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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天天健康

“扶老镶牙”活动 21 年惠及万名老人
口腔专家指出：
“老掉牙”
不是自然过程

健康视点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九成七旬老人不足 20 颗牙
牙病久拖不治影响全身健康
刘晶莹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牙
齿健康的标准是：8020，即 80 岁的老人至
少应有 20 颗能够正常咀嚼食物，不松动的

80 岁老人可以有 20 颗牙

不会预约还需要儿女陪伴，初次就诊也不知
道该挂哪个科。我市口腔医院考虑到老年患
者预约挂号不便，特开通了老年口腔科现场
挂号“绿色通道”，为老人做全面口腔检查及
口腔健康指导，并制定详细治疗计划及修复
方案。科室建立以来，每天上午都能接待数
十多位现场挂号的老年患者。

主持人

我市口腔医院与市老年基金合作进行
的
“扶老镶牙”
公益活动日前完成了患者登
记，500 位 60 岁以上老人已经陆续按照预
约时间开始镶牙前的检查登记。据了解，
“扶老镶牙”公益活动已经连续开展 21 年，
每年为 500 位我市 60 岁以上全口无牙无
根的老人半价镶全口假牙，其中百岁以上
老人免费镶全口假牙。至今累计镶牙
9300 余副，减免老年人镶牙费用 640 余万
元。从 2020 年开始，为减少患者聚集，方
便老年人检查登记，
“扶老镶牙”全部采取
电话预约。为此，口腔医院抽调口腔修复、
口腔种植及相关科室专家组建了老年口腔
科全程为老人服务。今年的检查登记从 5
月 17 日开始，报名后，老人们按预约时间，
持本人有效证件来到老年口腔科接受口腔
检查，医院为符合镶牙要求的老人预约下
一步治疗。
该院老年口腔科科室负责人刘晶莹这
两年来集中接触了近千名老年患者，她觉
得老年人在口腔保健方面仍存在很多认识
误区和错误做法，对老年人的口腔健康乃
至身心健康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她提醒老
年人确保牙齿坚固口腔健康，日常应做到
早晚有效刷牙饭后漱口，避免嗑瓜子吃崩
豆等较硬的食物，每年最好能进行一次口
腔检查，发现龋齿、牙松动等问题应及早在
正规医院治疗。对久治不愈、无法保留的
牙齿及残根应尽早拔除，以免影响口腔局
部及全身健康。她还特别提醒 70 岁以上
老人，口腔治疗特别拔牙前要进行血压、心
电图等检查，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老
年人，拔牙前还应做更多相应检查，
确保拔
牙手术安全。

一副假牙用 20 年 义齿矮半截
义齿有使用期限 清洁保养最重要

牙松动要早治 保牙几率高
过早戴全口义齿不是最佳方案

牙，建立这一标准的目的是通过延长牙齿寿
命来保证人的长寿和提高生命质量。2017
年发布的我国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
调查结果显示，65 至 74 岁老年人中，存留牙
数为 22.5 颗，全口无牙的比例为 4.5%，缺牙
已修复治疗比例为 63.2%。与十年前相比，
老年人存留牙数平均增加了 1.5 颗，全口无
牙 的 比 例 下 降 了 33.8% ，修 复 比 例 上 升 了
29.5%。
刘晶莹说，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意识在提
高，但面对治疗仍有很多问题。就诊的多数
老年人对待口腔疾病常常是久拖不治，只有
到了非治不可的程度才就医，往往治疗起来
更复杂，周期更长，
牙齿保留的几率也大大减
少。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老人意识
不到牙不好身体其他脏器和功能也会受牵
连。而大量研究已经证实，老年人口腔疾病
会对心脑、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全身各大系
统健康造成威胁。比如口腔疾病的致病菌及
其产生的毒素可侵入血液，加重或引起亚急
性感染性心内膜炎、冠心病等心脏疾病。牙
周炎是冠心病急性发作、脑卒中的独立危险
因素。另外，糖尿病患者常常并发不同程度
的口腔病变，其牙周病发病率高，
病变损害严
重且进展更迅速。同时，伴有重度牙周炎的
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明显差
于无牙周疾病的患者。
其次也有相当多的老人觉得看牙麻烦，

刘晶莹说，门诊中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
认为牙齿松动脱落是人老的自然现象，掉一
两颗牙，不必急着补，等掉净了换全口假牙，
其实这是极其错误的认识。
首先老年人牙齿缺失并不都是自然衰
老，很多人都是牙周疾病不及时治疗直接导
致牙齿过早松动甚至脱落。及时治疗牙周
炎、尽早治疗有问题的牙齿或镶上假牙有助
于恢复牙齿功能，并稳定邻近的牙齿，
也可以
延迟配戴全口义齿的年龄。有些老人 60 出头
已经需要配第二副全口义齿了，全口牙过早
缺失，牙槽骨的萎缩也会加快，
第二副全口义
齿配戴起来将更加困难，义齿稳定性相对较
差可能影响咀嚼效果。另外，一旦牙齿缺失
要尽早镶，尽量不要等全口牙都掉了再镶，如
果其中能有几颗自己的牙齿甚至是牙根也能
使假牙有更好的咀嚼效率、
稳定性和固位力。
“口腔的衰老与全身的衰老密切相关。
随着年龄的增长，与口腔相关的各种组织器
官包括牙体、牙周、黏膜、牙龈、颌骨、肌肉、皮
肤、关节和各主要脏器都可发生明显的退行
性改变。这导致了老年人口腔疾病的高发，
如过度磨耗、牙周炎及牙龈炎、楔状缺损、残
根残冠及牙齿脱落等。但正确的护理和及时
治疗口腔疾病能大大延缓老人牙齿的寿命。
如使用含氟牙膏、保健牙刷，
用正确的方法早
晚刷牙，饭后漱口；
控制甜食和饮料的摄入频
率，适当增加粗纤维的摄入；使用牙线、牙间
隙刷清理牙缝中嵌塞的食物残屑等；避免磨
损，不嚼槟榔、啃甘蔗、嗑榛子、瓜子、吃炒花
生，更不能用牙齿开瓶盖、拔针、咬钉子等。
她还建议中老年人根据医生建议拔除无
保留利用价值的残根、残冠，
去除不良修复体
（假牙），以免成为口腔感染的病灶。牙齿缺
失或拔除后，应到正规的口腔科及时镶牙。
出现牙龈肿痛、刷牙或咬硬物出血很可能是
牙周炎，应及时就诊。

70 岁谢奶奶是 2001 年“扶老镶牙”项目
的受益人，那一年她花了 400 元镶了全口义
齿，这副牙一用就是 20 年，假牙磨损严重，每
个牙明显矮了一半。这一次她和好朋友夫妇
一起来，三人都顺利做了登记，
经检查可以配
新的全口义齿。护士长为谢奶奶预约了本月
16 日在修复 1 科进行治疗。刘晶莹告诉谢
奶奶，虽然可以配新的义齿，
但她第一副义齿
修复时只有 50 岁，20 年过去了，她的牙槽骨
和牙床比同龄人吸收萎缩得更严重，第二副
义齿配起来会更复杂，戴上后可能有容易脱
落、咀嚼食物易疼痛等问题，
老人需要更长时
间去适应。
刘晶莹说，不少老人像谢奶奶一样一副
假牙戴到底，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
假牙也有寿命。戴得时间过久，除假牙过度
磨损上下牙不能正确咬合影响咀嚼外，还会
形成不良咬合习惯，加速牙槽嵴吸收萎缩，牙
床会加速变低，使假牙失去固定支撑的位置，
再镶牙就非常困难。因此老人配了全口义齿
最好每隔半年至一年到医院复诊检查一次，
以便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支持组织的健
康。
“无论是固定的、活动的、全口的假牙，除
老人自身口腔状况外，假牙的正确使用和护
理也会决定义齿的使用寿命。
”
刘晶莹说。
首先，老人绝不能戴假牙睡觉以免假牙
脱落进入食道危及生命。初戴假牙不宜吃硬
食，软的食物适应后再逐渐咀嚼较硬而脆的
食物。其次，初戴假牙口内常有异物感，唾液
增多，甚至是恶心、呕吐，有的发音不清、咀嚼
不便，这属于正常现象，只要坚持戴用，症状
可逐渐消失。如有黏膜压痛甚至黏膜溃疡，
应复诊修改。切不要自行磨改，也不宜长期
不戴。如不能及时复诊，可暂时不戴，
取下假
牙放于冷水中。但在复诊前数小时必须戴上
假牙，以便能准确找出压痛点，
便于修改。切
不要自行磨改，也不宜长期不戴。再次，摘戴
假牙开始应耐心练习。戴假牙时，应用手戴
就位后再咬合，绝不可以用牙咬合就位，以免
损坏假牙。初戴假牙后，饭后应取下假牙，清
洗干净后再戴上，以免食物残渣沉积于假牙
上。睡前应取下假牙，用牙膏刷洗干净，置于
冷水中，但不要用开水、强酸强碱或酒精溶液
浸泡，也不要用硬质物使劲刷假牙。

2 型糖尿病一确诊就需筛查“糖网病”
糖尿病患者容
易出现眼部的各种
并发症，糖尿病性
视网膜病变（简称
“糖网病”
）可以致盲，
很多
糖尿病患者都知道视力下降要排查糖网
病。
“当视网膜病变发展到影响视力的情况
往往不是疾病的早期，
患者需要接受更多的
治疗，花费更高，
疗效还不确定。
”
我市第三
中心医院眼科徐文君医生说。他提醒糖尿
病患者，
糖网病强调早发现、
早治疗，
糖尿病
患者一经确诊就要排查，
平时一定要定期监
测眼底，
切记视力正常不等于眼底正常。
徐文君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位
于眼底的周边，不在黄斑的关键部位，
视力

往往是正常的，此时如果及时发现，
控制好血
压、血糖、血脂等全身指标，同时进行准确的
眼底情况评估，用药或者进行激光治疗，可以
将眼底病变控制在较轻的阶段。否则眼底病
变则进一步恶化，最终会发展成为大量眼底
出血、黄斑水肿、视网膜脱离等严重情况直至
失明。
他建议 1 型糖尿病患者如 12 岁之前起
病，12 岁后需每年查眼底。12 岁以后起病
者，起病 5 年之内筛查。2 型糖尿病患者确诊
时就需要筛查。糖尿病合并妊娠时，视网膜
病变有可能快速进展，首次产检、妊娠后每 3
个月及产后 1 年都应筛查。
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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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讲堂
餐前餐后半小时不适合泡脚
水温 40℃左右为宜

视力正常不等于眼底正常
专家谈病

健康周刊

E-mail:ttjk@tjrb.com.cn

足部在中医中又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中药泡足，中
医称之为“足浴”，属于中医足疗法之一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陈敬表示，
“ 春天泡足，开阳固脱；夏天泡
足，祛湿除热；秋天泡足，肺润肠濡；冬天泡足，丹田温灼”
。足浴
益处多多，四季皆宜。但也要注意餐前、餐后 30 分钟不适合足
浴。水温也不宜过高，40℃左右为宜。糖尿病患者可让家人调
试水温以免烫伤。足浴时间也不宜过长，约 15 至 20 分钟，微微
出汗即可。足浴结束后，应适量饮水，
以补充水分。
陈敬说，民间有很多中药泡足的小妙招，如用艾叶、生姜泡
足治感冒，醋泡足治脚臭……热水泡足不仅可以去除污垢，缓解
疲劳，帮助睡眠，还能加速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使身心得到
放松。加入中药后，其中有效成分在热力作用下渗透进皮肤，进
入血液循环系统，与此同时刺激局部穴位、反射区，可调节和疏
通全身经脉和气血，达到护肤、美容、增强脏腑功能、祛病的功
效。他建议足浴中药每 2 日用 1 剂，每日泡足 1 次。煎煮前首先
将中药加冷水浸泡 30 分钟，武火煮开后，转文火煮 20 分钟，滤
取药液，加冷水后再次煎煮 15 分钟，混合两次煎液并分成两份，
取一份待温度适宜后泡足，第二份留至次日加热后足浴。
张玉卓

减肥不吃主食健康隐患多
减脂瘦身可选择低升糖指数食物
“我最近在减肥，不吃主食了”
“主食是
碳水化合物，吃了会胖”
现在很多人把减肥
和主食看成一对儿矛盾，吃主食甚至和吃
糖画上了等号。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非传染病预防控制室的
营养专家提醒市民，主食是人体能量的直接来源，长期完全不吃
主食，很容易引发疲乏、电解质紊乱、心律失常、骨质疏松、胃肠
功能紊乱等多种健康问题。
专家表示，碳水化合物是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的有
机化合物，因分子式中氢、氧的比例恰好与水（2:1）相同而得
名。膳食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如
果把身体比作银行，那么碳水化合物是“现金 ”，脂肪是“证
券”，蛋白质是“房子、设备”。在消耗能量时，碳水化合物（现
金）使用方便，脂肪、蛋白质（非现金资产）只有在碳水化合物
（现金）供不应求时，先转换成碳水化合物（现金）后才能供身
体使用。比如身体需要能量时，没有糖（蛋白质、脂肪不能快
速转换成糖），身体会因低血糖而晕倒。这时候补充碳水化合
物，身体会迅速恢复。碳水化合物除为身体供给能量外，还有
构成组织结构、调节血糖、节约蛋白质、抗酮体生成、促进肠道
健康等多种生理功能。
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很多，主要来源是以大米、面粉为代表
的主食，还有玉米、土豆、红薯等食物。蔬菜水果也含有碳水
化合物。减肥不能不吃碳水化合物，但可以挑着吃，挑选合理
的 GI 即食物升糖指数的食物。GI 反映食物被身体利用的程
度，可作为糖尿病、高血压病人和肥胖者选择食物的依据之
一。食物被分为高 GI 食物（GI＞75）、中 GI 食物（75~55）和低
GI 食物（GI≤55）。原则上来说，想要减脂瘦身，尽量选择低 GI
食物、合理选择中 GI 食物、拒绝高 GI 食物。高 GI 食物有精制
糖（如糖果、巧克力、蛋糕、甜点、含糖饮料等）、薯片、蛋糕等。
低 GI 食物：所有的叶类蔬菜；柚子、苹果、梨、桃等含糖分较低
的水果。值得注意的是，食物烹饪方式也影响 GI 值。像大米
饭、馒头、烙饼、吐司面包等精制主食为高 GI 食物，而全麦面、
糙米饭、玉米、燕麦等粗粮多为中、低 GI 食物。
张美佳

饮食营养

健康速递
“双心”门诊院际联络会诊项目启动

本月初，渤海海上某石油平台尹某和山东海域海油平台的王某先后突发急症，病情危急。
我市泰达心血管病医院紧急启动“立体 120”系统，
快速飞抵海上停机坪，
将两名患者送往医院，
经胸痛绿色通道迅速诊断有效控制了病情。据了解，该救援系统成立于去年 7 月，
对遍布渤海
海域的 160余座石油平台上的 1.4万名员工实施全覆盖健康管理和紧急救援。 王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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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胸科医院与市安定医院双心门诊院际联络会诊项目日
前启动，首次双心联络会诊在胸科医院举行。据了解，心血管疾
病合并精神心理问题发病率高，设立“双心（心理+心脏）门诊”
是国内外普遍实行的治疗模式，能帮助此类患者做出准确及时
的鉴别和初步治疗。以往我市
“双心门诊”
多学科合作诊疗仅为
院内合作，此次跨学科跨医院合作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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