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第34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活
动主题是“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副主题是
“护牙健齿少年强 健康中国民族兴”。 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华口腔医学会针对今
年的副主题首次刊发了《青少年口腔健康核
心信息》（以下简称《核心信息》）。我市口腔
医院口腔预防科主任冯昭飞对《核心信息》
进行了详细解读。他表示此次《核心信息》
从口腔清洁、口腔疾病预防和口腔健康饮食
等方面对青少年口腔健康给出了操作性很
强的指导建议，同时提醒青少年应每年做一
次牙齿洁治，每半年至一年进行一次口腔检
查，以保持牙龈健康，并及时发现口腔问题，
获得早期治疗。

养成良好刷牙习惯

使用牙线清洁牙齿缝隙

《核心信息》：每天早晚刷牙，每次刷牙时

间不少于 2分钟，晚上睡前刷牙更重要。选

择合适的牙刷，一般每三个月更换一次，若出

现牙刷毛变形外翻，要及时更换，做到一人一

刷一口杯。适合青少年的刷牙方法是“水平

颤动拂刷法”，将刷毛末端指向牙根方向，与

牙面呈 45度角，放在牙与牙龈交界处，短距

离水平颤动 5次，然后转动牙刷柄，沿牙齿

长出的方向拂刷牙面，每个牙面都刷到。

青少年应学习使用牙线清洁牙齿缝隙，可

选择牙线架或卷轴型牙线，使牙线拉锯式进入

两颗牙齿之间的缝隙，紧贴一侧牙面呈“C”字

形包绕牙齿，上下刮擦牙面，再以同样方法清

洁另一侧牙面。建议每天使用牙线，尤其晚上

睡前要清洁牙齿缝隙。接受牙齿矫正的青少

年，还需要使用牙间隙刷辅助清洁牙面。

专家解读：冯昭飞说，清洁牙齿是口腔
健康的第一步，正确刷牙、使用牙线是最基
本的清洁方式，每天都应认真去做。刷牙可
以清除牙面上的牙菌斑，维护牙齿、牙龈健
康，是个人清洁口腔最基本、最常用的方
法。但是，如果刷牙次数、时间达不到要求，
牙刷选得不对，就不能有效清除牙面上附着
的牙菌斑，无法更好地维护口腔健康，所以
提倡大家每天应早晚刷牙，每次刷牙不少于
2分钟。另外，唾液对牙齿具有保护作用，但
是夜间睡眠时，我们的唾液分泌明显减少，
唾液对牙齿的保护作用减弱，所以晚上睡前
刷牙更重要。再有，牙刷头不能过大，否则，
有些部位无法刷到。刷毛应软硬适中，刷毛

过软清洁效果差，过硬会增加牙齿磨损。牙
刷每三个月左右要更换一次，因为此时刷毛
上已经附着大量微生物，继续使用可能对健
康不利。若出现刷毛变形外翻，也要及时更
换，否则清洁效果差，还会增加对牙齿的磨
损。一人一刷一口杯可以避免通过共用、混
用牙刷、漱口杯等传播疾病。

刷牙方法对牙齿清洁的效果也有很大
影响。对于青少年而言，“水平颤动拂刷
法”对牙面、牙颈部有比较好的清洁效果，
同时还可以对牙龈产生一定按摩作用，增加
牙龈对不良刺激因素的抵抗力。需要提醒
的是，转动牙刷柄要紧贴牙面向牙齿咬合面
方向转动刷柄拂刷牙面，每个牙面都要刷
到，不要遗漏上下左右最后 4颗牙齿的后
面。刷牙固然是最基本、最常用的牙齿清洁
方法，但是牙缝中附着的牙菌斑，积存的食
物残渣通过刷牙很难清除，所以青少年应学
习使用牙线清洁牙齿缝隙。

适龄儿童进行窝沟封闭

每天使用含氟牙膏定期涂氟

《核心信息》：窝沟封闭是预防窝沟龋的

最有效方法，不产生创伤，不引起疼痛，是用

高分子材料把牙齿的窝沟填平后，使牙面变

得光滑易清洁，细菌不易存留，从而预防窝

沟龋。建议 11岁至13岁可进行第二恒磨牙

的窝沟封闭。

青少年使用含氟牙膏刷牙是安全、有效

的防龋措施。还可以每半年到医院接受一

次牙齿涂氟，预防龋病。尤其是已经有多颗

龋齿和正在进行正畸治疗的青少年，属于龋

病高危人群，更应采取局部用氟措施。

专家解读：冯昭飞说，龋齿是儿童和青
少年最主要的口腔疾病，对儿童和青少年面

容和身体发育、心理健康至关重要。窝沟封闭
和定期涂氟是儿童和青少年预防龋齿最有效
的手段。

窝沟是牙齿发育过程中在牙冠表面遗留的
一些内陷结构，由牙齿的表面向内部深入，如果
窝沟比较深，在牙齿表面的开口又比较窄，是无
法通过刷牙把窝沟内的细菌、食物残渣清除干
净的，这种窝沟就容易龋坏，称为“窝沟龋”。儿
童牙齿萌出时间短，没有明显磨耗，牙齿表面往
往会有比较明显的窝沟，主要分布在后边牙齿
的表面，所以儿童新萌出的恒牙患龋主要是窝
沟龋。窝沟封闭是预防窝沟龋的最有效方法，
建议6岁至7岁进行第一恒磨牙（六龄齿）的窝沟
封闭，11岁至13岁封闭第二恒磨牙，其他牙齿是
否需要封闭，可由口腔医生检查后决定。

氟元素可以有效预防龋病发生。青少年
使用含氟牙膏刷牙是安全、有效的防龋措施，
属于自我用氟防龋的方法。还可以每半年到
医院接受一次牙齿涂氟，预防龋病，这属于专
业的用氟防龋方法。尤其是已经有多颗龋齿
和正在进行正畸治疗的青少年，属于龋病高危
人群，更应采取局部用氟措施。

积极诊治错牙合畸形

运动做好防护防止牙外伤

《核心信息》：错牙合畸形会增加龋病、牙龈炎

等口腔疾病患病的风险，影响咀嚼、发音和美

观，也会影响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在乳恒牙

替换过程中或替换完成后，可以去正规医疗机

构进行错牙合畸形的诊治，确定具体的治疗时机

及方案。正畸治疗时间较长，佩戴矫治器后牙

齿不易清洁，因此在正畸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

口腔清洁。

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时，宜穿运动服和防

滑的运动鞋，预防摔倒造成牙外伤。必要时应

佩戴头盔、防护牙托等防护用具。一旦发生牙

外伤，应尽快去医院就诊。

专家解读：冯昭飞说，错牙合畸形是青少年在
生长发育过程中，由于遗传或后天环境因素造
成的牙齿排列、咬合关系、颌骨及面部等的异
常。当然，有些错牙合畸形，如反牙合俗称“地包天”
等，需要更早矫治。错牙合畸形具体的治疗时机
及方案应通过定期口腔检查，由口腔正畸医生
来制定。正畸过程中还特别需要注意口腔清
洁，少吃甜食，少喝含糖饮料。

冯昭飞说，外伤也是影响青少年口腔健康
的重要因素。家长、学校要教育培养青少年的
安全意识，参加体育活动时，头盔、防护牙托等
防护用具可以有效降低头面部、牙齿外伤的发
生。一旦发生牙外伤，应尽快去医院就诊。这
里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对于完全脱落的牙齿不
要随便丢弃，应在不碰触牙根的前提下，迅速
捡起，若牙齿表面沾有泥沙等，可用自来水稍
微冲洗牙齿表面，切不可擦拭、搔刮牙齿表面；
然后放入生理盐水或凉牛奶中，或含于舌下，
迅速就医。切不可用纸巾等包裹牙齿，否则牙
齿会脱水干燥，失去保留价值。有研究表明，30
分钟内将脱落牙齿植回牙槽窝，成功率最高，
随着时间延长，再植的成功率逐渐降低。

健康饮食限糖减酸

半年至一年检查口腔一次

《核心信息》：经常摄入过多的含糖食品或

碳酸饮料，会引发龋病或产生牙齿敏感。青少

年应少吃含糖食品，少喝碳酸饮料，控制进糖

总量，减少吃糖次数及糖在口腔停留的时间。

晚上睡前清洁口腔后不再进食。

龋病和牙龈炎是青少年常见口腔疾病，可

引起牙痛、牙龈出血等症状。青少年应每半年

至一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以便及时发现口腔

问题，早期治疗。洁治可以清除牙齿表面的软

垢、牙菌斑和牙石，让牙龈恢复健康。建议青

少年每年进行一次洁治。

专家解读：冯昭飞说，因为糖是口腔致龋
菌的营养物，这些细菌利用糖类物质代谢后产
酸，造成牙齿表层矿物质流失，如果这种状况
持续，牙齿就会出现敏感，甚至出现牙洞。所
以，青少年应少吃含糖食品、少喝碳酸饮料，更
不能以饮料替代白开水。另外，不但要控制进
糖总量，还要减少吃糖次数及糖在口腔停留的
时间，晚上睡前清洁口腔后不再进食，这些对
于预防龋齿的发生非常重要。另外，龋病、牙
龈炎进展一般比较缓慢，若已经引起牙痛、牙
龈出血等症状，说明疾病已经加重。青少年每
半年至一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能早期发现以
上口腔问题，不但不用忍受疾病带来的痛苦，
还能获得很好的疗效。洁治，也叫牙周洁治，
是使用手用器械或超声洁牙机清洁牙齿。通
过洁治，再配合有效刷牙，可以让牙龈维持和
恢复健康。

腋下大腿根发现无痛肿块当心淋巴瘤
多学科综合诊治提高患者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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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全国爱牙日” 我国首个《青少年口腔健康核心信息》发布

年轻人需每年洗牙定期口腔检查

养阴润燥 补肺益肾
名中医黄文政谈“秋分养生”

本月15日是世界淋巴瘤宣传日,天津医
科大学肿瘤医院举行了淋巴瘤多学科线上大
型义诊活动，患者答疑流量达1.13万人次。
淋巴瘤是近年来我国上升速度最快的肿瘤疾
病，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统计显示，我国每
年约有10万名新发淋巴瘤患者，发病呈15岁
至25岁和55岁以上年龄组两个高峰阶段。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内科主
任张会来教授提醒市民，淋巴瘤是较容易早
期发现的肿瘤，一旦发现颈部、腋窝、腹股沟
（大腿根）等处有无痛性持续增大的肿块要
及时到医院检查。如果确诊淋巴瘤，患者一
定要到大医院专科进行更加科学准确的分

型诊断。准确分型后
坚持完整的首次规范
治疗对控制疾病的发

展、预防复发并治愈非常关键。
张会来说，目前导致淋巴瘤的病因尚不

十分明确，普遍认为可能与三类因素相关，
一是病毒和细菌感染。二是放射线以及化
学物质的污染。装修、经常染发美甲、长期
处于电磁辐射环境、大气污染都是淋巴瘤的
致病高危因素。三是不良生活状态。如熬
夜、精神持续高度紧张，机体免疫力下降等。

张会来说，近年来，随着化疗、靶向和免
疫治疗的不断进步，创新药物不断涌现和治
疗方案的不断优化，淋巴瘤已经成为控制率、

治愈率较高的肿瘤之一。目前，我国淋巴瘤5
年生存率为 38.3%。淋巴瘤诊断和治疗涉及了
病理科、影像学，外科、放疗科、淋巴瘤科等多个
学科，仅靠单独学科、单一治疗手段很难开展。
目前，国内各大医院普遍推行多学科综合诊疗
的MDT模式，为精准诊断和规范化治疗提供了
更多保证。2021年，包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
院在内的全国七家省级肿瘤医院发起了淋巴瘤
亚专科区域联盟，全国一共52家医院每两周一
次MDT团队线上会诊，越来越多的淋巴瘤患者
从中获益。 记者 赵津

七旬老人心跳每分钟20次

2克无导线起搏器

成功挽救心脏

本月 23 日是秋分节气。
秋分时节正是“暑退秋澄天转
凉，日光夜色两均长”的时候。
中医认为，秋分后阴气日盛，阳

气日衰，在气候上表现为气温降低，昼夜温差
增大。与之相应的，人体阳气内敛，易呈现“秋
乏”状态。全国名中医，著名中医肾病学家黄
文政教授提出秋分养生宜防患于未然，重养阴
润燥，补肺益肾。

黄文政说，秋分以后，燥气更盛，加之气
温下降明显，若寒燥之气太过，或本身肺气阴
虚，则易发感冒、咳嗽等上呼吸道感染疾病，
常表现为头痛身热、恶寒无汗，并伴有唇燥咽
干、干咳等“凉燥”症状。上感是肾炎等疾病
的诱因，同时也是各种基础病加重的因素。
秋分以后，老人和孩子更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避免上感导致新发疾病，或使慢性肾炎、慢阻
肺等疾病加重。

秋分后养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转换，遵循
“秋冬养阴”的基本原则，饮食以养阴润燥的食
品为主，如芝麻、西米、糯米、莲藕、蘑菇、冬瓜、
雪梨、甘蔗、荸荠、柚子等。对于素体肺阴不足
的人，可以增加酸味食物的摄入，或选择五味
子、芍药这些性味酸涩的药物来收敛肺气预防
咳嗽等症。推荐常用百合莲子鸡蛋汤，有养阴
润肺、益肾健脾的功效。百合15克，莲子20克，
鸡蛋1个，白砂糖10克。百合、莲子、鸡蛋煮熟
后一同煮沸，加白糖佐餐食用；百合甘麦大枣
汤具有润肺养心、安神除烦的功效。百合15
克，炙甘草10克，淮小麦30克，大枣10枚与600
毫升水煎取200毫升，分两次服用。

另外，秋分后可以施行“闭气法”补肺益
肾。以鼻吸满气后闭住呼吸，同时咬住牙齿，
脚趾紧扣地，直至不能忍受时再呼出，反复18
次。闭气法可以增强心肺功能，助保肾气，减
轻“秋乏”的感受。但“闭气法”的练习应循序
渐进，不可冒进。 通讯员 耿晓娟 白迪迪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
院日前为一位73岁患有严
重感染合并糖尿病、心力

衰竭的老人微创完成了Micra AV双腔无导线
胶囊起搏器植入。该起搏器没有传统起搏器的
导线装置，重量只有2克，大小如一个胶囊，通过
静脉通道微创放入心脏。术后老人心率由每分
钟20次恢复到每分钟60次的正常状态。

据介绍，73岁的刘奶奶半月前开始头晕，近
日突然眼前一黑摔倒在地，这之后头晕越来越
厉害，还经常乏力、憋气、吃不下饭。到医大二院
就诊，心电图显示老人患有严重的房室传导阻
滞，心室率最慢时每分钟 20 次，血糖高达
22mmpl/L。严重的心动过缓随时可能导致老人
心脏停搏，必须尽快植入心脏起搏器。但术前
进一步检查发现，老人还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
死病史和严重的肺部感染，传统起搏器植入手
术对老人风险极高。该院心脏科李广平主任、
刘彤主任会诊后，与家属充分沟通，决定选择最
新一代Micra AV双腔无导线胶囊起搏器植入。

据介绍，该起搏器体积小，重量轻，无需植
入电极导线，无需在胸前皮下制作囊袋，无手术
创口伤疤，解决了感染风险大的担忧，特别适合
严重感染、恶性肿瘤、尿毒症长期透析需要心脏
起搏治疗的患者。该起搏器适应症更广，能兼
容1.5T/3.0T全身核磁共振检查。还通过算法
革新，能智能感知心房信号，实现生理性的房室
同步起搏，患者术后恢复更加良好。经过周密
的术前准备，在麻醉全程监护下，李广平、刘彤手
术团队经右侧股静脉穿刺入路，顺利通过递送
系统将起搏器送至老人右心室中位间隔部位，
一次性释放成功固定良好，全程40分钟顺利完
成手术。老人术后心率即刻稳定在60次/分，术
后8小时即下地活动。 通讯员 宋晓琳 李思

市口腔医院提供

我市第三中心医院ECMO团队成功救治

一名误服毒物儿童。 通讯员 陈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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