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21年3月2日 星期二 编辑 吕冬雪
科教卫

Email:jlrbBS3BS@163.com 电话：（0431）88600592

（本栏目与省科学技术协会合办）

本期专家

王圣:主治医师，长春市口腔医院种
植中心副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口腔医
学院，中华口腔医学会种植专委会会
员。擅长疑难种植植入，疑难骨增量，
全口即刻种植即刻修复，疑难牙槽外科
等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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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会听到身边有些人抱怨智齿痛想拔牙，而拔了智齿的人又抱怨脸会肿得很厉害，那么，长了智齿到

底拔不拔?该怎么办？本期《求证》栏目我们就邀请专家为大家支招。

2月2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发布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通报表扬

2018-2020年改善医疗服务先进典型的通

知》。通过层层筛选和审核，省中医药科学

院第一医院党委书记陈心智在“以人文为

媒介，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举措方面被评为

改善医疗服务先进个人。这是该院多年来

坚持人文关怀、一切为了患者满意所取得

的成绩。

近年来，陈心智带领全院干部职工，主

动求思、求变，将“办成群众最贴心、最信任

的中医院”作为奋斗目标。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要把人民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医院

工作成效的关键，不断加强改善医疗服务，

全面提升群众的就医感受。

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医院创建于1958

年，是一所三级甲等医疗机构。这所拥有

悠久历史文化的医院也曾一度陷入低谷。

“强化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是关键。”

2013年5月陈心智任该院院长，他认真回

顾和总结了医院60余年发展历程，认为医

院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科研、医疗实力也不

差，缺乏的是思想动力，对中医药文化没有

足够坚定的自信。

陈心智审时度势，尊重传统中医药的

发展规律，结合医院现有的特色和长处，以

不断改善医疗服务为主线，确定了“医道天

德”的办院理念，“医道”是指从医之道，“天

德”是对患者奉献仁爱，却不计回报之德。

并坚定不移地走“学科、专科、专病、专家”

的发展道路，制定了“凝聚先进文化，富有

地域特色和鲜明学科优势，一流的中医药

科学院”的发展目标。

在“医道天德”理念的引导下，该院的

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不久前，86岁的患者崔广荣，拄着拐杖

颤颤巍巍地来到该院党政办公室，表达了

对该院外科医护人员的感激。

崔大爷患有蜂窝组织炎，外科大夫李

勇海建议其住院治疗，并施药膏排脓。因

受病痛的折磨，崔大爷行走不便，李勇海就

扶着他去做检查；没带换洗衣服，儿女又不

在身边，外科值班护士帮他换病号服，还将

他换下的衣服洗净晾干。住院期间，崔大

爷受到了医护人员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

顾，他非常感动地说：“医生护士就像我的

亲人那样贴心。”

走进医院门诊大厅，一抬头便会看到

一行醒目的标语：药品不好找院长，态度不

好找书记。

这是陈心智2013年提出来的对就医患

者的庄严承诺。他作为药品质量的第一责

任人，把抓药品质量当做头等大事，并建立

“巡视制度”，对出入库药品进行抽查巡视，

实行“三级管理模式”。院党委书记把服务

态度纳入党务工作责任制，建立礼仪化服

务标准、窗口服务语言行为标准等，设置患

者意见箱。为进一步畅通医患沟通渠道，

该院将院长和书记的手机号公开，患者可

直接与院长、书记对话。

这一句承诺成了医患之间的一座连心

桥，温暖了无数患者的心。很多患者都说，

走进医院第一眼看到那句话，心中就非常

踏实。

8年来，该院广大干部职工积极践行着

这句承诺，让患者安心、放心，提升了患者

的就医体验。渐渐地，患者在增多，投诉在

减少；服务在增加，问题在减少。该院围绕

患者需求，把工作做到患者心坎儿里，越来

越受到当地群众的信任。

正是因为有了思想上的统一和文化上

的共识，8年来，陈心智带领全院干部职工

共同努力，实现了医院由弱变强的发展之

路。现在，医院日均门诊量是8年前的5

倍，在全省公立医院中患者量增长率连续

排名第一，为患者提供了优质的医疗服务，

赢得了百姓的信任与赞誉。

据悉，该院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的新

院区正处于建设阶段，国家中医临床研究

基地和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项目的建

设正在有序推进，医、学、研协同发展，将为

患者提供更加贴心、周到的中医药服务。

在2019年度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成

果、优秀人才奖励大会上，陈心智作为我省

唯一的省级医疗机构代表荣获优秀管理人

才奖，这也是我省公立医院管理专家首次

获得此项殊荣。

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面对国家大

力扶持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机遇，立足

全省，面向全国，陈心智信心百倍地说：

“全省人民把掌声和信任给了我们，我们

绝不能辜负这份信任，一定会用精湛的中

医医疗技术和高品质的医疗服务来回报

全省人民。”

一 切 为 了 患 者 满 意
——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医院为民服务记事

本报记者 张添怡

智齿的医学名称为“第三磨牙”，位于口腔

的最里面，是发育萌出最晚的一颗牙齿，萌出的

年龄约为17-22岁，此时人的心理和生理均接近

成熟，所以第三磨牙也被俗称为智齿。

智齿可以被视为人类发育进化的标志，在

撕咬生肉的原始时代，人类祖先需要依靠更多

的磨牙将食物嚼碎，但随着人类的进化，摄入的

食物越来越精细，人类不再需要强大的咀嚼功

能，颌骨出现逐渐退化缩小，牙齿功能也逐渐废

退，颌骨的退化较牙量退化不一致，导致骨量相

对小于牙量，颌骨缺乏足够的空间容纳全部恒

牙。因萌出的空间不足，智齿往往会出现不同

程度的阻生，有些人口内可见，有些人的却完全

埋伏于颌骨之中。

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是否有智齿

王圣：对于大多数人，有一个简单的自查方

法：以两颗门牙中间为分界线，分别向两侧后方

数牙齿，如果可以数到第8颗，那说明口腔内有

智齿萌出，如果口内看不到智齿，还可以通过拍

摄X光片来进一步确定是否有智齿埋伏于颌骨

内，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长智齿，也不是每

个长智齿的人都会长4颗智齿。

智齿一定要拔除吗

王圣：通常我们建议，以下几种情况的智齿

需要拔除。

（1）无论何种方式阻生的智齿，如果周围牙

龈出现反复的发炎，出现肿痛，那就应该尽早拔

除，若不及时进行治疗，炎症扩散至周围组织，

严重可危及生命。

（2）对于挤压邻牙的智齿，日常会出现食物

嵌塞的情况，因清洁困难，邻牙会出现龋坏、吸

收，甚至更严重的会出现神经疼痛、松动等症

状，这样的智齿也应尽早拔除。

（3）已经发生龋坏的智齿，或出现神经疼痛

的智齿，因其在口腔最深处，治疗操作很难完

成，也建议拔除。

（4）一些青少年在正畸治疗过程中或治疗

前需拔除智齿，以确保正畸治疗方案的顺利进

行及后期正畸效果的维持。

（5）无稳定咬合关系的智齿，长期可影响正

常咀嚼，也会导致咬合紊乱及颞下颌关节疾病，

建议尽早拔除。

（6）智齿若引起牙源性颌骨囊肿或肿瘤时，

应摘除。

什么样的智齿不需拔除

王圣：（1）上下颌智齿能够完全萌出，且位

置正常，能够正常行使咀嚼功能的智齿可以保

留。

（2）完全埋伏于颌骨内，对周围牙齿及神经

无压迫，可暂时保留，定期观察。

（3）缺失第二恒磨牙时，智齿经正畸医生会

诊后可牵引代替缺失牙时，应予以保留。

什么时候不能拔除智齿

王圣：（1）智齿周围牙龈发炎时，不适宜拔

除，应先进行抗炎治疗，待智齿冠周炎症状消除

或减轻时，再进行拔牙，炎症期拔牙可能会导致

炎症扩散，出现邻近组织发炎。

（2）严重的肝、肾功能损坏及肝病活动期不

适合拔牙。慢性肝病、肝硬化，由于肝功能不

好，使参与凝血过程的酶原和纤维蛋白的含量

减少，有出血倾向，拔牙后的创口会出血不止，

建议全身系统疾病得到控制时再行智齿拔除

术。

（3）女性月经期不适合进行拔牙，否则会出

现代偿性出血，拔牙术后出血较多不易止血。

可以一次拔多颗智齿吗

王圣：医学上并没有严格限制一次性可拔

几颗，但是不建议一次性拔掉4颗。

首先，拔牙是一种创伤，所产生的最直观的

反应就是疼痛，拔的牙越多理论上疼痛感就越

强。常规地讲，一次性拔4颗一般的牙齿，绝大

多数身体健康的人是可以承受的，但智齿不同

于一般的牙齿。

其次，4颗智齿长在嘴的两侧，同时拔掉后

会疼痛、流口水，还会有些出血，这样吃饭就会

很困难。

另外还有护理上的困难，因为饭后避免不

了产生食物残渣，总有清理牙齿的环节。4颗智

齿同时拔掉就会有4个洞，在护理上就不容易操

作，而且有的人容易出血，护理不好还容易引起

发炎、肿痛等。有的人在拔牙以后伤口不停流

血、发炎、疼痛，如果拔的4颗牙同时出现这种情

况，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如果有的智齿还没有长出来，需要切开牙

龈翻瓣拔牙的话，就更不建议一次性拔了，因为

这种创伤更大，给人带来的痛苦更多，护理起来

难度更大。

所以，除非时间实在安排不开，建议患者朋

友们最好在时间充足、身体状态好的情况下，分

批次拔掉智齿。比如一次拔其中一侧的上下两

颗，过一两周再拔另一侧的上下两颗。

拔除智齿应注意哪些事情

王圣：拔智齿前注意事项：

（1）吃饱饭。拔牙前一定要先吃饱饭，因为

刚拔完牙吃饭不方便。

（2）拔牙不要太紧张。如果对疼痛特别敏

感，可以在拔牙前半个小时吃片止痛药，这样打

麻药的时候疼痛也不会很明显。

（3）吃点消炎药。拔牙前，如果牙龈发炎，

要先吃消炎药，常用的消炎药是甲硝唑和阿莫

西林。

（4）女性最好不要赶在例假期拔牙，出血会

多一些，感染的机会也会多一些。

拔智齿后注意事项：

（1）建议拔牙后1-2小时之内尽量不吃东

西，而拔牙后2-4小时之内如果要吃东西的话尽

量选用一些无渣流质饮食。另外，冷的食物不

建议吃。

（2）饮食清淡。刚刚拔牙的患者在饮食中

一定要注意，必须以清淡为主，对于一些荤腥的

食物应尽量避免食用。另外，坚决不吃辛辣食

物，否则可能导致伤口出血。

（3）24小时内不刷牙。建议拔牙后24小时

不要刷牙和大力漱口，防止拔牙的创口里已经

形成的血凝块掉出，引起再次出血。如果拔牙

当天出血比较多，可以在创面上再放纱块和棉

球。

（4）不剧烈运动。拔牙当天不建议泡温泉

或者用过高温度的水洗澡，拔牙两天内不要剧

烈运动或者从事重体力劳动，也不建议拔牙后

马上进行长途旅行。

（5）建议1周内戒烟、戒酒，避免发生干槽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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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患者目前出现骶尾部疼痛，右侧为著，骶前

会阴部复发灶较前无明显变化，但骶骨病灶较前明显

增大……”每天早上7点半，省肿瘤医院放疗二科副主

任王冰都会带着医生们查房。

肿瘤患者进行放疗的日期都是根据患者病情安排

的，有些患者需要在春节期间放疗，所以科室所有医护人

员春节假期都不休息，分为早晚班，保证24小时在岗。

医院行政、医疗、护理还设了总值班人员，并有院领导在

岗带班，层层保障。

每天上午8时，王冰和医生们开始根据患者病情变

化讨论调整治疗方案，随后开始接待门诊患者。午休时

间，她赶紧吃口饭，便去画靶区，下午再接着看患者，布置

科室。“我们每天都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画靶区

上，一般完成一个头颈部肿瘤的靶区就需要4-6个小时，

务必毫厘必争，精益求精，这样才能保证精准医疗。”王冰

介绍说，为了能心无旁骛地画靶区，她们大多利用午休或

下班后的时间来画，一画就要画到晚上七八点。即使要

过年了，她们也依旧很忙，一刻也不敢懈怠。

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节在院的患者要比以往多，所以

医院在为患者营造过年气氛上做了很多工作。

临近春节，医院张灯结彩，还在除夕夜为患者准备了

饺子和礼物。今年，王冰所在科室不仅精心布置，还贴上

了科室护士长11岁儿子手写的春联，她们想让患者收到

来自孩子的最纯真的祝福。王冰说：“今年春节，我们科

室不仅准备了水果、瓜子和糖，还特意准备了投影仪，我

们陪患者一起看春晚、吃年夜饭。”

78岁身患肺癌的邓大娘已入院1个多月了，刚入院

时，因肺癌病灶侵及右后肋，导致局部明显疼痛，王冰就

和其他医护人员轮班陪她聊天，舒缓她的情绪。护士们

像家人般带她去治疗，帮她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后

来每次查房，邓大娘都会拉着王冰的手多聊几句，“闺女，

这两天冷，你早上来得早，得多穿点啊，别感冒了……”

真心换真情。每逢佳节，王冰都会收到患者发来的

祝福微信，有的患者都出院三四年了，还和她保持联系，

经常关心问候她。小年当天，一位患者的女儿还特意来

科室找她们，要当面表示感谢，感谢她们不仅守护了众多

患者，更守护了众多家庭。

王冰说：“虽然平时工作很辛苦，但当患者治疗结束

顺利出院时，我们感觉所有的付出都值得。这些都是对

我们性命相托的人，我们不仅想让他们过好每一个年，更

想让他们过更多的年。”

肿瘤医院里的“暖心年”
本报记者 毕雪

本报讯（记者张鹤）近日，教育部印发提醒函，强调要

科学安排春季学期开学工作。为此，我省多所高校按照

相关要求，遵守“错峰”原则，合理安排学生分期、分批返

校。

吉林大学学生将分3批返校，第1批返校时间计划安

排在2月26日前后，第2批计划安排在3月6日至7日，第

3批本（专、预）科生将于3月13日至14日返校。返校的

学生，要求在返校前14天内不得离开所在居住地（县、市

区），无国（境）外旅居史，保证行动轨迹可查。返校前14

天确保每日健康打卡，无发热、胸闷、乏力、干咳等症状。

返校前所在区域全域连续14天以上为低风险地区。家

庭所在地为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学生暂缓返校；家庭所在

地解除中高风险地区不满14天的学生暂缓返校；返校前

14天内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境外返回

人员有接触史或已解除集中隔离、居家医学观察的暂缓

返校；返校前14天内出现呼吸道症状、发热、乏力、腹泻

等症状的暂缓返校。

长春师范大学学生将于3月11日至14日分4批返

校，教职员工于3月8日开始正式上班；吉林师范大学学

生3月3日至7日分5批次返校，教职员工于3月1日开始

正式上班；北华大学分2批返校，第一批学生返校时间安

排在3月3日至4日，第二批学生返校时间安排在3月5

日至6日。

延边大学学生返校时间为3月8日至12日，共分5

批。返校学生须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和批次返校，不得提

前返校。有发热、胸闷、乏力、干咳等症状人员，待治疗无

症状后，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证明返校。返校途

中应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与他人近距离接触，做好健康监

测，如因交通、身体健康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返校，应及

时与辅导员取得联系并报告。返校学生须从学校规定入

门入校并接受体温检测和信息核实。自驾返校学生及家

长的车辆不得进入校园。学生返校后，校内居住学生凭

“请假条”出入校园，并按照相关疫情防控要求接受体温

监测。

我省多所高校“错峰”返校

本报讯（记者李文瑶）2月24日，长春市教育局党组

理论中心组“每月一课”学习会特邀吉林大学党委宣传部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喜平为大家作中国共产党党史专

题辅导报告。

韩喜平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百年的奋斗历程、取得

辉煌业绩的基本经验3个方面，用大量珍贵的史料，生动

鲜活的事例，全面详实的数据，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

百年历史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阐述。

报告会后，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对中国共产党党史有

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对党的伟大成就、光荣传统和历史经

验有了更加清晰地认识，大家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树立正确党史观，切实为

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长春市教育系统党员干部学习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