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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个宫颈癌疫苗已入采购平台
上海市民最快可于10月申请接种

■本报记者 张琪

成语集中了中国人的智慧，哪怕是

医学进步到现在，很多成语仍然有其特

殊的含义。比如，“马齿徒增”，比喻年

岁白白地增加了，学业或事业却没有什

么成就。

在浦东医院口腔科主任谢家敏教

授眼里，这个成语的重点在“马齿”二字

上：“数数马的嘴里还有几颗牙齿就知

道马几岁了，人不也是如此吗？”伯乐相

马，看一眼就知道马的年龄，为何？“缺

损了牙齿会导致咬合错位，马脸就歪

了，人也一样。”

谢家敏笑着说：“人到中年，牙釉

质变薄了，此时刷牙要比年轻时轻一

点，避免损伤牙釉质。”牙疼了，赶紧

去看医生，尽量把牙“留住”。谢家敏

说：“牙是有神经的，自己的牙哪怕再

不好，吃东西也香。”实在留不住，“长

期牙缺失会导致牙槽骨萎缩。拔牙

之后，立刻植牙，这样对口腔影响最

小。”

人老了，从面相上来说，最开始是

眼角皱纹，但实际上最大的影响却是牙

齿——瘪嘴老太太一旦装上假牙立刻

就年轻10岁。谢家敏说：“牙齿像植物

的根，缺了一个，另外的牙就不稳了，变

成没牙老人的日子就快了。”

植牙，就是将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

内，然后在人工牙根上方安装上假牙。

常规植牙，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手术固位种植钉，把种植钉打入缺牙部

位的牙槽骨，一般上牙4个月，下牙3个

月，创口才完全愈合；第二部分，待基桩

稳定后，半个月到 1个月取模，接着种

植桥架及义齿。

普通植牙通常需要 3至 6个月，甚

至更长的时间。治疗期漫长的等待，使

很多人放弃，因为不想经受多次外科手

术，全口无牙者更不希望在植牙期间忍

受无法进食的痛苦。

“数字植牙跳过了很多步骤，临床

医生通常只需患者来一次，即可获得规

划手术所需要的所有信息。”谢家敏说，

根据这些信息，计算机软件可以提供一

个模板来指导外科医生放置植入物，

“医生可以提前规划好一切，而不是当

场做决定。”

正因为有一个完全精准对应个体

口腔的模板，医生无需打开牙龈瓣也可

以放置植入物，这样对组织的干扰更

少，恢复更快。而且，健康的牙齿可以

完全保留，不需要磨掉邻近的健康牙

齿。

“经常有人问我，种植牙的寿命是

多久？我说，只要你坚持刷牙，不用牙

齿开酒瓶，种植牙的寿命就跟你自己的

寿命一样长。”谢家敏大笑着说：“种植

牙就像天生牙齿一般，说话时面部表情

和原来一样自然，吃起东西来也像自己

天生的牙齿，不会像活动假牙那样，在

吃饭或说话时可能发生脱落，何乐而不

为呢？”

■通讯员 曹黎静 见习记者 严静雯

“父母双方听力正常，也有可能养出

耳聋宝宝。”在公利医院日前召开的浦东

新区第二届耳聋分子医学诊断研讨会上，

公利医院产科主任陆继红讲到，宝宝耳

聋，是因为父母双方可能携带隐性耳聋基

因。因此，建议婚前检查加入耳聋基因的

筛查项目。

目前，我国听力残疾人士有 2780万，

而 0 至 6 岁儿童患者超过 80 万人。可以

说，每100个听力正常的人中，有6个带有

耳聋基因。

“90%的聋儿父母听力正常，其中

60%的致聋原因是基因缺陷。很多带基

因缺陷的患儿听力障碍不是与生俱来

的，而是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成年之后

才发生的。”公利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陈

晓平介绍，该院从去年开始开展耳聋基

因检测，目前已经接收患者 200余例。诊

治中发现，很多患者是服药后产生耳聋，

而检测结果显示，他们基因缺陷的比例

相当高。由此推断，可能是部分药物对

耳聋基因显现具有“速成”的效果，而不

是单纯的药物致聋。

公利医院耳鼻喉科是浦东耳鼻喉重

点学科群牵头单位，每年的耳聋分子医学

诊断研讨会则是探讨耳聋诊断和治疗的

前沿峰会。此次会议邀请全国和上海市

业内专家参加，而基因检测与治疗依然是

大家关注和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

据悉，耳聋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遗传因

素引起的先天性耳聋，对聋儿进行及早地

干预和康复治疗。筛查还可以提前发现

并预警药物性耳聋敏感基因、提前给予用

药提示，以避免发生药物性耳聋。

■本报记者 张琪

国内首个宫颈癌疫苗已进入上海市

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预计今年 10月就可

以“开打”。

记者日前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市民可

以关注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成人接种

门诊，一旦出现相关公示，在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便能申请注射该疫苗。

除了社区医疗机构，上海国际医学中

心、艾尔贝佳妇产科医院等民营医院均在

近期推出了“宫颈癌二价疫苗套餐”并开

始接受预定，这类套餐包括门诊、检查及

3次注射。

宫颈癌疫苗=HPV疫苗

现代医学已经明确，99%的宫颈癌

都跟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相关。

可以说，HPV 是造成宫颈癌的主要病

因。

上海一妇婴院长、著名妇科专家万小

平指出，目前发现的 HPV 类型超过 200
种，与宫颈癌相关的高危型病毒就有十几

种。其中，70%以上的宫颈癌都与感染

HPV—16和HPV—18有关。

“临床数据显示，我国女性的高危

HPV感染率是 14.2%。”万小平表示，值得

注意的是，病毒通常会在 8到 12个月、最

长不超过两年的时间内被免疫系统“扫

地出门”。只有少数免疫机能比较弱的

女性，无法消灭进入体内的 HPV，造成

HPV持续感染。

市六东院检验科主任杜玉珍透露，小

于25岁、感染HPV常是一过性的患者，两

年内靠自身免疫力可以清除。但是，连续

感染两年以上的高危人群，靠自身清除几

率比较小。她指出：“对于这些患者，目前

没有清除病毒的特效药，只能试着用中

药、干扰素、免疫制剂阻止病毒复制感

染。”

上海发病年龄段现“双高峰”

宫颈癌的发病率在中国女性恶性肿

瘤发病率中居第二位，仅次于乳腺癌。上

海市疾控中心数据显示，目前上海市宫颈

癌发病率在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中居第

九位，死亡率居第十三位，年发病率为

12.1/10万，年死亡率为 3.5/10万，发病顺

位较10年前上升了6位。

此外，过去上海市宫颈癌高发年龄段

集中在 50岁左右，而目前在上海各大妇

产科医院内，宫颈癌患者的高发年龄段有

两个，一个是 25 岁至 45 岁；另一个是 55
岁至 65岁，即发病年龄段呈现“双高峰”

态势。

一套HPV检查价格300元

是不是所有人都要打宫颈癌疫苗？

“已有性行为的女性感染HPV可能性大，

判断是否有必要打疫苗，最好先做个检

查。”万小平指出：“只有感染了高危型病

毒才需要引起警觉，而上海的三甲医院基

本都能做全套检查。”

杜玉珍透露，80%的女性可能一生中

至少会感染一次HPV，所以，在发生性行

为之前接种疫苗更为有效。有关研究显

示，未感染女性在接种疫苗后，HPV感染

率可减少 98%，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

（CIN）发生率减少 97%，宫颈腺原位癌发

生率减少 100%。对于曾有 HPV 感染史

的人群，24岁至 45岁女性接种疫苗获益

率为 66%，与 16岁至 26岁女性 100%的比

例相比明显降低。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新感染 HPV 的

人群而言，接种疫苗获益率仅为 22%，持

续感染HPV人群的疫苗获益率仅为5%。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原则上，9 岁到

45岁女性接种HPV疫苗都是可以的，最

适宜接种的年龄为11岁至12岁。

大大缩短疗程 恢复更快

数字植牙为患者带来福音
谢家敏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

从事口腔临床、教学和科

研工作20多年，在种植修复、固

定修复、无痛微创拔牙领域具

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1997年

参加卫生部第一期口腔种植学

新技术培训，成为国内较早一

批开展种植临床技术的口腔种

植专科医师。其后，又在北京

协和医院、华西医院口腔种植

科进修种植技术，并先后赴法

国、美国、加拿大培训、学习口

腔种植技术及患者管理。他将

数字化种植修复技术与传统技

术相结合，实现安全、精确、快

速、微创种植，目前已成功完成

5000多例种植手术。

他熟练掌握上颌窦提升、

GBR、骨劈开、骨挤压、only 植

骨、种植体周围软组织处理、无

牙颌种植固定修复、无牙颌种

植覆盖义齿修复、以修复为导

向的美学种植修复等复杂技

术，并将种植并发症降到最低；

熟练掌握目前主流种植系统的

设计特点，根据患者系统术前

检查，综合评估追求最小风险，

制定最适合患者的整体治疗方

案，并合理制定个性化的牙种

植维护与随访，确保骨结合和

软组织的长期稳定性，保持最

佳的咬合和美学效果。

擅长口腔种植、口腔修复、

微创无痛拔牙。

上海市浦东医院为口腔颌面外科

特色单位，也是上海市医疗机构口腔器

械消毒技术示范单位，已有 40 多年历

史。口腔科现有医生 9名，其中主任医

师 1名，副主任医师 2名，博士研究生 1
名，硕士研究生 3名。科室整体格局按

口腔科质量控制标准最高要求设计，一

人一诊室，诊疗器械一人一用。

科室分设口腔种植、口腔内科、口

腔修复、口腔正畸、口腔颌面外科等专

业，每日均有专家及经验丰富的高年资

主治医师坐诊，保证了高质量诊疗水

平。科室设有24小时口腔疾病急诊，配

有瑞士彼岸种植机、意大利medesy种植

器械、美国全套骨增量设备、进口综合

治疗台、进口CBCT、进口数字化全景机

以及数字化牙科X线机、进口微创拔牙

设备及器械、进口喷砂洁牙设备、进口

根管治疗仪、进口无痛注射仪、进口喷

砂洁牙机、高压灭菌设备、超声清洗等

国内外系列先进设备。

口腔内科对牙体牙髓病及根尖周

病、牙周病、口腔粘膜病等有着丰富的

临床诊治经验。特色项目主要有：龋病

的早期预防及其治疗、根管治疗术，同

时也将开展牙周病手术及根管外科手

术治疗。

口腔修复科在传统技术基础上引进

新技术项目，以适应和满足不同层次缺

牙患者的需求。开展的项目有常规固定

义齿、可摘义齿、固定—活动联合修复以

及各类全口义齿修复、美容修复。

口腔正畸科在临床上采用直丝弓、

方丝弓矫治技术、舌侧矫治技术、隐形

矫治技术，以及活动矫治器、功能矫治

器等治疗牙列不齐、上下颌骨发育不协

调及纠正不良习惯等。

口腔外科常规门诊开展拔牙、小手

术等治疗工作。专家门诊擅长各类疑

难阻生牙拨除术、各类残断根取出术。

口腔颌面外科是区特色专科，开展

颌面部良性肿瘤摘除术、恶性肿瘤根治

术、各类面部外伤清创逢合术以及各类

颌骨骨折微钛板内固定术。

科室简介

专家简介

及早干预+康复治疗

基因检测避免遗传性耳聋

陈晓平医生在为患者做耳聋基因检测。 □徐网林 摄

谢家敏医生为患者用新技术植牙。 浦东医院口腔科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