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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矫形只是堪比整容

孩子寒假
用眼卫生别忽视

地包天、龅牙等牙齿问题越早干预越好
好大夫在线

市中医院协办
俗话说：“牙好胃口就好。”拥
有一口好牙，能够享受天下美食 ，
而有一口坚硬又白皙的美牙更能锦
上添花，增加自己的好形象。然
而，并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有一口洁
白整齐的牙齿，那该怎么办呢？
“矫牙吧！”相信这会是很多家
长的首选。这不，在寒假期间，为
了孩子的牙齿问题到市中医院口腔
科向医生咨询矫牙的家长增加了不
少。“小朋友一定要等到牙齿全部换
完了才能矫牙吗？”“除了钢牙套，
有没有其他选择？”“矫牙大概要多
长时间？”……
矫牙，就是牙齿矫形，是通过
正畸或外科手术等方法治疗错颌畸
形。错颌畸形是指儿童生长发育过
程中，由先天因素或后天因素导致
的牙齿、颌骨、颅面的畸形，错颌
畸形与龋齿、牙周病一起被列为口
腔三大常见病，其患病率高达人口
的 50%以上。
已在市中医院口腔科从事矫牙
10 多年的主治医师林芬芳发现，近
年来到市中医院咨询并矫牙的人可
以说是逐年增加，这与越来越多孩
子牙齿长得不够整齐、大众对美的
意识越来越强烈等因素有关。
“之所以有很多小孩子的牙齿出
现排列拥挤或龅牙、反颌等，主要
是因为现在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 ，

食物过于精细，造成了颌骨的退
化、牙齿的退化。颌骨的退化快于
牙齿，形成了牙量与骨量的不协
调。咀嚼粗糙的食物是可以促进颌
骨发育的。
”林芬芳说。
据了解，目前到市中医院口腔
科进行矫牙的不仅有在校学生，还
有不少成年人，年龄跨度在 3 岁至
30 多岁。“矫牙没有年龄限制，而
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而定。虽
然 矫 牙 最 佳 时 机 是 女 孩 12 周 岁 左
右，男孩可以稍晚些，但这个是相
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为此，林芬
芳建议，在孩子乳牙长好后，如果
出 现 反 颌 （即 地 包 天）、 牙 列 拥
挤、双颌前突、咬颌不整齐等，就
应该到医院口腔科做个检查，让医
生判断是否要进行早期干预治疗 。
如反颌和下巴后缩，越早干预越
好，其中反颌在乳牙期就可以进行
矫正，而如果不及早矫正治疗，那
下颌面骨头会越来越长，直接影响
脸部外貌美观。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进
行矫牙，钢牙套不再成为唯一的选
择。据林芬芳介绍，如今，随着多
种材料应用于矫牙，市中医院也推
出了隐形矫正，如果牙齿要微调那
么可以采用隐形矫正，这比较适合
成年人。而未成年人矫牙，建议还
是戴金属矫器。
采用传统的金属托槽进行矫牙
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不仅价格低还
结实耐用，不过由于牙面上各种复
杂的凸起结构，使得口腔卫生不易
保持。“矫牙期间，因为戴着牙套会
使得刷牙不到位，所以一定要注意
口腔卫生 。”林芬芳还叮嘱道，同

99%的人不知
这 4 种食物竟会导致口臭

口臭与饮食关系密切。美国
芝加哥口腔科专家杰西卡·埃默
里博士总结出了你想不到的 4 种
导致口臭的食物。
酒。酒精是一种利尿剂，饮
酒过多容易导致嘴巴、大脑和身
体缺水，同时也会阻碍唾液正常
分泌。而唾液中有很多可以分解
并冲走“有味细菌”的物质，所
以一旦过量饮酒，必然会加重口
臭。建议在饮酒过程中尽量喝点
白开水。
薄荷糖。埃默里博士表示，
很多薄荷糖宣称可清新口气消除
口臭，其实弊多利少。一旦薄荷
醇从口中消失，口中怪味会迅速
反弹并加重。大多数薄荷糖含有
蔗糖即“细菌的美食”，细菌在
分解糖的过程中会释放硫化物，
因而会加重口臭。
肉。埃默里博士表示，吃肉
过多，会导致蛋白质摄入量超过
身体需求，身体就会将其分解为
碳水化物用作能量。分解过程中
会产生氨 （尿味），它们会通过

口腔排出体外。
干果。干果不仅含有大量促
进细菌滋生的糖，而且含有大量
的不溶性膳食纤维，更容易导致
口腔及牙缝间糖的聚集。吃完干
果，一定要及时清理牙缝。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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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尽量避免吃太黏软或者太硬的
食物，例如口香糖、年糕或坚果 。
黏软食物可能粘附在牙套托槽上 ，
不容易清理，而吃质地较硬的食
物，可能导致戴上的牙套托槽被震
脱。而一旦牙套脱落，要及时联系
来医院诊治。这是因为，矫牙装置
让每颗牙齿受力较为均衡，一旦托
槽掉落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会影
响整个治疗进程。
由于牙齿移动的距离是有限度
的，每月移动的长度根本无法目
测 ， 因 此 ， 一 般 矫 牙 时 间 需 1—2
年，也就是戴牙套的时间需要这么
久。当然，也不是摘下牙套就意味
着矫牙结束了，还需要佩戴保持器
1—2 年时间。“牙套摘下后，其实刚
矫正好的牙齿并未完全稳定下来 ，
所以一定要戴保持器，起到固定、

稳定的作用。”林芬芳打了个比喻，
如将一株刚拔出来的树再种下去一
定要进行固定，否则就容易长歪掉。
矫牙对人的外貌可以说影响巨
大，如对地包天或龅牙进行矫正 ，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面部，但矫牙和
整容形绝对是两码事。真正的牙齿
矫正，首先解决的是口腔健康问
题，其次才是美观问题。如咬合不
对可能造成颞下颌关节紊乱，甚至
有可能造成偏头痛；咀嚼效率低
下，影响身体健康等。这些都是牙
齿矫正首要解决的问题。
“矫正牙齿只是改变了面部软组
织，使反颌和双颌前突以及下巴后
缩，让脸部比较协调。
”林芬芳说，而
一些骨性的反颌和骨性的双颌前突，
还是需要正颌手术来完成。因此，只
能说“矫牙堪比整容”
。 詹淑红

对于脂肪肝，我们的误解不少
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无烟、无噪
音、24 小时不停工的“化工厂”
。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吃的多、动的
少，患脂肪肝的人越来越多。一般而
言，脂肪肝属可逆性疾病，早期诊断并
及时治疗可恢复正常。关于脂肪肝的防
治，人们要特别注意下面几点。
瘦人也会得脂肪肝。很多人以为
脂肪肝是胖人的“专利”，是吃出来
的，瘦人不会有脂肪肝。其实不然。瘦
人特别是减肥人的脂肪肝很多是由于过
度节食“饿”出来的。人处于饥饿状态
时，身体无法获得必要的葡萄糖，就会
将身体其他部位储存的脂肪、蛋白质动
用起来，转化为葡萄糖，从而导致血清
中游离脂肪酸增高。大量脂肪酸进入肝
脏，加之机体又缺少脂代谢时必要的酶
类和维生素，致使脂肪在肝脏滞留，造
成脂肪肝。
脂肪肝也需治。很多人都认为脂
肪肝无须治，事实上，即使是单纯性
脂肪肝，都比正常肝脏脆弱，更容易
受到药物、工业毒物、酒精、缺血以
及病毒感染的伤害，从而导致其他类
型肝病发生率增高，所以需要干预和
治疗。目前，市场上保肝药很多，许
多患者经常辗转于各大医院或药房寻
求治疗脂肪肝的特效药物。事实上，
国内外至今尚未发现治疗脂肪肝的灵
丹妙药。脂肪肝需要的是综合治疗，
保肝药物仅仅是一种辅助治疗措施，
主要用于伴有转氨酶升高的脂肪性肝
炎患者，短期内会有一些作用，但如
果想永远和脂肪肝说再见，病人就要
调整饮食，注意运动，去除不良行
为。而这些非药物治疗措施需要贯彻
终身，否则脂肪肝就是治好了也会复
发。
水果不宜过多食用。新鲜水果富
含水分、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
适当食用无疑有益于健康。然而，水
果并非越多越好，因为水果含有一定
的糖类，特别是富含单糖和双糖的水

果，长期过多进食可导致血糖、血脂
升高，甚至诱发肥胖，因此肥胖、糖
尿病、高脂血症和脂肪肝患者不宜多
吃这类水果。脂肪肝患者特别要注意
合理膳食，提倡高蛋白、高维生素、
低糖、低脂饮食，不吃或少吃动物性
脂肪、甜食 （包括含糖饮料），多吃
蔬菜和富含纤维素的食物，不吃零
食，睡前不加餐。
控制体重，适量运动。脂肪肝患
者需适当增加运动，最好选择有氧运
动，可促进体内脂肪消耗。以运动时
脉搏为 100—160 次/分钟，持续 20—
30 分钟，运动后疲劳感于 20 分钟内消
失为宜。
张雪娟

近年来，我国学生近
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
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
心健康。家长们有责任呵
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
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寒假和春节期间，孩
子们大多会用电脑、手
机、电视等电子产品消遣
假期时光，长时间近距离
用眼过度，往往导致眼
干、眼涩甚至视力下降、
近视。因此，寒假期间家
长要让孩子们合理安排假
期时间，劳逸结合，不要
用眼过度，以防近视发
生。那么，近视有哪些危
害，如何科学预防近视呢？

视力障碍要早发现
视力出现障碍的孩子
往往会有一些特殊表现，
家长要注意观察，及时发
现孩子的微小变化。
眯眼。当远处目标看
不清时，孩子往往采取眯
眼的办法来弥补。
眨眼。频繁眨眼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近视，
增加视力清晰度。不少人
在流泪时，看东西也会更
清楚一些。
歪头。常发生的是歪
头看电视，这主要是由于
在歪头时，可以减少部分
弥散光线的干扰和影响，
有些孩子甚至会养成歪头
的习惯。
出错。远处目标不清
楚，见了熟人也不打招
呼；经常会抄错题；暗处
行动时，常常被东西绊倒
或碰伤。还有的孩子表现
为学习成绩下降，常须借
别人的笔记来抄写等。

预防近视有妙招
适当使用电子产品，

尽量少看电视、少玩手
机。人与电视机保持 3 米以
上距离。使用电子产品
时，字体要放大，每隔 20
分钟休息 20 秒，望望远处
20 米以外的风景。
创造良好的用眼环
境。学习时要有充足的光
线，不要在暗处或直射阳
光下看书，不要躺在床上
及走路或乘车时看书。
读书写字姿势要端
正。做作业保持良好的坐
姿和握笔姿势；读书写字
身体要坐正，做到“一尺
一寸一拳头”，即保持眼睛
与书本距离为一尺、胸前
与桌面保持一拳头 （10 厘
米）、握笔的手指与笔尖距
离应一寸左右 （3 厘米）。
适量户外运动。光线
会刺激眼球释放多巴胺，
不仅可以开阔视野，缓解
眼睛疲劳，还可以促进钙
质和各种维生素的吸收，
增强体质。每天户外晒太
阳 1—3 小时，户外运动的
时候要避免阳光直射眼
睛，造成伤害。
避免熬夜。保证睡眠
充足，使眼睛得到充分休
息。
合理饮食。不偏食挑
食，保证营养全面；多吃
蔬菜瓜果，常吃富含维生
素 A 的食品。
定期进行视力检查。
孩子处于发育期，应每过
三个月或者半年到正规检
查机构进行视力检查。
应注意不用脏手揉眼
睛，以免感染细菌而患上
沙眼或红眼病等。
需要强调的是，户外
运动等预防作用有限，最
重要的还是要尽量避免用
眼过度。
陆辉

有的人不能盘腿坐
人的坐姿多种多样，盘
腿不仅不会像下肢自然下垂
的坐姿，导致下肢水肿等问
题，还可以减少并放慢下半
身的血液循环，这也就等于
增加了上半身，尤其是胸腔
和脑部的血液循环，对改善
肺功能很有效果。但是，并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盘腿坐，
有的人盘腿后会出现疼痛，
这是为什么呢？
盘腿动作主要由髋关
节、膝关节来完成。盘腿时
髋关节屈曲、外展、外旋，
同时膝关节过度屈曲、内
收。如果髋关节本身有滑膜
炎等其他损伤时，髋关节的
一系列动作就会加重相应的
关节损伤和退变。
盘腿久坐会压迫膝关节
内侧，造成膝关节内收，并

产生旋转，研磨、压迫膝关
节内侧的半月板和软骨。这
样就可能加重膝关节尤其是
内侧关节间室的退变，导致
半月板损伤。同时，过度压
迫膝关节也会导致髌骨关节
外侧关节面应力增加，导致
或加重髌骨退变，引起髌骨
关节炎。
长期盘腿坐过度牵拉下

肢，导致臀部的臀中肌、阔
筋膜张肌及下肢的髂胫束长
期处于紧张状态，紧张的髂
胫束在膝关节做伸膝屈膝的
动作中不断地摩擦膝关节，
会加重膝关节疼痛。因此，
如果患者关节本身有退变或
者损伤，不适合长期盘腿，
老年人更不适合。
王冉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