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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韩虹丽

你有多久没检查口腔了？有
哪些潜在的口腔问题你没有发
现？单颗、多颗、半口、全口牙缺
失怎么办？哪种种植牙方案适合
你？加入齐鲁晚报爱牙体验团，
这些问题，9月25日(本周五)都
能得到解答啦！

25日上午10点，齐鲁晚报三
期“爱牙体验团”将开团，走进知
名权威口腔机构——— 济南雅辰
口腔。在本期体验活动中，大家
不仅可以近距离了解济南雅辰
口腔的医疗技术和设施服务，与
专家面对面交流。还能免费享受
数字化口腔拍片、牙周检查、血
压检测等多项服务，获得精美护
牙套装一个。

此外，加入本期“爱牙体验
团”，还能享受为期半年的体验

团专属种植牙优惠和补贴，如指
定品牌种植牙每颗补贴3000元-
6000元不等的费用，全口、半口
补贴20000-50000元等。

快来为你的“牙齿”参加一
场难得的体验之旅吧！

本周五，“爱牙体验团”走进雅辰口腔
免费享受数字化口腔拍片等服务，还有精美护牙大礼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韩虹丽

今年的爱牙日主题“口腔健
康·全身健康”受到了泉城市民
的广泛关注，不少市民纷纷咨询

“年纪太大可以种牙吗”“怎么预
防掉牙？ ”……为此，雅辰口腔
为了响应爱牙日号召于9月20日
开始面向全城招募单颗、多颗、
半口、全口牙缺失案例。

报名市民可享受免费口腔
健康检查，还有专门针对半口牙
缺失的半口半固定修复。现在申
领还有机会享受优惠，报名申领
热线0531-59562226。

为提高济南市民口腔健康水

平，9月份济南高新雅辰口腔发布
看牙专项补贴，本次补贴进一步
加大对种植牙补贴力度，开展补
贴金+八项检查全免优惠政策，单
颗、多颗、半口、全口牙种植等均
可给予补贴，初诊顾客到院还有
精美随手礼一份。

据了解，看牙专项医疗补贴
具体细则有：种植牙术前检查费
用及种植方案设计费全免；八大
项目全免费，涵盖挂号费、初诊
检查费、建立口腔档案、数字化
全景片、数字化侧位片、专业医
生亲诊费、牙周检测、血压检查
等。

种牙市民可向定点单位-雅

辰口腔申请，指定品牌种植牙每
颗补贴3000元-6000元不等的费
用，全口、半口补贴20000-50000
元，补贴高达70%。

此外，针对半口、全口牙齿
缺失者，种植牙补贴额度根据诊
疗修复项目，可申请特惠专项援
助！符合条件的缺牙患者。

此次惠民医疗，为市民提供
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看牙额外
补贴。补贴对象有单颗缺牙、多颗
缺牙、半口缺牙、全口缺牙、牙齿
松动、老掉牙等中老年人士。医院
提供种植牙质保服务，每年2次的
免费种植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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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大拨看牙专项补贴来啦
济南雅辰口腔补贴金+八项检查全免优惠,快打0531-59562226领取

1、拨打电话0531-85196381；
2、下载齐鲁壹点，在“情报
站——— 爱牙体验官招募”话
题留言；
3、扫下方码加入“爱牙体验
官”微信群

报名方式

罕见怪病
让5岁娃命悬一线

先天性角化不良是一种端粒紊
乱导致的遗传性骨髓衰竭综合征，
发病率仅1/1000000，是临床罕见
病。

小宝(化名)家在山东滨州，和
其他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生活在
一个不富裕但衣食不缺的家庭，有
老实的爸爸、爱唠叨又做得一手好
菜的妈妈。这美好的生活定格在
2017年8月。小宝的脚趾甲、手指甲
相继出现异常，按灰指甲治疗后仍
然加重，接着幼儿园入园时查体发
现血小板减少，去医院一查，骨穿结
果考虑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结合
基因报告被确诊为先天性角化不
良！这个消息无疑就是晴天霹雳。从
那天起，他的童年染成了白色。

长期吃药对一个5岁多的孩子
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2020年初，
因“狗咬伤”注射完“狂犬疫苗”后，
小宝的血三系再度下降，全身的皮
肤及嘴巴里面反复出现出血点，依
赖输血维持生命，很快在他的体内
产生了大量的血小板抗体，输血无
效，这条仅有的救命通道被硬生生
地堵死了。

姐姐成为“救命稻草”

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家长慕名
来到山一大一附院小儿血液科为孩
子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患儿病情危

重，手指轻微挤压伤后即出现重症感
染合并脓毒症，出现免疫性肝损害，
肝酶明显升高，全身出血明显，即使
输注配型相合的血小板，仍无法控制
出血。孩子病痛的折磨、家长焦虑的
心情以及急迫的病情，都让王红美主
任看了揪心。现在骨髓衰竭进展，必
须和时间赛跑，在重症感染无法控制
前找到供者进行移植。

就在这时，小宝的姐姐与他
HLA配型全相合，其体检情况也符
合要求，她将为弟弟捐献救命用的
骨髓和造血干细胞。

尽管找到了救命的造血干细胞
供者，但患儿的移植难度系数是极
高的。国内外目前关于先天性角化
不良移植成功的案例较少，临床经
验不足。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帮助
孩子，科室团队经过详细地讨论，制
订了周密的移植计划，针对患者容
易植入失败及排异的特点，在预处
理方案上进行优化，这是医院的第
一例先天性角化不良骨髓移植术，
一定要取得成功，还给孩子一个五
彩斑斓的童年梦。

姐弟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

2020年9月1日，医护人员先从
姐姐身上采集了骨髓造血干细胞，
顺利输入小宝体内。次日，超过200
毫升的外周血造血干细胞从姐姐体
内流出，注入弟弟体内。

在随后的半个月时间里，通过
重建正常造血，小宝的白细胞和血
小板数量恢复到了基本正常水平，
并顺利出仓。据王红美教授介绍，在

预处理用药期间，患儿曾出现心率
下降，最低降至36次/分，也曾出现
反复发热、口腔溃疡，通过科室医护
人员密切观察，随时积极处理。随着
干细胞的植入，患儿的上述症状均
逐渐好转，移植11天后姐姐的干细
胞在孩子体内重建造血，看着涨势
喜人的白细胞、血小板数值，小宝迎
来了重生的喜悦。

伴随着小宝移植的成功，标志
着医院小儿血液移植中心进入了全
面发展的新局面，无论是单倍体造
血干细胞移植、非血缘造血干细胞
移植、脐带血移植、自体移植等各种
移植新技术，还是涵盖了血液系统
常见肿瘤及原发性免疫缺陷病、遗
传性骨髓衰竭病等罕见病种，每一
个第一次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
果。在王红美教授的带领下，小儿血
液科已完成130余例儿童造血干细
胞移植，成功率90%以上，其中涵盖
多项高难度移植新技术，填补了山
东省儿科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的多
项空白，为更多恶性血液病患儿提
供重生的希望。

目前，医院小儿血液科健全了
诊疗病种，王红美主任及所带领的
团队在小儿血液肿瘤疾病的临床
治疗及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牵头开展了山东省小儿血
小板减少症发病原因的多中心研
究，牵头成立了噬血联盟山东儿童
分中心，在省内儿科率先开展了儿
童造血干细胞移植工作且取得佳
绩。医院挂牌成为省级儿童白血病
救治定点医院，山东省儿童血液病
定点医院。

5岁娃患罕见先天性角化不良症

姐姐捐出造血干细胞救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如意

最近，大学纷纷开学。但
有些学校辅导员反映，不少
学生出现了情绪上的问题。9
月24日(本周四)，由山东省精
神卫生中心和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联合举办的“心灵驿
站”公益讲座将走进山东女
子学院，省精神卫生中心副
主任医师王丽娜带来主题为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在校大
学生的心理调适》的讲座，帮
助大学生群体进行有效的心
理调节和疏导。

前几日，大一新生王慧
(化名)步入了大学校园，但
没过几天，她甚至产生了轻
生的念头。

疫情期间，王慧一直在
家复习，情绪一直不稳定，直
到后来出现了焦虑、抑郁的
症状。后来，王慧考上一所在
别人看来很不错的高校，但
她却认为自己考得不理想。
上了大学后，她感到自己特
别不能融入群体，不愿意与
别人交流，按她的原话说，

“我本来能上个更好的大学，
在这里自己的未来就完了。”
好几次，王慧都出现了轻生
的念头。

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
心，王丽娜为王慧进行诊断
后得出结论，这是得了抑郁
症。“大学生群体处于心理未
成熟阶段，在疫情期间，学
业、家庭关系等因素使得部
分学生出现一些心理上的问
题，如焦虑、抑郁等。”王丽娜
说，单是上周末病房就收治
了两名出现焦虑、抑郁情绪
的大学新生。

王丽娜将大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分为一般心理问题和
心理疾病。“一般的心理问题
主要由学生们的学习压力、

恋爱关系、入学环境适应、人
际交往等方面产生的。这样
的同学占到前来咨询的大学
生数量的2/3。而患有心理疾
病的大学生，只占到了总体
咨询大学生人数的1/3。”

“来访的大学生中，心理
疾病占比最多的就是抑郁症
和焦虑症，能占到所有心理
疾病的一半以上，尤其是抑
郁症。”王丽娜指出，目前山
东省最新的精神障碍流行病
学调查是2015年调查的数
据。数据显示，2015年山东省
18岁及以上人群常见精神障
碍患病率中，因为情绪导致
的心境障碍(如抑郁症)和焦
虑障碍(如焦虑症)分别达到
了4 . 76%、4 . 3%，是所有精神
障碍原因的第二位、第三位。

大学生应该怎样培养健
康的心理状态？王丽娜提出
了几点建议：首先建议大学
生做好时间管理，合理安排
学习时间，并且保持良好的
睡眠习惯；如果心情不好，可
以通过运动30分钟以上、写
日记、喊山等方式进行宣泄，
也可以向好朋友或亲近的人
表达自己的感受；此外，如果
感觉心理压力过大，可以自
己尝试开口大笑，也可以通
过深呼吸、肌肉放松等方式
减压。“如果以上方式都不能
缓解，建议到专业的精神卫
生机构进行诊治。”

对于大学生群体，如何
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心
理调适？欢迎扫码进入直播
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将进
行全程直播。也可以将您的
疑惑发送至邮箱sdxlyz123@
126 .com，专家将在讲座结束
后，集中回答大家的提问。

在校大学生如何调适心理
“心灵驿站”公益讲座24日走进山东女子学院

“姐姐的造血干细胞在弟
弟体内稳定植活，血小板及中
性粒细胞均成功植入，目前各
项化验检查一切都好，可以顺
利出仓了！”

2020年9月14日，山东第一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山东
省千佛山医院)小儿血液科王
红美主任兴奋地把复查结果告
诉了孩子妈妈。这是迄今为止
山东省首例，也是全国为数不
多成功进行的先天性角化不良
造血干细胞移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秦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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