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医生15
2017 . 8 . 7 星期一 编辑、组版/王冲 美编/张荣梅

生活日报8月6日讯 随着

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营养水平

的提高，人均寿命有所延长，但

糖尿病的发病率呈持续上升趋

势。据统计，目前我国糖尿病患

病率大约为6 . 09%。

临床数据显示，70%的糖尿

病患者出现全身小血管和微血

管病变，并引起一系列眼部疾

病，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眼球运

动障碍等，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严重影

响视力的一种疾病，已经成为四

大主要致盲疾病之一。糖尿病引

起的失明者比一般人高10到25
倍。据有关资料统计，糖尿病患

病时间越长，患者出现视网膜病

变的比率越大。

那么，生活中应该怎样预防

糖尿病性眼底病？患病后怎样正

确治疗？本周六，本报特别邀请

了省内知名眼科专家、来自山东

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的李

忠恩做客生活日报读者体验中

心，进行糖尿病性眼底疾病方面

的健康讲座。

李忠恩，副主任医师、眼科硕

士。长期从事眼科临床、教学与研

究工作，对各种常见病和疑难病

症，尤其在诊治青光眼、白内障、

糖尿病性眼底病等方面具有较丰

富的临床经验。主持和参与山东

中医药大学名科工程建设、互动

式网络化教学在眼科临床教学中

的应用等多项课题，并在SCI收录

的英文杂志及中文核心期刊杂志

发表多篇论文。

时间：12日上午9点至11点；

地址：生活日报读者体验中

心(历山路118号，优品汇奥特莱

斯广场负一层)

记者 王丽 实习生 陈皓

患了糖尿病性眼底病咋办？来听专家讲讲

二价疫苗正式上市 九价疫苗你还打吗？
追踪报道

□记者 薛良诚 董昊骞

生活日报8月6日讯 日前，葛

兰素史克抛出一枚“重磅炸弹”：其

旗下“希瑞适”获准正式上市，成为

中国内地首个获批的宫颈癌HPV
疫苗。不过，很快，关于比二价更领

先一步的四价甚至九价疫苗已经

出现的事实就被“扒”了出来，问题

接踵而至：打二价还是打四价或者

九价？而且，听说四价、九价都得专

门去香港打，如何选择让很多人颇

感纠结。

九价疫苗更适合国人接种

2015中国癌症统计报告显示，

在女性特有的肿瘤中，宫颈癌位居

第二，仅次于乳腺癌，是最常见的

妇科恶性肿瘤。而且，随着社会的

发展，女性宫颈癌的发病率也逐渐

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是目前

世界上公认的唯一病因明确，可早

发现、早预防的癌症。权威研究表

明，随着全球首支可预防宫颈癌的

HPV疫苗正式2006年上市，很快在

全球百余个国家陆续实施接种。

等待了11年之久，“希瑞适”正

式获准进入中国市场。对于国人来

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意味着更多

女性可以通过注射疫苗的方式远

离宫颈癌。不过，很快，一个消息在

网上迅速发酵：相对于国内姗姗来

迟的二价疫苗，九价疫苗早在2016
年4月就已获准在香港上市。那么，

问题来了：既然有更先进的九价疫

苗，二价疫苗你还打吗？据介绍，二

价疫苗即可以预防两种HPV病毒

亚型，hpv16和hpv18；四价疫苗即

可以预防由hpv6、11、16、18病毒引

起的宫颈癌；九价疫苗即可以预防

由hpv6、11、16、18、31、33、45、52、
58病毒引起的宫颈癌。不难看出，

九价是在二价、四价之后的升级可

预防90%由HPV病毒引起的宫颈

癌、80%宫颈(癌前)病变以及90%
的生殖器疣(尖锐湿疣)、95%的肛

门癌。而四价只能预防70%由HPV
病毒引起的宫颈癌及90%的生殖

器疣(尖锐湿疣)。二价只能预防

70%由HPV病毒引起的宫颈癌，并

不能预防尖锐湿疣。

“由目前来看，四价和九价宫

颈癌疫苗是对二价的补充。相比二

价，四价和九价苗预防的范围更

广，效果也更好，更关键的是，九价

苗包含了亚洲人群更易感染的

HPV52、58型病毒，这一点是非常

重要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二价苗

不好。”有疾控专家表示，大部分的

宫颈癌都是由16、18两种病毒引起

的。也就是说，接种HPV二价疫苗

就可以保护绝大多数的年轻人群，

预防宫颈癌。

此外，还有一点，葛兰素史克

的“希瑞适”与目前研发出九价疫

苗的默沙东是不同的药厂。2006
年，美国默沙东药厂研发的全球首

支宫颈癌疫苗(GARDASIL)，即四

价HPV疫苗。2009年，英国葛兰素

史克公司的HPV疫苗(Cervarix)
即二价HPV疫苗上市。因此，默沙

东药厂也提醒，接种了二价后如果

加强防护接种九价，目前还没有相

关案例支持。

内地获批上市仍遥遥无期

“要知道HPV疫苗2006年正式

上市，已经在百余个国家广泛接种，

就连咫尺相邻的香港也在2007年上

市，而在内地足足拖了11年。”“四价

苗何时在内地上市还无从所知，九

价苗在内地上市更是遥遥无期。”针

对九价疫苗何时上市，记者采访了

与默沙东药厂有业务合作的爱康集

团山东分公司。作为省内最早开始

宫颈癌疫苗接种的机构，爱康山东

分公司总经理陈先琴女士介绍，公

司目前与香港快验保等达成战略合

作，提供赴港接种HPV疫苗(九价)的
一站式服务。近期，公司刚刚又联合

旅行社推出了赴港游+打疫苗的优

惠活动。

据介绍，爱康集团是中国领先

的健康管理集团，并于2014年登陆

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成为国内

第一家健康体检上市企业。集团旗

下拥有爱康国宾、爱康卓越、爱康

君安等12家子公司，每年为数百万

客户提供健康体检、疾病检测、齿

科服务、移动医疗、私人医生、职场

医疗、疫苗接种、抗衰老等健康服

务。

“二价疫苗建议接种年龄为9-
26岁，对于年轻人来说，疫苗越早

接种效果越好，而很多女性已经超

出二价疫苗接种年龄了，而九价对

年龄的限制则放宽了许多。”陈先

琴透露，下一步，公司将进一步拓

展赴港业务，同时积极开展公益活

动，走入企业、校园等，推广宫颈癌

防治知识，让更多人远离宫颈癌。

“第一书记”健康扶贫进万家
由可恩口腔发起的大型口腔义诊活动正式启动

□记者 秦聪聪

生活日报8月6日讯 由济南市

公安局派驻南部山区仲宫办事处东

董家村“第一书记”卢海龙、济南市

仲宫街道办事处东董家村村委、济

南可恩口腔医院联合举办的“健康

扶贫进万家”大型义诊活动于本月

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源自于济南市公安局

“第一书记”卢海龙给济南可恩口腔

医院打来的邀约电话。由于他所帮

扶的东董家村地处偏远、集体经济

薄弱，且外出务工人员较多，村中剩

下的多是老弱妇孺。许多老人、妇女

因要照顾孩童及家中田地，再加上

经济困难等原因，平时很少有机会

到医院就诊或查体，且口腔保健意

识不强，对于口腔疾病很难早发现、

早治疗，书记及村委希望可恩口腔

医院能够组织义诊团队深入乡村，

让贫困村的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一

次医疗体验服务。

可恩口腔医院对此次活动非常

重视，由可恩口腔医院总院长亓庆

国、事业发展部总经理党春照带队，

与各科室专家组一起走进仲宫镇东

董家村，为村民们免费口腔义诊，适

龄儿童免费窝沟封闭，并发放口腔

保健大礼包，受到了村民的一致赞

誉和感谢。

出席启动仪式的济南人民警察

职业培训学院政委李立东发言指出，

口腔保健对身体健康极为重要，地方

政府与企业应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

织提出的“8020计划”，做好群众的口

腔保健工作，提高市民的口腔保健意

识，尤其要尽力帮扶贫困落后地区，

将“健康扶贫”列入扶贫的重要项目

中，多多进行公益义诊活动，在保证

民众健康的基础上，做好精准扶贫工

作，尽快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可恩口腔医院总院长亓庆国也

表示，可恩口腔医院作为山东本土企

业，多年来一直坚持以“预防为主、防

治结合”的宗旨，以提高广大群众口

腔健康意识，提高我市居民口腔卫生

健康水平为己任，将来也会更加积极

地配合政府工作，将口腔义诊深入到

贫困地区，为贫困地区的民众宣传牙

齿保健的正确方法，提高口腔保健意

识，真正把口腔健康送到百姓身边，

为政府的扶贫工作尽一份力，支援

“第一书记”打赢脱贫攻坚战。

□记者 王丽 实习生 陈皓

生活日报8月6日讯 现如

今，牙齿缺失越来越成为老年

人的烦心事，缺牙不仅影响了

生活质量，还与人的健康长寿

有密切关系。那么，牙齿缺失都

有哪些危害？应如何预防？在8
月5日上午举办的生活日报读

者体验中心健康大讲堂公益讲

座现场，济南圣贝口腔医院院

长相金贵一边给广大读者细心

剖析目前口腔疾病的致病原

因，治疗方法和预防方法，一边

给现场的读者解答疑惑，赢得

读者阵阵掌声。

相院长介绍，国人大概有四

分之一存在不同程度的缺牙问

题，我国80%-90%的老年人都

存在着缺牙现象，有超过80%以

上的60岁的老年人缺牙超过三

颗。而老年人缺牙不仅会造成咀

嚼功能减退，影响食欲和营养吸

收，还会造成加速衰老，记忆衰

退，甚至会诱发心脑血管等疾

病。所以牙病的防治任重道远。

相院长建议，想要保护牙齿预防

疾病不仅需要注意平时的口腔

卫生，比如建立健康的饮食习

惯；一天至少刷两次牙，一次至

少三分钟；牙刷必须3个月更换

一次，最好1月更换一次等等这

些细节问题，更要定期到医院检

查口腔以预防疾病。

现场，济南圣贝口腔医院还

为广大读者进行了免费的口腔

检查，不少读者都夸赞读者体验

中心健康大讲堂活动接地气，开

眼界，长见识，服务了大伙！

据悉，本周六上午健康大讲

堂将由另一位大医生——— 眼科

专家李忠恩继续为读者送健康。

八成以上老年人面临缺失牙
济南圣贝口腔医院专家上周做客本报读者体验中心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李忠恩主任本周六做客本

报读者体验中心，主讲糖尿病与眼底疾病关系

警察学院政委李立东、驻村“第一书记”卢海龙与可恩口腔医院总院长

亓庆国交流义诊情况。

可恩口腔医生为村中适龄儿童

进行免费窝沟封闭。

济南市口腔医院———

开辟绿色通道急救舌伤男童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尹静 张玮 解建立

生活日报8月6日讯 “大

夫，快救救我的孩子吧，舌头被

咬断了！”7月31日下午3点，伴随

着120救护车急促的警报声和家

长哭诉声，济南市口腔医院急诊

(综合)科从章丘转运来一名小

患者，一个一岁多的男童。

据孩子妈妈说，当天上午玩

耍时不小心摔伤，导致舌头被“咬

断”，流血不止，当地医院由于条

件有限，建议到专业医院进行救

治。经检查发现，男童的舌头自左

向右有一半呈弧形被咬裂，深达

舌肌肉层，需要即刻进行清创缝

合手术。鉴于孩子年龄太小无法

配合，加之舌组织较脆、活动度

大，伤情较重，急诊(综合)科医护

人员马上向医务科及分管院长进

行了汇报，并立即启动急救应急

预案，走急诊绿色通道，并联系麻

醉科(手术室)、儿童口腔科、口腔

颌面外科专家会诊，共同制订手

术治疗方案。

该院麻醉科吴庆忠主任医师

介绍，鉴于患者年龄小，且是较重

的舌外伤手术，立即制定了喉罩

下吸入的全麻方案。最终，颌面外

科医生黄国倩等在麻醉师保驾护

航下，仅15分钟就顺利完成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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