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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家

杨涛 长春市儿童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中华口腔医学会委员，

中华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委员，省儿童口腔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儿童

早期错颌矫治，儿童口腔健康管理的咬颌诱导，在牙体-牙髓病、根尖周

病、面部蜂窝组织感染及唇舌系带修整术等方面也有深入研究。

本报讯（记者张添怡）为充分展

现基层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服务群

众的良好精神风貌和职业素养，提高医

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让更多百姓信

任、选择家庭医生服务，近日，长春市举办

家庭医生技能大赛，180名选手登台比拼。

据介绍，此次大赛由长春市总工会、长

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春市卫生健

康委主办，长春市教科文体工会、长春市卫

健委基层处承办，长春市中心医院协办。在

为期两天的比赛中，选手们通过理论考核、

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术、骨折夹板固定术等多

项临床常用技能操作进行比拼。

最终，长春市九台区苇子沟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张娜、绿园区西新镇卫生院的

徐春丽、朝阳区红旗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魏巍，分别获得城镇医生组、乡村医生组

和护理组比赛的第一名。

长春举办家庭医生技能大赛

龋齿是怎么回事

什么是龋齿？简单来说，它是一种细菌性感染疾病。不论乳牙还是恒牙都

可能发生龋齿，它的发生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口腔中的致龋微生物，会在消

化口腔食物残渣时，尤其是含糖食物，产生酸和毒素。这些酸和毒素累积下来

会侵蚀牙釉质,使被龋化的牙齿变得灰暗，牙面不光滑，易有牙垢堆积。久而久

之，牙齿硬组织被龋蚀而产生龋洞，龋洞不断扩大，牙齿硬组织就会一块一块地

崩解，最终只留下残余牙根。这就是龋齿产生过程。

小龋齿诱发大问题

龋齿初期，患者不会感到疼痛。但当龋洞发展到牙本质时，患者吃到冷、

热、酸、甜食物时，就会产生痛感。因此孩子不愿用龋坏牙齿进行咀嚼，食物被

囫囵吞下会加重胃的负担，引起胃痛；粗糙食物不能在胃里消化完全，会影响小

肠对营养的吸收，久而久之影响孩子体质；孩子不愿用患病一侧牙齿咀嚼，长时

间用另一侧咀嚼的话，会影响儿童牙颌系统发育，造成后天畸形。

另外，龋齿还可能影响相邻恒牙健康；乳牙龋齿易向深部发展，形成牙髓

炎、根尖周炎，可能影响恒牙的釉质发育及恒牙的萌出顺序和位置；破损大的牙

冠及根尖外露易形成口腔慢性创伤性溃疡。

还有一点危害要格外强调，龋齿部位多，张嘴讲话露出的全是“小黑牙”，影

响美观不说，还会打击孩子自信心，使其不愿开口交谈，易形成自卑内向性格，

导致人际交往能力大打折扣。

儿童龋齿认识上的两大误区

误区1.孩子乳牙迟早会换，不治也行。

这是很多家长都会犯的错误。如果放任乳牙龋齿不管，会引起乳牙的牙髓

炎、根尖炎，甚至造成乳牙下的恒牙胚发育异常，影响孩子恒牙健康。

此外，如果孩子患有龋齿，说明口腔致龋微生物较多，易导致与龋齿相邻的

牙齿也患龋。而且，孩子换牙一般会从6岁持续到12岁，乳牙和恒牙有很长时

间都是共存的，如果乳牙有龋病，不去治疗，恒牙就会在一个致龋细菌非常多的

环境下生长，同样易患龋。所以，儿童龋齿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误区2.孩子已经做过窝沟封闭了，就不会得龋齿了。

窝沟封闭是在不损伤牙体组织，将封闭材料涂在牙冠咬合面、颊舌面的窝

沟点隙，当材料流入并渗透窝沟后固化变硬，会在牙齿窝沟形成一层保护性的

屏障，阻止致龋菌及酸性代谢产物对牙体的侵蚀，以达到预防窝沟龋的方法。

这种方法主要是对第一恒磨牙（俗称六龄牙）的保护，并不能确保其他位置

的牙齿不会患龋。因此，宝宝做了窝沟封闭后，依旧需要注意口腔卫生。还有，

窝沟封闭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使用久了可能出现磨损，甚至脱落，因此需定期检

查。

儿童龋齿如何治疗

儿童龋齿的治疗方法，主要看龋坏程度和发生部位。

一般来说，一旦出现龋洞，要进行填充治疗，把牙齿内坏掉的部分清理出

去，再用专用材料把牙齿填充完整；如果细菌已“侵犯”到牙神经，需要进行牙髓

治疗；如果龋坏非常严重，牙齿只剩下残冠和残根了，就需要拔除治疗。拔除治

疗时，还需在拔除位置放置缺隙保持器，以维持足够的牙弓长度，防止其他牙齿

倒向空隙位置。

怎样预防龋齿发生

龋齿并不只是发生在儿童期的疾病，成人牙齿也极易出现龋病。预防龋齿

是涉及身体健康的需要终生进行的大工程。对它的预防，最早应“追溯”到胎儿

时期。

牙齿也有“抵抗力”问题，抵抗力好，就不易患龋。牙齿抵抗力主要体现在

牙齿矿化度上。这就需要母亲在妊娠期时注意避免出现高血糖、高血压、缺钙

等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孩子胎儿时期健康发育，牙齿本身的矿化度才有保证。

其次，孩子出生后乳牙萌出前，也要注意口腔卫生。方法很简单，妈妈洗干

净手，用白开水将纱布沾湿，给孩子进行口腔清理。纱布用完后要及时进行清

洗或高温消毒。

当然，孩子牙齿萌出后就要进行更细致更严格的刷牙“操作”啦。

另外，日常生活中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预防“虫牙”的产生：

均衡饮食。给孩子适当补充“粗食”，在咀嚼富含粗纤维的的过程中锻

炼孩子牙齿咬合力，让牙齿更“健壮”，增加牙齿“抵抗力”，同时便于换牙时

帮助松动的乳牙脱落。

少吃零食。尤其是碳酸饮料、果汁、面包饼干、薯片等。

注意补钙。幼儿牙齿刚长出时，不够坚固，需要注意补钙。

吃药前咨询医生或认真查看药品说明，防止药物伤害牙齿健康。

四环素类药物会造成孩子牙齿着色、牙釉质发育不全等问题。

定期做牙科检查。即使牙齿看起来很健康，也要定期找专业医

生详细检查。牙齿健康和身体其他器官的健康一样重要，一样需要

我们细心呵护。

详解各年龄段宝宝刷牙方法

宝宝牙齿萌出后到18个月时，“刷牙计划”就该正式实施了。由于6个

月以后的宝宝，普遍开始添加辅食，口中难免会留有食物残渣，建议妈妈

用乳胶手指刷和温水给宝宝清理口腔。

18个月以后，宝宝自主意识开始建立，需要宝爸宝妈耐心引导，以

身作则，可以尝试和宝宝一同刷牙。这时期仍需要大人帮孩子刷牙，

牙膏用量建议米粒大小，牙膏选择建议使用不含氟或低氟牙膏。坚

持早晚各一次，有利于培养刷牙习惯。

孩子3—6岁期间，最好仍是在父母辅助下刷牙，牙膏用量建

议豌豆粒大小。

6岁以后，需要孩子独立刷牙，但家长要检查刷牙的方法是

否正确，刷牙时间是否有保证。

关于牙齿涂氟的问题

牙齿涂氟，简单说就是用一种含氟物质对每一颗牙齿

表面进行氟化处理，就像日常生活中给手机、遥控器套上

保护套一样，氟就是保护宝宝牙齿的一层“保护套”。

涂氟后的牙齿增加了以下“功能”：1.让牙齿更坚

固：氟能够在牙釉质表面形成氟化钙，让乳牙更坚固，

更能耐受酸的腐蚀；2.修复早期蛀牙：通过涂氟，宝

宝牙齿上出现的小黑点、黑线、小坑洞等釉质破坏，

牙齿脱钙等早期龋齿症状都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修复；3.抑制口腔中细菌生长：氟元素可抑制导

致龋齿的细菌和牙菌斑的产生，以及减少腐蚀

牙齿的酸性物质产生；4.减少牙齿敏感：牙齿

涂氟后，还可以防止牙齿过敏。

涂氟需要到专科医院或专科门诊进

行。不论何种涂氟方式，都是一点不疼的，

且氟化物通常是宝宝们喜欢的水果味，涂

氟过程只有几分钟。3岁后宝宝可进行

涂氟，每半年进行一次。

还要提醒广大家长的是，牙齿涂氟

不是一劳永逸的工程，涂氟后每天还

是要进行正确有效的刷牙，这样才能

更“周全”地保持口腔健康，防治龋

齿出现。

小朋友要用牙线吗

这个问题是临床上我们

一再强调的问题。牙线对

儿童口腔清洁非常重要。

无论你刷牙多认真，总有

牙刷刷毛无法到达的死

角——牙缝，这个部位

就要靠牙线进行清洁。

当宝宝的两颗牙

齿慢慢靠拢到可以

碰到一起，就可以

使用牙线辅助清

洁了。初学者可

以从牙线棒开

始，慢慢过渡

到 洁 牙 线 。

有 条 件 的

话，鼓励每

次进食后

都 使 用

牙线。

“医生，我肚子好痛！”9月25

日上午10时51分，一位孕妇满头是

汗，捂着肚子，在家人的搀扶下走进

吉大二院妇产科门诊诊室。孕妇的丈

夫陪在她身边，神情紧张，有些不知所

措，嘴里焦急地喊着：“医生，我媳妇要

生啦！”

见此情景，当天妇产科出门诊的杨淑

莉医生马上安排护士带孕妇去进行相关检

查。“快去拉平车，通知产房，孩子要出生

了！”得知讯息的门诊医护人员马上兵分几路

开始行动。大家推着孕妇刚走到妇产科门诊

217彩超室前，她忍不住大声尖叫起来。

听到叫声，杨淑莉觉察出不对劲，她迅速为

孕妇查体。“已经看到宝宝的头了，来不及送产房

了。”杨淑莉的话音一落，大家都着急起来，虽然现

场有妇产科医生在旁，但门诊没有接生设备，这种

情况下生产还是比较危急的，宝宝容易感染。

时间不等人，不能再犹豫了。杨淑莉组织大家把

产妇推进217彩超室内，这里被当作临时产房。杨淑莉

一边进行接生前的准备，一边让护士向产妇丈夫询问产

妇情况。了解得知：产妇魏女士，36岁，经产妇，孕足月，

严重贫血。此时产妇宫口全开，自然破水后脐带脱垂，胎

儿胎心率每分钟60—70次。

情况危急。杨淑莉当机立断：马上组织人员接生。她一

边控制分娩速度，一边等待助产士的到来。与此同时，为保证

新生儿安全，科室还联系了新生儿科的医护人员。几分钟后，

助产士拿着产包和婴儿用品跑步赶到了产科门诊，刚一到达立

刻投入工作，紧急为产妇接生。

11时6分，217彩超室内传出婴儿的啼哭，打破了现场紧张、

焦急的气氛，产妇顺利产下一名女婴。简单处理后，母亲被送入产

房，宝宝则被送入新生儿科观察。新生儿科医生说：“宝宝有5斤重，

情况很稳定、暂时平安。”

看着母女平安，顺利渡过难关，产妇丈夫好像才从紧张的情绪中缓过来。他用颤巍巍的

声音说：“看着媳妇被推进彩超室生孩子，我惊慌失措，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就看见医生护

士一波波跑进跑出，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从疼痛中解脱出来的产妇回想当时的一幕，也觉得既慌乱又惊险。她随后给医护人员介绍

了自己此前的遭遇。

魏女士家住农安县，当天凌晨两点多她开始出现阵痛，但羊水没破，也没见红，有过生产经验的

她觉得孩子不会那么快出生，就一直忍着。直到天亮，阵痛越来越强烈，她才让老公带着她赶往吉大

二院。不巧的是，路上遭遇堵车，拖延了些时间。这才发生了在门诊彩超室紧急接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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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添怡 通讯员蔡静）9月19

日至22日，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神志病专

业委员会、中华中医药学会神志病分会、国家区域

中医（脑病）诊疗中心主办，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

业委员会、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神志病专业委员会、

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单位

承办的第一届长白山国际脑病论坛会在长春召开。

来自全国及海外近500名代表参加会议。

作为首次在东北举办的全国性脑病学术论坛，大会

务求实效，重在交流，以“协同蓄力，交流创新”为主题，设

立神志病、国家区域中医脑病诊疗中心（东北区）脑血管

病、疑难病、脑病康复4个主题论坛，邀请了来自日本、韩国

以及国内相关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通过多学科的深度学术

融合，围绕中医传承发展、国际先进康复理念及相关技术推

广、国内外临床研究前沿、中西医结合诊治疑难病等方面展

开专题讲座，交流学术思想，分享临床心得，探讨研究热点。

实现了启迪思维、继承创新的目标，为脑病领域中西医结合

诊疗及国际交流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推动了中医药学的国际

交流、传播和发展，助力健康吉林，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吉林省中医医疗质控中心（脑病专业）

第二次质控会议，总结前期工作成绩，规划进一步质控工作重

点，促进全省中医医疗质量持续改进。同时举办了吉林省中医

药学会第三届脑病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和吉林省中医药学会

第二届神志病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并为主任委员颁发了证书。

协同蓄力 交流创新
首届长白山国际脑病论坛在长春召开

本报讯（记者宋育欣 通讯员宋艳花）为提高家

长对处于青春期子女的健康教育意识和能力，促进

家庭教育和家庭健康和谐发展，日前，抚松县卫生健

康局、县计生协会联合举办2019年“青春健康沟通之

道”家长培训班，60多名家长参加培训。

据悉，今年是中国计生协推广的青春健康“沟通之

道”家长培训项目落户抚松县的第二年。项目培训的目标

人群是18岁及以下青少年的家长。本次培训班为期3天，

特别邀请了经验丰富的青春健康讲师张莹老师授课，课程

以沟通方式与技巧的传授为主要内容，注重科学性和实用

性，通过自我介绍、情境讨论、角色扮演、案例分析、互动体

验等授课方式，让家长了解与孩子沟通的科学方法，总结

与子女交流中存在的不足，体会沟通、理解、尊重、体谅的

重要性。此外，张莹老师还就面对青少年提出的性与生殖

健康问题怎样疏导等话题，向家长朋友提供科学“应对”方

法，帮助家长正确看待青春期孩子面临的问题和困惑，掌

握沟通技巧，引导父母正确教育和陪伴孩子度过这个特殊

时期。

抚松举办“青春健康沟通之道”家长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毕雪 实习生党鹏）日前，2019年

“健康快车”光明行项目现场会在四平市召开。会议

总结了近年来该项目在我省的开展情况，并对下一阶

段申请该项目再次落地我省其他地区作出部署。

据悉，健康快车是贯彻落实国家扶贫战略、推进

医疗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项目具备强有力的组织保

障和精湛的眼科专家团队，除为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

免费复明手术外，还帮助基地医院建立眼科中心，培养

眼科医生，为医院捐赠新设备，在当地留下不走的健康

快车。近10年来，健康快车已11次进驻我省，为我省6

个地区13247位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

会议现场还播放了健康快车宣传片，健康快车车

长、专家组代表介绍了工作情况，四平市、白城市相关

负责人进行了经验介绍，与会人员登上健康快车进行

了实地参观。

“健康快车”光明行项目进驻四平

本报讯 (记者毕雪)日前，第四届

全国高校光电院长论坛在长春理工大

学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高校光电院长

联席会主办，长春理工大学光电工程学院

和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承办，来自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天津大学、清华大学等 80余所国内知名高校

和研究所的 210 余名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就共

同关心的创新科教融合、学科建设、新工科、

工程教育认证、人才培养、校企合作与产学研

结合、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

入研讨。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论坛为全国高校院

所光电学科与专业充分交流学科发展规划、人才

队伍建设、学科建设举措、人才培养创新改革和

产学研深度融合等方面的经验，搭建了一个非常

好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提升了光电学科专业人才

培养的质量。

全国高校光电院长论坛在长举办

龋齿，又称蛀牙、虫牙，是儿童口腔健康的常见问题。在我国，儿童龋齿患病率超过60%。

事实上，小小龋齿也可能诱发大问题。那么，想要告别“虫牙”，我们该从何做起呢？一起来听听

《求证》专家的意见吧。

孩子健康从“齿”开始
本报记者 宋育欣 实习生 党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