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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一打电话他就赶到 出差在外贴钱请人“代班”

寿金牛医生坚持12年送医上门
家住汉口台北三村的读者鄢自立向
本报寄来推荐信，并附上6页纸的材料，推
—位于汉口
荐自己心目中的“好医生”——
台北二路的寿金牛西医内科诊所的寿金
牛医生。

“守护”一对老人
吴人俊老人家住汉口金融花园，去年
85岁驾鹤西去。 其老伴介绍，寿金牛医生
送医上门长达9年，“我就把寿医生当作主
心骨。无论何时，只要一打电话，寿医生就
赶到家里来了。 ”
吴人俊老人患有肝硬化、老年痴呆等

多种疾病。 因为肝硬化引起低蛋白血症，
他每周至少需要注射一次白蛋白。 2008
年那场大雪， 阻断了老人去医院打针的
路。家人找到寿金牛，寿金牛二话没说，拿
起医药箱就走。
自此，寿金牛与子女在美国的吴人俊
老两口结缘。9年来坚持送医上门，并且两
次救老人于病危。
2013年初的一天早晨， 正在公园晨
练的寿金牛接到吴人俊老伴的电话：老人
出现吐血、便血。 寿金牛一路小跑赶到吴
人俊家中，判断老人是肝硬化引起的门脉
高压大出血。家人欲将吴人俊送回黄陂老
家医院治疗，万一老人不行了，也好落叶
归根。寿医生苦劝，老人病情危重，必须尽
快送到医院抢救。家人听从了寿金牛的意
见，就近送到长航总医院。因抢救及时，老
人转危为安。
同年9月的一天晚上， 吴人俊老人突

发高烧。 寿金牛接到电话后立即上门，老
人高烧39.8℃，寿金牛联系医院叫来救护
车，不顾自己年过花甲，把老人背下楼送
上救护车。

晓。
今年虽是古稀之年，但寿金牛医生依
然精神矍铄，他表示，作为一名有着45年
党龄的军转医生，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
社区居民做点实事和善事，也让自己过得
充实。
记者唐智峰

出差贴钱请人“代班”
开业12年来，寿金牛为100多位病人
上门服务，不收出诊费。上门代为打针，多
年来每次仅收取10元钱的一次性输液器
耗材费，后因为材料费上涨，今年才开始
每次收取15元的费用。
家住市中医院台北路宿舍8楼的王秀
英，癌症晚期需要每天在家打针。 寿金牛
每天爬8楼为病人打针。 因为有事要到南
昌出差4天， 寿金牛自己掏钱找到另一家
诊所的医生为自己“代班”。王秀英已去世
4年，若不是记者再三询问，寿金牛贴钱请
人“代班”一事，可能永远只有他自己知

武汉 首届
“老 百 姓 心 目
中的民营医疗
机构好门诊、
好诊所、 好医
生” 评选活动
持续进行中，
欢迎广大读者扫码关注武汉晚报健康
公众号“现代健康报”，点击右下方栏
目“民医评选”进行推荐。

9年前患早期肺癌 听取建议坚持治疗

立体放疗帮老人圆百岁梦
本报讯（记者王恺凝 通讯员韩悦 吴
晶）
“再过几个月我就100岁了。 ”在所有
人谈癌色变的时候，眼前这位患上肺癌的
老人已在武汉市第五医院立体放射外科
的帮助下悄然走过9个年头。
2008年11月，家住硚口90岁的卓爹爹
老是觉得胸闷， 有时候咳的痰里面还带血

丝，家里人把他送去医院一查，发现左肺长
了个鹌鹑蛋大的瘤子，被诊断为早期肺癌。
老人担心手术下不了台， 家人便找到了武
汉市第五医院肿瘤中心主任龙志雄教授。
考虑到卓爹爹已是高龄，还有“老慢
支”病史，手术无法耐受，龙志雄建议选择
放疗来控制肿瘤。不过老人肺内的肿瘤靠

近脊柱，普通的放疗技术可能会伤到脊髓
和肺组织。 但是采用立体放射外科技术，
不仅可以消灭肿瘤，还可以较好地保护肿
瘤周边的正常组织。
家人听取了龙教授的建议，经过不到
一个月的精心治疗，卓爹爹顺利出院了。3
个月后复查，肺内的肿瘤完全消失。现在9

年过去了，卓爹爹的生活与常人无异。
据中国医师协会立体放射外科主任
委员、武汉市放疗质控中心主任龙志雄教
授介绍，2017年世界肺癌大会表明，立体
定向放疗已成为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一
线治疗。对于不可切除或不愿意手术的早
期肺癌，立体定向放疗是首选治疗。

维尔口腔医院种牙特惠 让江城百姓都种得起好牙
“一日得”搞定多年缺牙痛 满口好牙任性吃！ 吃！ 吃！
年关将近不想缺牙过新年
维尔迎来种牙新高峰
随着年关的临近， 不少缺牙老人
开始关心起牙齿的处理问题。 天气冷
加上年末了，团圆聚餐少不了，没有一
口好牙怎么行？ 想进行缺牙处理，却
又充斥着各种担心。
时间紧：“还有两三个月就过年
了，现在处理还来得及吗？ ”
吃饭难：“缺牙吃饭难， 青菜嚼不
动、肉类咬不动，吃口软食还塞牙、牙
疼，吃不了硬东西？ ”
不敢笑：
“
缺了个门牙，都不敢笑，一
笑就觉得尴尬的很，马上过节会客咋办？”
对此， 北京维尔口腔医院武汉分院张
良院长说， 在个人牙槽骨情况和身体
各方面条件都符合种植牙要求的情况
下，可以选择微创即刻种植技术，当天
种牙，当天就能正常使用。

当天戴牙当天啃苹果
“一日得”植牙轻松得满口
早晨来还缺着牙，晚上就戴上了，

全口、半口缺牙、牙齿松动
戴活动假牙不适新办法

种下4颗牙根 日得一口好牙

传统栅栏式
种植牙：种植体颗
数多， 费用高、对
牙槽骨条件要求
苛刻，需植骨手术
及术后愈合、戴牙
冠等待时间长。

一 日 得 4W 植
牙术：仅需4颗种植
体当
“
桥墩”即可架
起整副“牙桥”，无
需植骨；当天种牙、
当天享好口福。

指出，“一日得”植牙技术通过在牙骨上2斜、
2竖种下4颗植体，在20-40角度内，呈W形状
植入牙槽骨， 然后在种植体的基台上安
装“拱形连桥”牙冠，从而不仅稳固、均衡
受力， 而且所采用的种植体颗数少， 费用
低、 特别是像该患者牙槽骨条件差的情况
也同样适用，无需植骨手术及术后愈合、
戴牙冠的长时间等待， 从而实现了当天
种牙，当天戴冠，当天即享美食。

儿女行动越早 父母受罪越少
预期变成了现实，让不少走进北京维尔口腔
医院武汉分院的缺牙市民感受到“一日得”
种得真的很轻松。 昨天，中午新种上牙的一
位老人当晚便成功戴上了牙，开始啃上了苹
果、小饼干。“很多医生都说妈妈的牙骨太薄
了种不了，没想到张良院长轻轻松松就解决
了！ ”一位成功为母亲种上牙的市民来电表
示：“种上的牙就像‘长’在嘴里的牙齿，亲人
都惊呆了！ ”
北京维尔口腔医院武汉分院张良院长

专程请假带着父母来武昌种牙的市
民告诉笔者：“我父母患了牙病， 他们在
忍，我们做儿女的却不能忍。 我们的目的
就只有一个： 让父母不再忍受牙病的折
磨！ 老爷子牙骨太薄，去了好多家医院都
说种不了， 现在听说中科发展研究院的
‘一日得’植牙技术可以成功解决，终于
等到了。 通过提前几天的院长号预约，不
仅一下子减免了五项治疗费， 而且种三
颗还只需交两颗的钱，简直太划算了！ ”

不是每家种牙机构都能做一日得
近期，随着北京中科科技创新发展研
究院（以下简称中科发展院）口腔研究中
心“一日得”植牙技术的宣传推广，也引来
一些不法商家机构也模仿抄袭诱骗消费
者，给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障带来严重
危害。 打击山寨技术，我们绝不姑息，中科
发展院及维尔口腔联合律师发布声明，如
有消费者植牙上当受骗请联系我们，我们
义务无偿协助维权，对不法机构和山寨技
术医生进行严厉制裁。
一看商标:“一日得”植牙技术获得国
家工商总局商标注册许可，商标注册单位

你的父母急需紧急植牙么？
1 单颗多颗缺失： 吃什么都塞
牙，边吃饭边剔牙，牙缝越剔越大越塞
牙。
2 全口或者半口牙缺失：吃饭靠
牙颌一点点磨，牙槽骨严重吸收，面容
凹陷。
3 牙齿松动： 用手指头轻晃摇
动，牙齿出现明显松动。
4 活动假牙不适的人群：嚼东西
刺激牙龈，出现牙龈疼痛、红肿；口感
不适恶心或呕吐；冷热酸痛无法感知，
咀嚼无力、嚼不烂、影响肠胃。
5 多次传统义齿失败者：活动假
牙松动、不牢固，每隔1-3年就要更换。
6 烤瓷牙失败者：传统烤瓷牙出
现牙龈红肿、黑线，萎缩、牙根暴露等
现象。

认准“一日得”注册商标

为中科发展院合资品牌北京维尔口腔医
院有限公司。
二看授权：维尔口腔获得中科发展院
口腔医学研究中心独家授权，维尔口腔全
国五十家连锁均能提供书面授权手续。
三看专家：做“一日得”手术专家，均
有以刘志杰院长、张良院长为首的中科发
展院口腔医学研究中心主任的专家认证。
健康热线027-87261118已开启
为了普及种植牙知识，为让更多市民
放心做种植牙手术，维尔口腔特开启种牙
热线027-87261118， 欢迎更多市民和专

家做一对一的交流。 此外，打进电话报名
成功者，也可享受5重好礼：
1、 种植牙7折，一日得8折
2、 牙齿矫正8折，最高送6000元大礼包
3、 牙齿美容贴面8折
4、 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牙周治疗统
统8折

5、 挂号费、CT全景拍片费、 专家诊疗
费、设计费、牙冠加工费等5项费用全免
报名电话：

027-87261118

现场报名地址：武昌区中北路龙源国际广场A座二楼维尔口腔（地铁楚河汉街站B出口，出站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