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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梨”
变
“鸭一”
“飞机”
变
“灰西”

宝宝咬字不清不妨查查舌系带

健康视点

主持人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今年 3 月，
我周二上午门诊，
一个 5 岁
的小女孩被奶奶和姑姑带着来就诊，孩子
父母工作忙没时间。检查时孩子不是很
配合，包括张嘴、伸舌头和简单的发音都
需要反复交流才能完成。后来经过多次
沟通，孩子才勉强开口让我检查她的舌体
情况。”我市口腔医院唇腭裂治疗科李文
主任医师说。
李文通过引导舌体运动及发音辨听，
明
确诊断小女孩的言语障碍与舌系带过短、
舌
尖异常短小、舌腹部肌肉发育不良密切相
关。通过与家属交流，
李文得知孩子一直是
奶奶看着，
不爱说话，
沉默寡言。在幼儿园
基本不和小朋友交流，
也很少去幼儿园。平
时说话咬字不清，
5岁了还把
“鸭梨”
说成
“鸭
一”
“
、飞机”
说成
“灰西”
，
在幼儿园难免被小
朋友耻笑。检查并了解了孩子的情况后，
李
文向孩子的奶奶和姑姑分析了孩子存在的
问题，
主要是舌体发育异常影响到了发音功
能，
在孩子处于语音起步阶段时舌尖活动受
限，
本该轻松掌握的语音不能表达，
孩子心
理产生畏难情绪，
下意识避免说话交流。同
时孩子常年与老人生活，生活环境相对封
闭，
也促成了孩子性格孤僻。
李文为孩子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
案。首先通过手术解除了舌体运动受限
并延长舌尖长度，然后开始进行语音训练
纠正孩子发音的不良习惯，训练舌灵活性
及位置感。最后让孩子坚持上幼儿园并
参与集体活动增加交流。手术后一个月
小女孩再来时，已经能够自如地伸舌头，
并配合检查，三个月后复查孩子已经能非
常愉快而流利地和李文谈话，虽然有些舌
尖中后音还没有完全矫正，但已经能实现
正常交流。

舌系带短影响婴儿吸吮

幼儿可出现发音和交流困难
李文说，舌系带是由口腔黏膜组成，
从口腔底部附着至舌腹中线。它有助于

专家谈病

白内障是全球
首位致盲性眼病，
我国 60 至 89 岁人
群白内障发病率约为 80%，是影响老年人
生活质量的一大困扰。
“ 如果把人眼比作
一台照相机的话，镜头就是晶状体。白内
障就是晶状体由透明变得混浊，从而阻挡
光线进入眼内成像。患者会出现无痛性、
进行性视力下降，视物雾感或成双，看不
清远处却能看清近处，甚至完全看不清东
西等。白内障患病人群主要是老年人，但
糖尿病和部分高度近视患者发病会相对
提前。需要提醒的是，尽管白内障患者的
视力会随着疾病的进展日益下降，但仍有
相当多的老年人对白内障的认知存在一
些误区，影响了治疗和视力恢复。”我市医
学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专家表示。
首先是治疗时机的选择，白内障手术
不是越晚做越好。一些老人确诊白内障
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不积极治疗，一拖再

舌系带
短缩影响言
语发音和交
流，部分孩
子还会出现
心理问题。
稳定舌根，不损害舌尖的运动。舌系带短是
指孩子出生后舌系带没有退缩到舌根下，导
致舌头不能伸出口外，舌尖不能上翘。该病
患病率为 4%至 5%，男童多于女童。舌系带
过短，舌的前伸运动就要受限，无法触及上
牙龈或上颚，也不能伸至下唇外侧，吐舌时
舌尖部呈“V”形或“W”形。舌系带短可造成
吸吮、咀嚼和语言甚至睡眠障碍。在学习语
言的阶段，发音时由于卷舌受限，患儿不能
发出舌腭音及卷舌音，d，l，n，r，s，t和 z 发音困
难，尤其是发 r 音，导致孩子咬字不清甚至是
“大舌头”；婴儿舌系带过短，吸吮时会裹不
住乳头而漏奶，也由于舌前伸时系带与下前
牙切端摩擦易形成溃疡。
“ 因此大一些的孩
子多是因说话不清楚、
‘ 大舌头’前来就诊，
此时我们会先排除听力和智力问题，再诊断
舌系带短缩、巨舌症、唇腭裂及隐性腭裂等
影响言语发音的器质性病变。婴儿多数是
在看哺喂障碍时发现舌系带短。
”
李文说。
“舌系带短在口腔疾病中是一个小问
题，在语音发育的特定时期治疗可以治愈，
如错过了最佳时期不但会对语音康复增加
难度，还会对孩子心理产生影响，导致交流
障碍，不合群。”李文说，
“ 以前没多少人关
注，医生也只是将它当做很小的问题，患儿
大多是八九岁以上的孩子。现在儿童 1 岁半
已经开始接触早教，3 岁上幼儿园的时候学
习外语、古诗等很多知识，舌系带短影响言
语发音和交流能很快表现出来，部分孩子还
会出现心理问题。所以医生和家长对舌系
带问题的关注度大大提升，门诊中的患儿也
逐年增加。
”

矫正手术最好学龄前完成

新生宝宝不能“一剪了之”
手术是目前舌系带短的主要治疗方
式。至于手术时机和采取何种术式能创伤
最小并取得较好效果，医学界尚无定论。李
文建议 0 至 1 岁舌系带短缩不明显或未对咀
嚼吸吮等功能造成影响的患儿，若无明显症
状可继续观察，1 至 2 岁左右复查。矫正手术
最好能在学龄前完成，避免影响正常学习生
活。但由于患儿配合程度低，需要住院在全
麻下手术，并应用可吸收缝线进行缝合，术
后当天出院，不需拆线。6 岁以上错过了最
佳治疗期的患儿，配合度较好的可在局麻下
门诊手术。需要注意的是手术仅仅是治疗
的第一步，舌系带术后都应进行语言训练指
导以纠正发音，
促进语言发育。
“手术后，孩子将没有肌肉记忆力，不受
限制地有效使用舌头，因此孩子的大脑将需
要一些时间来重新学习新技能。”李文说。
舌肌功能训练是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训
练应尽可能规律地进行，以 1 个月为周期，视
情况每天进行 3 次，
每次 15 至 20 分钟。
“随着人们对舌系带异常的重视度提
高，有些家长萌生了请医生把小宝宝舌系带
一剪了之的错误想法。”李文说。这些家长
早早决定给孩子做舌系带手术，主要是听说
早做手术不需要麻醉、不用缝针、出血少，孩
子痛苦感受也少。然而，实际情况是，尽管
新生儿舌系带过短的发生率相对较高，但大
都属于暂时性的生理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
和乳牙的萌出，
舌系带的附着会逐渐向舌根移

糖尿病高度近视易早发白内障
手术是唯一治疗方式需要尽早实施
拖，直至完全丧失视功能，为后期治疗带来
很大难度。其实白内障就像果子一样，分为
初发期、未熟期、成熟期和过熟期。一般选
择在未熟期进行白内障手术。因为白内障
时间越久，晶状体会变得越硬，手术损伤越
大，发生手术并发症的概率也会明显增加。
对于某些生活质量要求较高的患者，也可以
考虑更早期接受手术。
其次是白内障的治疗方式，那些号称可
以治疗白内障的药物并不能逆转白内障过
程，手术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白内
障是晶状体蛋白质变性的结果，类似煮鸡
蛋，生蛋清透明，煮熟后透明蛋清变白。随
着科技的进步，白内障手术已进入微切口时

代。常规白内障手术采用白内障超声乳化
吸除联合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切口宽度在
1.8 至 2.2 毫米，手术时长 10 分钟甚至更短，
基本无痛，安全性高，恢复快，适用于绝大部
分患者。目前临床应用的主要是软性可折
叠人工晶状体，可终生使用，分为非功能性
人工晶状体和屈光性人工晶状体两大类。
前者包括单焦点球面人工晶状体和非球面
人工晶状体。可恢复患者远视力，满足一
般生活需要，价格相对较低，但视近需佩戴
老花镜。在环境较暗时，非球面人工晶状
体视觉质量要好于球面人工晶状体。屈光
性人工晶状体主要包括散光矫正型、老视
矫正型和散光老视矫正型人工晶状体。分

健康周刊

防燥护阴养肺安然度秋

动，
变得单薄而松弛，
舌体的活动度也会更加
灵活。如果新生儿不存在母乳喂养困难，
早期
盲目进行舌系带过短的矫正治疗并不可取。
另外，
舌系带手术不缝针，
可能导致手术伤口
形成瘢痕，
随着年龄增长需做第二次手术。在
手术中，
低龄幼儿多半不能很好地配合医生，
稍有不慎就容易造成误伤，
也容易合并感染。
还有些家长认为宝宝舌系带剪了就能早张口，
修正后一定能改善发音。宝宝开口说话的时
间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包括遗传和后天环境
等，
肯定不是
“一剪刀”
能解决的。
“孩子言语发
育不良、吐字不清是否是舌系带造成的，
是否
需要做舌系带手术都要在严格的评估后由医
生来决定。
”
李文强调。

相关链接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
天津中医一附院癌症诊疗中心林立
森医生表示，
燥为秋季之主气，
秋季养生的关键要防燥护阴。尤
其要注意保养肺气，
预防呼吸系统疾病。他建议市民日常饮食
以清润为主，
减辛增酸，
宜食用梨、
百合、
莲藕、
银耳、
香蕉、
苹果、
鸭肉、
芝麻等食物。不宜食用辛热麻辣、
煎烤熏炸的燥热食物，
还要特别注意补水润肺。秋季燥气偏盛，
人体皮肤蒸发的水分
较多，
因此足量的补水非常重要。秋季补水量以每日2000毫升
左右为宜。林立森还向市民推荐了以下方式养阴护肺。
易伤风感冒的人应从初秋就开始预防，
每日坚
持用冷水洗脸、洗漱鼻腔，
然后按摩鼻部。两拇指外侧相互搓
热，沿鼻两侧上下按摩 30 次，每天 1 至 2 次，重点按摩鼻孔两
旁的迎香穴。
秋季沐浴有利于促进血液循环，
使肺与皮毛气
血相通。秋季洗浴的水温以比体温高 3℃为宜，沐浴前 30 分
钟可饮白开水或淡盐水。沐浴不宜过分揉搓。
笑口常开甚至开怀大笑，可使胸廓扩张，肺活
量增大，
宣发肺气，
缓解疲劳，
解除抑郁胸闷。
“秋燥”会伤及人体精、气、神，形成阴虚之证。
秋燥伤阴阴虚症状明显者可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辨证用药，
如贝
梨膏可滋阴润肺，
八仙膏可生津益肺、
清热化痰等。

摩鼻健身
沐浴益肺

常笑宣肺
药物养肺

苏玉珂

市口腔医院启动多项公益活动
在 9·20 第 33 个全国爱牙日到来前，我市
口腔医院两项公益活动已于日前相继启动。

活动之一为“童声童韵 乐享健康”儿童舌系
带公益诊疗。从本月1日至30日的每周一至
周三上午，在该院和平院区门诊二楼唇腭裂
治疗科门诊，唇腭裂治疗科组织专家团队为
有需要的家长提供专业科学的诊疗建议，避
免因对舌系带不了解引起的误诊和过度治
疗。家长可提前拨打电话022-59080512，在
预约中心进行登记。就诊当日携带患儿有效
身份证件之一（身份证、户口本、医保卡）到和
平院区医疗咨询处领取“童声童韵 乐享健
康”就诊卡免收当日挂号费和诊查费。
活动之二是“以爱之名 护佑健康”为特
殊患者服务。自闭症、小儿脑瘫、精神及神经
系统缺陷患者口腔疾病失检和失治比例远高
于正常人群。本月1日至30日，该院舒适门
诊联合儿童口腔科、口腔外科、牙体牙髓病
科、口腔修复科等科室为特殊患者展开诊疗
服务。家属可提前拨打电话022-59080512预
约登记。就诊当日携带患者有效身份证件到
和平院区医疗咨询处领取“以爱之名 护佑健
康”就诊卡。医院为就诊的特殊患者提供一
站式诊疗，患者在家属陪同下从诊前咨询登
记至诊疗及诊后均由舒适门诊安排工作人员
全程对接和引导，符合治疗条件的特殊患者
还可享受后期治疗费用减免1000元。

别适用于存在角膜散光的患者、希望术后
视远视近均不配戴眼镜的患者以及存在散
光又想获得全程视力的患者。飞秒激光是
近年来国际上应用于白内障的最先进技
术，属于无刀手术，可使手术操作的每个步
骤更加精准完美，与具有屈光功能的人工晶
状体联合应用，可使患者术后获得接近年轻
人的全程视力。
再次是术后效果，有人说有眼底病变的
老年人就不能做白内障手术，这种说法其实
是不正确的。即使手术效果不理想，也应早
日进行白内障手术，以方便继续观察眼底病
变。如果不做白内障手术，医生便无法清晰
观察患者眼底的情况，
不利于眼底病治疗，
视
力提高也就无从谈起。而如果患者除了白内
障以外没有其他影响视力的眼病，那么术后
会获得较为理想的效果。一般术后第 1 天视
力即可比术前明显改善，病情复杂的患者需
要几天的时间恢复。常规白内障切口是免缝
合的，
会在术后 1 个月左右长好。

李鹏

形势向好也不能放松警惕

防控疫情养成好习惯
在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多日新增减少的情况下，
不少人
高兴同时也容易放松警惕。专家提示，
只要病毒还在，
就有潜在
风险，
就一刻不能放松。疫情防控离不开大家的凝心聚力，
从小
事做起，
养成好习惯，
如勤洗手、
戴口罩、
常通风、
少聚集等。
养成良好个人卫生习惯。坚持佩戴口罩，
定时更换口罩；
保持手部卫生。在接触公共环境或公共用品后，
要及时洗手，
可以用香皂或洗手液洗手，
采用七步洗手法搓洗，
然后用流水
冲净;没有流水时，采用免洗手消毒剂消毒；咳嗽、打喷嚏时用
纸巾或肘部遮挡口鼻；就餐时尽量选择分餐制，使用公勺公
筷；
保持室内通风，
保持居住环境整体清洁。
养成良好健康生活习惯。合理膳食，注意食物需洗净煮
熟烧透，尽量减少生冷食物食用；加强体育运动，增强身体素
质，提高自身疾病的抵抗能力；戒烟限酒，吸烟喝酒不能预防
病毒感染，还会降低身体抵抗力；保持积极心态，科学认识疫
情，
避免过度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
外出时严格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非必要，
不出行；
外出时
尽量少乘坐密闭或者不通风的交通工具，尽量避免前往人多
的公共场所；
出行全程严格做好个人防护；
到超市、农贸市场、
商场等人流量比较大的场所，
必须按要求规范佩戴口罩，
主动
配合接受体温检测和健康码查验，
保持一米社交距离，
优先选
择无接触的扫码付费，
同时做好手卫生。
接种疫苗。接种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的有效手段。提醒
符合条件且尚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市民，
应积极主动，
尽早
接种新冠疫苗。

微创搭桥古稀老人获新生
日前，
我市胸科医院采用胸腔镜辅
助技术，
成功为一位重症冠心病古稀老
人微创实施了冠脉搭桥手术。手术切
口仅为5.5厘米，
出血极少，
患者术后各项指标平稳，
恢复良好。
据了解，年逾古稀的杨大爷因反复心脏不舒服来到胸科
医院就诊，经专家诊断老人患有冠心病合并重度心功能不
全，左室射血分数（LVEF）仅为 20%。冠脉造影检查显示杨大
爷冠状动脉前降支闭塞，冠脉搭桥手术是改善冠脉供血及心
脏功能最适宜的治疗方案。该院心外三科主任王联群接诊
杨大爷后，考虑到杨大爷年龄大、心功能差、合并症多的情
况，决定为他实施不破坏胸骨、小切口、对心肺功能影响小的
胸腔镜辅助微创冠脉搭桥术。手术团队反复讨论后制定了
周密的诊疗方案。术中，专家在胸腔镜辅助下获取乳内动
脉，再经第四肋间的小切口，直视下搭桥。经过 4 个小时的精
细操作，
手术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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