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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健康快车”白内障专家到南阳市九院
预约专家手术火热进行中

2019年5月31日-6月1日，“中华健康快车”委派北京协和医院眼科教授刘小伟，亲赴南阳市

第九人民医院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请白内障朋友提前预约，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预约电话：63082747 18639828626 13838727135

医院地址：南阳市百里奚路 1169号（原南阳铁路医院），市内乘 10路、39路公交车到

市九院站下车即到。 (宛)医广[2018]第 1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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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牙”、牙列不齐、张口呼吸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和颜值，本报连线市口腔医院专家——

儿童节，送孩子一份护牙“宝典”
口腔健康是身体健康的重

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儿童龋

齿患病率和牙颌畸形发病率较

高，已成为严重危害广大少儿身

心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

际，本报健康养生工作室连线

市口腔医院专家，为孩子们送

上口腔疾病防治“宝典”——

龋病俗称“虫牙”、“蛀牙”，

是口腔主要的常见病，也是人类

最普遍的疾病之一。据第四次

全国口腔流行病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 5 岁儿童乳牙患龋率为

70.1%，比十年前上升了 5.8 个

百分点；12岁儿童恒牙龋患率

为 34.5%，比十年前上升了 7.8

个百分点。

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一科

主任尚娟说，龋病是细菌性疾

病，最初的表现是牙齿局部变

色，一般为黑色，有时在上前牙

表现为白垩色改变，进而牙齿表

面硬组织剥脱，形成龋洞。龋病

可引起孩子牙痛，牙龈、面部肿

胀，甚至高热等全身症状。龋病

长期得不到治疗，可造成儿童偏

侧咀嚼，双侧面部发育不对称；

还可影响恒牙的正常发育和萌

出。如果没有健康的牙齿，孩子

就不愿吃纤维多的蔬菜和肉食，

造成偏食等不良饮食习惯，影响

全身正常生长发育。

虽然乳牙终将被替换，但

不能忽视乳牙龋病，以免给儿

童口腔颌面部和全身带来不良

影响。另外，替牙期恒牙萌出

后滞留的乳牙和多生牙应及时

拔除，以减免牙颌畸形的发生。

儿童患上“虫牙” 不容忽视

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二

科主任崔彩霞认为，预防龋齿

有效方法是窝沟封闭。窝沟

封闭就是用无毒无害的流动

性树脂材料将凹凸不平的窝

沟部位充填起来，形成一层保

护性屏障，阻止细菌及食物残

渣的存留，从而可以预防龋

齿。窝沟封闭主要应用于乳

磨牙、恒磨牙及恒前磨牙。封

闭的合适时机是牙冠完全萌

出，龋齿尚未发生的时候，一

般乳磨牙在 3-5岁，第一恒磨

牙在 6- 8 岁，第二恒磨牙在

11-13岁时。

有效预防“虫牙” 窝沟封闭

市口腔医院副院长、主任

医师王照林提醒说，儿童牙列

不齐一定要把握好矫正时间。

如果患者仅有牙列不齐，

无颌骨发育异常，最佳的矫治

时间应为 12-14 岁，此时第二

恒磨牙初萌或尚未萌出。如

果患者既有牙列不齐又伴有

颌骨发育异常，如“地包天”、

脸部偏斜等，应早期发现、早

期治疗，一般在儿童 3 岁半后

能 够 配 合 医 生 即 可 接 受 治

疗。由于各种因素引起的上

颌前突或下颌后缩，临床表现

为门牙朝外，俗称“龅牙”，绝

大部分患者是由于上颌过度

发育或下颌发育不足引起，矫

治 的 最 佳 时 机 应 在 10 岁 以

前。家长应定期带孩子到医

院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以免错过合适时机。

治疗牙列不齐 把准时机

小孩睡觉张口呼吸、打呼

噜，这其实是一种疾病。这种

疾 病 是 孩 子 颜 值 的“ 隐 形 杀

手”。市口腔医院耳鼻喉科主

任张宗德说，正常情况下，人们

呼吸空气是经过鼻腔，自然表

现是上下唇微微闭合。正常的

鼻呼吸功能是引导牙颌及颜面

部正常发育的保障。然而一些

儿童因腺样体、扁桃体肥大或

慢性鼻炎、鼻甲肥大等不能正

常用鼻呼吸，而被迫长期张口

呼吸，久而久之，可出现孩子的

颌面部和牙列发育畸形，甚至

出现鼻翼基底变窄，上颌及上

前牙前突，下颌后缩、短小，上

腭狭窄高拱，牙齿排列不齐等

畸 形 ，即 所 谓 的“ 腺 样 体 面

容”。孩子正处于身体的生长

发育阶段，长期张嘴呼吸不但

睡眠质量不好，还会造成大脑

缺氧，影响智力。因此，应及早

到耳鼻喉科和正畸科进行早期

干预。

孩子张口呼吸 赶紧治疗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也是孩子口腔健康第一责

任人。市口腔医院主任医师、

刘中寅院长给出儿童口腔保健

方案：1.婴儿出生之后，家长应

每天用软纱布或软毛牙刷为孩

子擦洗口腔。2.0-3 岁儿童的

口腔护理应由家长帮助完成，

每日至少 2次；3-6岁，家长和

幼儿园老师可开始教儿童自己

用最简单的“转圈法”刷牙。3.

帮助孩子戒除吮指、咬下唇、吐

舌、口呼吸等口腔不良习惯。

否则会造成上颌前突、牙弓狭

窄、牙列拥挤等口颌畸形。4.

乳牙龋应及时治疗，避免对孩

子的口腔健康乃至全身健康造

成影响。5.适龄儿童进行窝沟

封闭和氟化物防龋。窝沟封闭

时机一般为：乳磨牙（3-5岁），

第一恒磨牙（6-8 岁），第二恒

磨牙和前磨牙（11-13 岁）；对

易患龋的孩子还应该进行牙面

涂布氟化物防龋，一般建议 3-

15岁孩子每年接受1-2次涂氟

防龋。6.定期带孩子到医院接

受口腔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

疗。

温馨提示:“六一”期间，南

阳市口腔医院对全市少年儿童

推出一周的惠民活动；“六一”

节上午9:30-10:30,该院将在

医院五楼西健康教育室举办

“儿童口腔保健”、“小儿鼾症”

相关知识讲座和义诊活动,广

大市民朋友可通过该院微信公

众号或现场报名,到场的每一

位小朋友都可得到精美的口腔

保健品一份。

儿童口腔健康 家长责任

本 报 讯（记 者 高 超

通讯员李腾飞）记者从南阳

佑安堂中医馆获悉，前不久，

相关部门在郑州就“中医药

事业传承发展”展开调研。

梅氏肛肠第四代传人梅寅作

为中医药传承人唯一南阳代

表应邀参加座谈会。据悉，

全省共有 5名中医药传承人

代表参与座谈。

梅氏肛肠创立于清朝，

至今已经传承发展百年，其

对痔疮、肛瘘、肛裂、肛周瘙

痒等多种肛肠疾病的治疗方

法独特，无需手术，既可减轻

患者痛苦，也避免了手术治

疗可能带来的后遗症，其技

术和治疗效果得到广大患者

的认可。座谈会上，梅寅结

合临床和科研实际，介绍了

中医对部分疾病治疗的突出

优势，并就中医诊疗标准化、

健全中医评价体系等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表示要传承发

展好中医药事业，造福更多

患者。⑩7

座谈中医发展 谋求造福患者

坐 诊 于 市 中 心 医 院 北

100 米路西汉冶北关社区卫

生服务站年近九旬的赵元春

医师研究出微量给药新疗法，

只在患者耳穴贴上高效微量

药即可。用于治疗过敏性鼻

炎、青少儿哮喘、复发性口腔

溃疡、过敏性荨麻疹、血小板

减少性紫癜、慢性肾炎、溃疡

性结肠炎、下肢溃烂、红斑狼

疮等，用化验照片对比，一个

月外贴10次，有显著好转。

耳穴贴敷微量给药新疗法

□本报记者 华 兴

女子节食减肥
不料“瘦”出脂肪肝

夏季到了，很多人开始了新一轮的减肥，吃违禁减肥

药，针灸减肥，节食甚至绝食……一些人不惜伤害自己的

生命来完成减肥大业。殊不知，你的每一次疯狂减肥，都

是对自己身体的一次无声虐待。

市民张女士今年 28 岁，

为了夏天能显出完美身材，

张女士拒绝米饭，每天以黄

瓜果腹，每天晚上都不吃饭，

早餐与午餐吃得很少，每天

下班之后，还会慢跑一个小

时……坚持了一年后，体重

由 原 先 的 135 斤 降 到 112

斤。可是，虽然比以前瘦了，

张女士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

了不适，经常乏力、疲劳、食

欲不振，还总是恶心呕吐。

去医院检查，结果让她大吃

一惊，居然是脂肪肝。节食

减肥似乎很有效果，但是却

得了脂肪肝，这是为什么呢？

节食减肥23斤，却“瘦”出脂肪肝

专家解释，人体在营养

不良的情况下，机体无法获

得必需的能量，就会将身体

其他部位储存的脂肪通过肝

脏转化为能量，大量脂肪进

入肝脏就会导致脂肪肝。

“暴力”减肥弊端颇多，

因此有减肥需求的成年人每

周减重最高应不大于 1.2 公

斤。盲目节食减肥易伤身。

节食来减肥，是十分容易生

病的，并不提倡。经常不吃，

空腹时间过长，使胆汁分泌

减少，胆固醇就容易沉积形

成胆囊结石。尤其是女生，

盲目节食会月经不准时。这

是由于节食减肥给减肥者造

成巨大心理压力，引起精神

状态改变，从而影响月经的

正常来潮。

减肥过度也会患上脂肪肝

控制饮食和适度运动，

是科学的减肥方法。饮食

要清淡、低脂、低糖、低盐，

补充适当的蛋白质和维生

素、高纤维，控制总热量的

摄入。

另外，每天要坚持适当

的有氧运动，如散步、游泳

等。此外，中医常常使用的

针灸、埋线、耳压等方式，通

过对穴位的刺激，达到减肥

的效果。⑩7

减肥得控制饮食适度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