在平时不注意口
腔卫生健康，产生了牙结石、牙龈炎、牙周炎
等问题，长此以往就使得支持牙齿的牙周组
织遭到破坏，最终造成了牙齿松动甚至脱落
的尴尬局面。缺牙，已成为中老年人中普遍
的牙齿问题。

活动假牙

易戴着难受还挂不住

活动假牙是最传统的牙齿缺失修补方
式，优点在于易摘戴，适用范围广，费用低。
但由于传统的活动假牙依靠钩挂或者基托
吸附牙床的方式固位，“连累”邻牙不说，且
异物感强，咀嚼效率差。同时，活动义齿不
易清洗、容易引发口腔疾病以及无法保护牙
槽骨的缺点。也有不少老人表示，带了活动
假牙，吃饭都不香了！

烤瓷搭桥

难避免“根基不牢”问题

&6 岁的匡先生一直被 6 颗缺牙折磨。
虽然去医院做了烤瓷搭桥，但由于“根基不
牢”，无法固定，吃东西嚼不烂又咽不下，硬
的不敢吃，常有的应酬搞得他很是狼狈。口
腔医生解释说，安装烤瓷牙需要向与缺牙相
邻的两颗健康牙齿“借力”，即把两侧健康牙
磨小，然后造出一个“烤瓷桥”。

所以，以上两种修复方式的固位都需要
依靠邻近牙齿，所以在长期的咀嚼运动中，

健康邻牙也难免被扯坏或者因负担过重而
出现问题，这种以牙换牙的方式让很多缺牙
者“伤不起”。

余牙伤不起，

种植牙脱颖而出

口腔医生指出，种植牙不同于传统镶
牙，它好似真牙一样扎根在口腔里，具有很
强的固位力与稳定性，也无需磨损健康邻
牙，形态也更加美观。该修复方式“无近远期
碍害”的特点颇受认可，从长远来看，种植牙
更符合人体健康，是科学的镶复之选。

最后口腔医生提醒市民：活动假牙和烤
瓷牙治疗并不可一劳永逸，需要日常清洁还
需要定期做检查（任何事物都会折旧最后报
废），确保嘴里的修复体能正常运作。

爱牙义诊：

老有所依，关爱缺牙老人

为关爱老年人口腔健康，增强老年人
的口腔卫生保健意识，经上海市徐汇区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批准，上海万众口
腔技术支持的“口腔疾病防治爱心义诊”
隆重开启。义诊日开通免挂号费、免专家
费、免费拍摄德国数码全景牙片等三项就
医绿色通道。同时由知名专家现场解答、
咨询、制定设计解决方案。活动时间：即日
起至 ( 月 )* 日。咨询预约电话：%#* 0
6!)($$$$，院址：徐汇区吴中路 # 号万众口
腔（近中山西路）

以牙换牙伤不起
健康镶牙是原则

水是生命之源，大家都需要喝足够的水来维持生理需求。近年

来健康水饮用已成为关系民生的一大话题，如何让居民饮用到安

全，健康的净水成为了全社会努力的方向。

首期开展的向市民免费发放净水器的活动在市民中引起了热

烈的反响，应许多市民要求，现由上海高寿康油脂有限公司联合上

海轩仁贸易有限公司，再次免去一切材料费用，再次向市民免费发

放净水器 600台。规定领取对象为 55周岁以上的上海市民。

免费发放的净水器为陶瓷复合型滤芯，可有效地去除水中的

隐孢子虫、泥沙、红虫、铁锈、寄生虫等有害污染物质。

不少领取过的居民表示“刚看到通知还以为是骗人的，怎么会

不花钱呢？结果去了确实没有花一分钱。为了让每个关爱健康用水

的家庭都能领取到净水器，请不要重复申领，因为净水器有限，谢

谢。

领取条件：本地常住居民，年龄大于 55周岁（凭本人有效

证件领取）。为了让更多人享用不得重复申领（不得代领，本处有记

录）

申领报名时间：上午 8:00———下午 17:00

报名电话：021-51082556 021-51035593

净水器免费申领通知

! ! ! !暑期是纠正学生近视的最佳阶段，经过一
学期的高强度用眼，如果利用暑假合理改善，
假性近视的学生有望恢复到 *7% 甚至以上，真
性近视的学生可以控制度数下滑并改善不良
症状；混合性近视有望控制度数下滑并提升度
数 #!!行。

位于上中西路 !6% 号的睛明光学配镜有
限公司开业十余年来，在专业医师指导下，为
学生视力疲劳减负，推出“为学生免费治疗两
个月”的承诺，深得学生、家长的欢迎。

如今推出“中科准字号卫视仪”、“京准号
加加明近视防治仪”，继续为学生免费认真理
疗，并配合防近视眼的科学指导，相信利用暑
期让学生视力稳定和改善，让家长心理焦虑得
以缓解。

本次活动理疗适应对象包括：患弱视、假
性近视、初带镜者、视疲劳者等学龄前至学习
期孩子为主，此举被人们誉为眼睛的“健力器”

疗法。
为了让学生收获最佳的免费理疗服务，公

司特邀请国家首席一级验光师钟荣世教授、上
海市视光学会副主任徐惠定、资深眼科专家陈
德敏、高级验光师朱氏敏等组成公益活动专家
组，为学生轮班服务，旨在解决学生视疲劳，实
现预防近视的梦想。

主办单位：凌云街道暑期工作办公室
协办：中科院视觉生理研究所、北京加加

明科技公司
服务：徐汇区工商联睛明光学配镜有限公司
理疗地点：上中西路!6%号、天等路!*8号
质监：

*)$*68#$&6(（朱先生）
咨询电话：

6!&&!)($、)!&*%%($
理疗时间：

8 月 #% 日至 ( 月 )* 日（每天
(")%至 *$"%%）

学生配镜对折优惠

中老年疑难定制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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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优惠

“睛明”推暑假学生视力免费治疗

刷牙或咬食物时牙龈出血、经常有口
臭、牙齿松动……上海港华医院口腔科忻勤
芳主任提醒，这些症状是牙周病的“信号”。
牙周病被医学界定论为威胁人体健康的第
三大杀手和口腔健康的“头号祸首”。如不及
时防治，不仅最终会导致牙齿整排脱落，或
者被迫拔牙，还会对饮食、容颜、心理等造成
严重伤害，牙周袋中的细菌更会对心脏、肺、
肾造成严重伤害。

忻主任强调，很多牙周病患者以为使用
中草药牙膏、洗牙、服用维生素 C、甲硝唑
片、使用漱口剂等方式就能治愈牙周病，其
实这些方式并不能“治本”！要想彻底治疗牙
周病，必须接受系统的牙周治疗———“牙列
帽载药”加“夹板桥”固定。

忻主任介绍，“牙列帽载药”可将药物直
接送达病灶部位，使药物能更有效地被牙龈
组织吸收。如牙龈结缔组织已发生慢性坏
死，则可施行局部小手术，把坏死的组织去
除，然后再用牙列帽给药，使药效能够持久
发挥，通常三至五天就能收到满意的效果。
牙齿已经严重松动者，除了局部手术和用
药，还可采用技术含量较高的牙周“夹板桥”
使松动的牙齿固定，分散牙槽骨咬合力，减
少牙周损伤，可避免拔牙。从这十几年来病
人随访的情况看，系统治疗能使牙周病得到
成功控制。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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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时间：周一至周日（全天）
口腔热线：

%:*052300035

牙周病别忽视 烂光牙齿害全身
市医保定点上海港华医院口腔科忻勤芳主任谈牙周病的正确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