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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医疗陷阱 这是一场“智力游戏”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黄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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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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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颗种植牙、每一个根管治疗、每一次

术前准备等，都在欧美专家、国内专家的指导下

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在

2013

年 “

3

·

15

”到来之

时， 圣贝牙科再次郑重承诺， 将牢把技术质量

关，为川内市民提供更加精准优质的医疗服务，

让大家足不出城即能享受国际医疗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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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贝牙科

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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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1：小病当大病乱开大处方

因骨折在家休养了近一个月的孙先生，前

段时间有一点拉肚子， 为了利于骨折的恢复，

孙先生到住家附近的某医院去看了一下。孙先

生把药领出来一看，有4瓶，按照说明书上的最

大剂量一算，可以吃12天。可他吃了一两天药

病就好了。让他疑惑的是，为什么要开这么大

剂量的药呢？这不是一种浪费吗？

陷阱2：高科技仪器忽悠人

每到换季的时候， 赵女士的过敏性鼻炎

就容易复发，打喷嚏，鼻涕直流，头晕脑胀十分

难受。 前不久她在专科医院接受了激光治疗，

可效果并不理想。

一些社会医疗机构为了吸引患者就医，往

往会将自己的医疗技术进行过度包装，不仅诱

使消费者对其“高超”的医疗技术深信不疑，

还常推出一些冠以许多高科技头衔的仪器，患

者面对这些宣传时常被迷惑。

陷阱3：“一刀切”解决一切问题

扁桃该不该切、 老年人关节该不该换、输

卵管堵塞手术什么时候做…… “这手术该不

该做”是许多患者最纠结的问题。

网友“米花花”就投诉称，体检出1度宫颈

糜烂，在做了刮片检查后（无癌变），医生称必

须做手术，否则可能导致宫颈癌变。但她随后

去市级医院，用了不到100元的药就痊愈了。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妇科二病区的

罗剑儒主任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炎症长期

刺激肯定不好，但宫颈癌的发病原因与慢性宫

颈糜烂无必然联系。另外，宫颈糜烂其实是慢

性宫颈炎的一种，1度、2度甚至部分3度都可以

不做手术，通过外用及口服药可以控制，之后

定期复查就行了。

陷阱4：滥用药物产生耐药性

市民曾女士4岁的女儿就是药物滥用的受

害者，只要感冒，孩子非得用先锋等高档抗生

素。现在每每提起这事，曾女士就难受不已。

事情的起由是，女儿半岁左右因扁桃体发

炎、高烧到医院看病，医生便开出了昂贵的先

锋注射液给小孩治疗，第一次的病情很快就控

制住了。可一年多后，小孩再次发烧，也是扁桃

体发炎， 医生采用青霉素治疗了三天都没效

果。再去医院复诊时，换了另外一个医生，她翻

看了小孩以前的病历， 就给她换了先锋注射

液，经过两天的治疗，小孩的病情才好转。

陷阱5：“留一手”久治不愈

对于那些羞于启齿的病， 如痔疮、 生殖疾

病，很多患者通常会选择到社会医疗机构就诊。

因为顾客少， 所以有些民营医院想尽一切办法

招揽生意。相对于大处方、过度治疗、过度检查，

近年来媒体也多次揭露一些不诚信社会医疗机

构的另一种营利手段———“留一手”。

几年前，媒体就曾曝光，有的患者确有男科

炎症，医院为了自身营利，不仅用药量不够，甚至

输的就是普通盐水，将患者的治疗时间悄悄拖延，

或不一次治疗彻底，导致其疾病复发再次治疗。

3月10日~11日，圣贝国际牙医成员、韩国

美学种植博士全允植巡诊蓉城空前火爆，昆明

的龚先生也慕名打“飞的”来做牙种植手术。

然而，术前的严格检查，让龚先生惊觉自

己竟患有糖尿病。 虽然专程打飞的来种植的

愿望泡汤了，龚先生却深感此行值得：“圣贝

对医疗质量把控确实负责又严谨。 等血糖控

制好了，我再来！”

把控医疗质量 比肩国际标准

即将于本周末再度抵达蓉城的圣贝牙科

国际种植专家、 韩国美学种植教授朴东信表

示， 德国Prussian种植技术能够解决单牙、多

牙、半口牙、全口牙以及多种疑难缺失牙问题，

即使种植条件不够理想的患者，也可通过骨增

量的方式进行， 种植牙诸多优点备受青睐。但

是，出于对患者的负责，种植手术适应症也必

须严格筛选，如未能有效控制的糖尿病，是不

能急于手术的。

圣贝牙科负责人表示， 圣贝将医疗质量

视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在治疗前，全身

健康状况与口腔局部状况综合评估、 医院感

染控制与预防、 全程标准操作规范及术前术

后追踪提醒、患者权利和健康教育等方面，以

近乎苛刻的方式严谨实施， 让顾客感知国际

医疗行业的高标准。

口腔不健康 身体预警并发症

目前，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糖尿病人

群———9200万糖尿病患者，1.48亿糖尿病前

期患者。纽约大学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按

照美国糖尿病协会确立的衡量标准，93%的

牙周病患者均有罹患糖尿病的风险。 口腔健

康尤其是牙龈问题，可能增加罹患糖尿病、心

脏病、中风、肺炎和妊娠并发症的风险。

朴东信教授告诫高血糖的牙病患者，牙

龈感染发炎后， 糖尿病患者会更难控制自身

的血糖水平； 而高血糖会加重蛀牙和牙龈问

题，引发更多炎症。因此，重视口腔健康、定期

洁牙检查，对保全身心健康非常重要。

20岁左右的女孩总给人青春、 有活力

的感觉，这与她们饱满、平滑的脸蛋儿分不

开。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里的胶原

蛋白、 水分含量会加快流失， 造成皮肤松

弛，形成面部凹陷，逐渐出现彰显年龄感的

面部三八线———眼袋与鼻梁间的泪沟、鼻

翼延至嘴角的法令纹、 嘴角延至下巴的木

偶纹，它们就像时光刻画在眼下、脸颊和嘴

下的3个“八”字。

其中，最早暴露面部衰老状态的皱纹，是

法令纹，它在25岁之后就渐渐加深，给人以严

肃、老态、没有亲切感的感觉。因此，让法令纹

重回丰盈，就是你隐藏年龄的必修课。

近期，在“2013华美紫馨我为年轻代言

甄选活动”中，我为“50后”周氏姐妹中的

妹妹周晓玉用肉毒素和玻尿酸改善她的皱

纹和干扁鼻唇，让她看起来年轻了20岁。而

今天， 我将主要与大家分享如何用非手术

的方式改善法令纹。

在非手术整形注射除皱中， 针对法令

纹这类静态皱纹， 可以将玻尿酸或爱贝芙

注射到纹路凹陷处，使其瞬时丰盈。

玻尿酸具有500~1000倍的超强吸水

力， 原本就大量存在于人体的结缔组织及

真皮层中，通过注射的方式，补充肌肤中流

失的玻尿酸，能增加皮肤光泽度和弹性，抚

平皱纹， 恢复弹润紧实的肌肤， 通常维持

6~12个月。

爱贝芙则是能促进真皮层胶原蛋白源

源不断产生、 长久维持除皱效果的注射填

充剂。但爱贝芙只能由指定医院、指定医师

注射，想要体验的朋友，可前往四川华美紫

馨医学美容医院。

此外，泪沟和木偶纹也可以通过注射填

充剂来改善。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我的新浪微

博或搜索“华美注射除皱”进一步了解相关

资讯。同时可享华美紫馨“女人节”特惠：3

月31日前，祛鱼尾纹2600元、注射瘦脸直降

1200元、正品玻尿酸2533元起。

本文披露的几类陷阱，正是人们在就医过程中最

容易遇到的问题。面对类似的情况，在目前的医疗条

件下，除了需要我们及家人在生病的过程中，主动对

疾病知识有更多正确的了解外，到正规大

医院求医，甚至费些心思多找几个

医生求诊也是必要的“解题方式”。

打“飞的”种牙 术前“揪出”糖尿病

� � � �

想恢复青春却无从选择？想追求美丽

却担心用错了方法或产品？在华美紫馨无

创抗衰老中心主任、爱贝芙全球指定注射

及培训专家黄剑美的专栏中，轻松、安全、

迅速的变美资讯应有尽有。同时也欢迎在

新浪微博上关注、咨询

@Dr华美_黄剑

美，2013

我们一起美丽前行！

告别出卖年龄的第一道皱纹

“每一颗种植牙、每一个根管治疗、每一

次术前准备等，都在欧美专家、国内专家的指

导下制定了相应的标准。”

2011年9月，始于1921年、源自德国的外资

牙科医疗机构圣贝牙科漂洋过海来到成都，

不仅带来了“4S”牙科服务新标准，更以国际

质量标准严格要求。在圣贝人看来，华丽的景

观可以复制， 但要使来自欧美的顶级医疗设

备和技术更好地服务于顾客， 每一名员工都

应对质量的追求始终如一。

圣贝牙科特别在成都成立“西部VIP客服

中心”，无论持卡顾客身处何方，只要有圣贝，

即可获得定制化的尊贵感受，如私人牙医服

务、全国联保等。在2013年“3·15”到来之

时，圣贝牙科再次郑重承诺，将牢把技术质量

关， 为川内市民提供更加精准优质的医疗服

务， 让大家足不出城即能享受国际医疗服务

水平。

（吴筱颖）

“4S”牙科服务新标尺

国际标准比肩欧美

爱美丽 非手术整形问剑美

母女十年心结一朝种牙解开
韩国明星种植专家朴东信3月16-17日巡诊蓉城，即刻预约最高可获种牙援助金6000元

女，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
关系，却总交织着各种纠
葛、争吵、忽视的感情网，

好似天生一对“欢喜冤家”。然
而，对于28岁的肖丽来说，如果
不是偷看母亲的日记，带母种牙
了却心愿，也许，这对母女依旧
还在纠葛中越陷越深……

母

母亲的心声
———藏在日记里的秘密

2013 年 2 月 16 日
今天是丽丽的生日，已经夜里 12 点了，

丽丽还没有回家，估计和朋友们出去玩了。望
着给她做的满桌饭菜，我忍不住想：就算我吃
不动，能看着她像小时候一样狼吞虎咽也挺
幸福！时间真是过得快呀，年轻的时候总盼望
着她快点懂事长大，可孩子真的长大了，却觉
得心里空落落……

哎，到今天为止，丽丽已经很长时间没跟
我好好说话了。观念的差异让我跟她之间的
鸿沟越来越大，有时觉得这亲女儿还不如小
狗小猫体贴，真怀念她小时候缠着我的那种
亲密，哎……
如今，我是越来越老了，胃疼越发厉害，嘴

里能咬东西的牙齿也没剩几颗了，日子是一天
比一天难过哟。以前老伴儿给我配了一副活动

假牙，可他哪里知道戴那个东西有多难受，活
像把舌头绑了绳子一样；去年花了一千元在小
诊所做了一口烤瓷牙，开始以为得了大便宜，
哪晓得没过多久就变形、脱位了，医生不但不
给我免费返工，还倒打一耙说我自己维护不当
弄坏的。真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啊。

这牙齿不中用，吃东西也就只能囫囵吞
枣。前不久去医院体检，医生还说我这胃溃疡
已经很严重了。人们都说有福难买老来瘦，
哎，只当如此来安慰自己吧！
平时一起晨练的老姐妹说，种植牙像真牙

一样带劲，让我去试试种植牙。可是，丽丽今年
准备结婚了，这还得花一大笔钱，还是省省吧！
快 1点了，丽丽生日快乐！其实妈妈很爱

你！晚安！

女儿的忏悔
———牙齿一颗都不能少
若不是搬家，母亲的这本私密心情或许粗

心的女儿一直都难以发
现。当女儿无意间翻到
母亲床头下压着的日记
本，读过后泪流满面。
“直到日记里的秘密被
发现，我才恍然注意到
妈妈两鬓斑白、面容凹
陷、身形消瘦，一刹那间
彷佛老了许多，老得让
我心里很害怕，怕过早
地失去她。所以，我得陪
她种牙，让她享受长寿
的晚年，弥补这些年对
她的亏欠。”

因为肖丽知道，对于缺牙的老年人来说，
最好的修复办法就是让牙齿再次重生———选
择一劳永逸的种植牙。在朋友的强烈推荐下，
肖丽一眼“相中”圣贝牙科的 Prussian 种植技
术。在多次实地考察后，其诚挚的服务、透明化
的价格、雄厚的专家技术实力让她充满信任。
2月 28 日，肖丽替妈妈预约了韩国有着

“牙医圣手”之称的朴东信院长。在女儿的陪
同下，经过全口 CT检查发现，肖妈妈的牙槽
骨厚度已不到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其缺失区
的牙槽骨高度甚至不足两毫米。“如果需要种
植，首先需要进行牙槽骨的向内向外提升，再
添加骨膜骨粉保证牙槽骨厚度。这基本属于
高难度种植手术，但可以完成。”肖丽说，为妈
妈种上一口好牙是她最大的心愿，缺多少颗
就种多少颗，一颗都不能少！
两个小时以后，当肖丽在CT片中看见 8

颗种植体不偏不倚地稳稳立于妈妈口中，动
情地对妈妈说：“妈，您受苦了！”肖妈妈顿
时两眼朦胧：“谢谢朴院长，手术一点也不疼！

也谢谢女儿心疼我！”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的不仅是牙

齿，还有亲情、爱情、幸福、快乐和健康。

亲情
解读

3

月
16

、

17

日，韩国明星政要御
用牙医朴东信将再次飞赴成都亲诊。

朴东信院长表示，老年人如果牙齿缺
失不及时处理，首先会导致牙体结构
变化，缺牙处两侧的牙齿会因为没有
支撑会导致向缺牙处倾斜，引起牙缝
变宽，食物嵌塞，诱发牙周病，甚至引
发偏头疼。 而被称为第三副好牙的
Prussian

种植牙， 可满足不同患者不
同需求。 如：

1

、 佩戴传统活动义齿存在固位
差，咀嚼功能不良等症状的患者。

2

、缺失一颗牙、多颗牙或者全口
牙都缺失的患者。

3

、对义齿的形态美观、咀嚼功能
要求较高者。

4

、 下颌全口缺牙时牙槽严重吸
收，戴用传统全口假牙有困难者。

5

、缺牙周围的余留牙有问题，不
能做传统义齿者。

相关链接
国际专家“3·15”
力挺种牙爱心行动

每次手术前，朴院长都会与顾客进行面对面细致交流，解答所有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