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儿童牙齿早矫千亿蓝海将至”
“儿童早期矫治市场如火如荼”“儿童早期颜
面管理即将进入黄金赛道”的文章、视频在
微信公众号、短视频中频频出现，网购平台
上的“儿童早期矫正器”“张口呼吸闭口器”
等儿童口腔正畸产品也动辄销售过万，这些
营销宣传和商业产品良莠不齐，更将儿童口
腔正畸的医学行为商业化。与此同时，“早期
矫治就是在贩卖焦虑”“出于人道关怀，不应
倡导过早矫治”等一些过激的非专业声音也
在博眼球赚流量。这些都令没有医学背景的
家长倍感迷惑，小孩子的口腔和牙齿畸形到
底该不该矫治、何时开始治、怎么治令不少
家长难以选择，毕竟孩子的口腔正畸是一个
费事、费时又费钱的过程。

每年的5月15日，是世界正畸健康日。
今年的世界正畸日主题是：“容貌连接你我，
微笑改变人生”。刚刚过去的一周，我市多家
医院口腔科都举行了口腔正畸义诊。面对很
多家长对网络宣传和儿童正畸治疗的疑惑，
我市口腔医院正畸科彭朋副主任医师表示，
当前网络上的宣传及其产品主要针对口腔
正畸早期矫治。早期矫治一般指青春发育高
峰期及之前，对儿童早期生长发育阶段的牙
齿和颌骨畸形、畸形的趋势以及有可能导致
畸形的病因进行矫治。早期矫治既不是“蓝
海市场”，更不是“贩卖焦虑”，而是由专业口
腔正畸医生经过详细的临床检查及其资料
分析后做出的医疗决策和医疗行为。家长一
定要在专业口腔医生指导下遵医嘱进行，建
议孩子前牙“兜齿”一旦发现尽早就诊；儿童
自7岁左右开始，可每年由专业口腔正畸医
生进行检查和评估；不轻信非专业人士的宣
传，不自行应用“闭口贴”“矫正器”“训练器”
等进行“DIY正畸治疗”。

矫正牙齿无需等恒牙换齐

早期矫治能提高孩子“颜值”

十几年前，很多家长认为乳牙早晚是
要更换，矫正牙齿最好等到恒牙换齐再
做，以免让孩子“遭二茬罪”；还有的家长
认为，矫正牙齿越晚越好，“攒齐”所有的

问题，一次性解决，这样“不花冤枉钱”“性价
比最高”。“作为一名正畸医生，每当我遇到
本应进行早期矫治的患者，想到他们的牙颌
面畸形从幼年到少年逐渐进展加重，有着说
不出的心疼和惋惜。”彭朋说，“值得高兴的
是，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经过口腔
正畸专家们连续不断的科普，越来越多的家
长已经认识到，矫正牙齿不一定必须等到恒
牙都换齐，早期矫治能够阻断或者减轻颜面
畸形的程度，也愿意在经济上提供更多支
持，帮孩子‘提高颜值’，获得更好的矫治效
果。随着家长们认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孩
子从早期矫治中受益。”

对于近期出现的早期矫治问题，彭朋表
示，早期矫治是否应该进行，需要口腔正畸
医生结合临床具体情况，充分权衡评估患者
的收益和风险，做出客观冷静的判断。对于
需要进行早期矫治的孩子，医生会充分发挥
早期矫治的优势，合理设计矫治方案，结合
早期矫治后的二期矫治，在家长的配合下获
得满意的治疗效果。对于没有足够必要进行
早期矫治的孩子，不应被所谓的市场收益或
家长焦虑影响，急于解决原本可以延后解决
的问题，造成不良影响。

兜齿吮手指口呼吸需矫治

用闭口贴训练器须医生指导

彭朋建议孩子如果有以下口腔情况一
定要做早期矫治，否则可能影响正常的颌骨
发育和口腔功能。

乳牙期和替牙期出现的“兜齿”“地包
天”等牙齿咬合问题。早期乳牙“兜齿”如果
不进行治疗，颌骨可能因为长期的生长障碍
形成骨性畸形，凹面型的颜面畸形将越来越
严重，治疗也越来越困难。在乳牙期，如果能
够早期纠正前牙“兜齿”，就意味着去除了一
个重要的，影响孩子颌面骨骼发育的不良外
因。一般建议乳牙期“兜齿”在4至5岁进行治
疗。替牙期是“兜齿”治疗更为关键的时期，8
至10岁是上颌骨生长最旺盛的时期，此时治
疗对面型改善最有利。

乳牙提前脱落或因严重龋坏提前拔除等
乳恒牙替换问题。如果乳牙脱落或拔除后，它
的接替恒牙不能尽快“占位”，缺牙间隙两侧
的牙齿就会向缺牙处移动或倾斜，使得间隙
缩小，导致后续的接替恒牙没有足够的萌出
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接替恒牙有可能“另辟
蹊径”错位萌出，还可能被“阻挡”在颌骨内，不
能正常萌出，成为一颗“阻生牙”，未来需要进
行复杂的“开窗牵引”或“阻生齿拔除”。这种情
况，需要及时进行早失乳牙的缺隙保持，为接
替恒牙“占座儿”，等待接替恒牙正常萌出。

吮手指不良习惯和口呼吸功能障碍等。
口呼吸是近年来比较关注的科普问题之一。
正常来说，人在安静时，比如睡眠状态下，呼
吸气流绝大部分应通过鼻腔进出。如果大部
分通过口腔进出就叫口呼吸。一般来说，腺
样体肥大和扁桃体肥大等鼻咽部疾病容易
导致上气道狭窄，通气阻力增加，患者被迫
使用口呼吸方式增加通气。口呼吸会导致上
下颌骨发育偏离正常方向。严重的口呼吸儿

童上颌骨会狭窄前突，下颌骨会向后旋转，
下巴颏变小，上前牙容易前突，还会伴随咬
合不好的情况。

近年来，儿童口呼吸问题日益受到社会
关注，网上可以购买到形形色色的商品化的
“闭口贴”和“训练器”。彭朋提醒家长：首先，
不要根据孩子睡眠时嘴唇不闭合就自行判断
孩子存在口呼吸。放松状态下嘴唇不能闭合
除了口呼吸原因外，遗传性上颌骨发育过度、
上前牙过突、上唇软组织短都可造成睡眠时
嘴唇不闭合情况。孩子是否存在口呼吸，需
要到医院检查后才能确定。其次，“闭口贴”
和“训练器”的使用有其严格适应证，需要在
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贸然用于气道阻塞
的口呼吸患儿，会产生比较大的风险。

恒牙刚换稍不齐别紧张

家长警惕矫治广告夸大疗效

彭朋说，早期矫治是否应该进行，需要口
腔正畸医生严格把控适应证，有一些情况并
不需要早期矫治。

乳牙晚期的牙列间隙。乳牙晚期，牙齿之
间出现间隙，表现为前牙出缝、后牙塞牙，这
实际上是正常的发育过程。因为乳牙在两岁
半到三岁左右就长全了，从三岁到六岁开始
萌出第一颗恒牙。这三年间，孩子的上下颌骨
都在不停地生长扩大，而乳牙并没有随之发
生数目或形态上的增加。就好像书架扩大了，
而上面的书并没有变化一样，此时书本之间
就会出现散在的缝隙，因此，在乳牙晚期，乳
牙之间出现缝隙是正常的发育过程。相反，如
果在六岁左右，孩子的乳牙仍然紧紧地挨在
一起，那就说明很可能存在颌骨发育不足的
情况，将来的恒牙没有足够的排列空间，可能
会出现牙齿的拥挤不齐。

乳恒牙更换早期的暂时性轻度拥挤。孩子
6至9岁期间，正是上下前牙的更换时期。这一
时期，恒牙的尺寸比乳牙大很多，此时孩子们
的颌骨尺寸并没有达到成人标准，看上去并不
“配套”。就好比是大人坐在幼儿园的桌椅上一
样，显得有些拥挤。因此，乳恒牙更换早期，如果
前牙出现轻度拥挤，是有可能随着孩子颌骨的
继续生长增大，自然而然排列整齐的，家长不
用过多担忧。一些成品或半成品的“矫治器”，正
是利用了牙齿颌骨正常的生理发育，借助家长
的焦虑心理，过度夸大矫治效果，扩大早期矫
治范围，将正常的生理发育吹嘘为所谓的“早
期矫治”的功劳，使得一部分孩子遭受了无谓
的“早期矫治”，这是应该避免的。

胸腹联合切口 大量血管精密缝合

15小时手术成功拆除“非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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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前沿

国医讲堂

小满是夏季到来的第二个节气，民间有“小满小满，麦粒
渐满”谚语，寓意着水涨谷满、万物繁茂，生长旺盛成为季节
主题。此时人体生理活动也处于最旺盛时期，消耗的营养物
质为二十四节气中最多，应及时适当补充，以使人体五脏六
腑不受损伤。同时在心理上畅情顺志以养肾防病，起居上子
午能眠可益肾养心，饮食注重祛热除湿，以免疾病伤肾。
小满时节天气转热，人们情绪容易波动。中医素有“怒

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说法。张大宁教
授强调，无论哪一种情志太过，都会影响人体的气机升降，
血液运行和肾中精气的盛衰，因此要保持心情舒畅、心境坦
然、不贪欲妄想，则有益于养肾护肾、防病长寿。小满时节，
白昼时间渐长，张大宁教授建议，早起的人们宜在中午小睡
片刻，最好能睡子午觉。中医认为，睡子午觉可以与天地阴
阳转换同步。子时（23点至凌晨1点）阴气最盛，依时而卧
可滋肝肾之阴。午时（中午11点至13点）阳气最盛，小睡可
避免人体阳气过于外泄，养心肾之阳，能提升人的精力。午
睡时间15分钟至半小时即可。
张大宁教授说，古人将小满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

草死，三候麦秋至。小满后，山坡上、田地里的人参菜、刺儿菜、
灰菜、扫帚菜、野韭菜等野菜嫩苗是应季健康菜。月季、玫瑰、芍
药等花色艳丽，气味芬芳，还具有活血化瘀之功，既可入药，又可
日常代茶饮，尤为适合女性。此外，小满后天气潮热逐渐占据
了气候的主旋律，湿热之气太过，往往会成为此时期人们患病
的主要诱因，易造成皮肤疮疖痒疹、上呼吸道感染、胃肠道及泌
尿系统感染等问题，有诱发慢性肾炎的可能。他建议市民，防
止湿热侵袭，一是要避免湿郁肌肤，要注意少处湿地，汗后及
时更换衣物；二要避免肠胃湿热，可以适当地吃些赤小豆、冬
瓜、苦瓜等清热利湿之品，少吃肥甘厚味、辛辣的食物。尤其
是慢性肾炎伴有蛋白尿、血尿的患者更要在“补肾健脾、活血
化瘀”的基础上注意“清利湿热”。 毛国强 耿晓娟 白迪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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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闭口贴”“矫正器”隐患大
儿童口腔早期矫治是严格医疗行为 家长切勿盲听盲信

为弘扬中医养生与防病文化，让公众了解和掌握节

气养生的知识，从2022年春分节气开始，天津中医药大

学邀请全国知名中医学家讲述养生防病理念，本期邀请

国医大师张大宁谈“小满节气与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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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张大宁谈小满节气养生

畅情顺志 子午能眠 祛热除湿

饮食营养

市疾控中心向全市学生发出健康营养信

详解学生健康12字秘诀

日前，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外
科团队历经15小时手术，为一例主动脉夹层
动脉瘤患者实施胸腹主动脉置换术，成功拆
除了患者体内“非定时炸弹”，挽救了患者生
命。据介绍，胸腹主动脉置换术目前是主动
脉外科难度最大的手术，手术死亡率及并发
症发生率极高，该类手术的成功实施，能充
分体现医院心血管外科在大血管手术以及
对疑难重症病人的救治水平。

39岁的金先生患高血压病史多年，8
年前在北京301医院及北京安贞医院先后
因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升主动脉瘤及主动
脉夹层实施“Bentall手术”及“孙氏手术”等
心血管外科治疗。此次入院前，金先生突
然出现腰腹部疼痛，家属立即将其送往医
大二院治疗。诊疗团队接诊后，为金先生
做了胸腹主动脉CTA检查，检查结果显

示，金先生患有严重主动脉夹层
动脉瘤累及降主动脉全程。接受
控制血压治疗后，他仍感到腰腹
部疼痛，每日服用药物止痛仍效果不佳。

据该院心血管外科主任陈铁男介绍，
主动脉夹层动脉瘤并非真正的肿瘤，只是
向外突出像瘤子。它是主动脉壁内膜破
裂，导致肌肉层和动脉内壁分离，血液进入
间隙后，局部血管向外膨胀，看上去像个
瘤。膨胀的动脉犹如一个“非定时炸弹”，随
时可能完全破裂，导致体腔内无法控制的大
出血危及生命。统计显示，发生破裂的主动

脉夹层动脉瘤病人如未及时接受
治疗，将有36％至72％死于发病后
48小时，62％至91％死于发病后1

周。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的发生多与患者高
血压控制不佳有很大关系。陈铁男提醒市
民，日常生活中如果有剧烈的胸痛、腹痛，
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做全面检查，以排查主
动脉夹层动脉瘤。

考虑到患者病情复杂，症状明显，保守
治疗效果差且死亡率高，经过综合利弊后，
陈铁男团队决定为患者实施胸腹主动脉置
换术。要完成胸腹主动脉置换术，不仅要有

高超的技术，还要有超人的毅力、耐力和多
学科协作能力。疫情防控期间，临床用血紧
张，为保证患者用血需求，医院输血科大力
协助，做好术前备血，为手术顺利开展提供
保障。胸腹主动脉置换术步骤繁琐，需要胸
腹联合切口，全程游离、置换降主动脉，并吻
合降主动脉各主要分支，包括肋间动脉、肠
系膜上动脉、双侧肾动脉及双侧髂总动脉。
手术操作要求十分精细，需要吻合血管较多，
术后凝血功能极差，出血及渗血严重，需要长
时间反复止血，因此手术时间显著长于常规
手术。经过15个小时奋战，在麻醉科卢悦淳
主任的帮助下，在手术室及诊疗团队的通力协
作下，金先生的手术于次日凌晨顺利完成。术
中精细的操作，换来病人术后病情的平稳及快
速康复。患者术后恢复顺利，无并发症发生，
术后14天治愈出院。 宋晓琳 李思

本月20日是第33届“5·20”中国学
生营养日。我市疾控中心向全市学生发
出一封健康营养公开信，建议同学们日

常主动学习认识食物、养成良好饮食习惯、积极开展身体活
动，让健康慢慢变成自己的亲密伙伴。信中，营养专家还结
合新颁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向同学们详细解释
了“知营养，会运动，防肥胖，促健康”的“健康12字秘诀”。

知营养 公开信中说：“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提出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饮食原则。
知营养，不仅要知道吃什么，还要知道吃多少、怎么吃。”营
养专家给同学们编写了打油诗，帮助他们牢记营养知识。
“食物要多样，合理搭配棒。每天12种，每周25样。蔬果谷
豆多，经常吃粗粮。奶类天天有，肉蛋三四两。油盐都要
少，禁酒还控糖。三餐需规律，饮水应足量”。

会运动 吃和动是保持健康的关键，只吃不动就会变
成“小胖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告诉大家：要天天
运动。信中，营养专家建议同学们每周至少进行5天中等
强度的身体活动，累计150分钟，每天合6000步以上；鼓励
大家多做阳光下的户外有氧运动，加强抗阻运动，每周至
少2至3天；减少久坐时间，学习累了要经常起来动一动。

防肥胖 营养专家在信中写道：“肥胖会让一个人
跑不快、跳不高，还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诸多慢性
疾病的发病风险。”专家们请同学们不要嘲笑肥胖同
学，要随时提醒他们不吃路边摊、油炸食品，不喝含糖
饮料，每天多运动，这样才能健康成长。

促健康 在信的最后，营养专家还对同学们说，“健康
不仅是白纸黑字的营养知识，还是身体力行的坚持。营养
是健康的根本，运动是健康的源泉，只要把营养和运动合
二为一，健康就会一直在你们身边”。 李昌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