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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20 日是第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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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养成刷牙习惯，一生乐享
健康生活”，旨在贯彻落实《健康
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和《健
康 口 腔 行 动 方 案（2019—2025

年）》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提升群
众口腔健康素养，创建有利于口
腔健康的社会氛围。

一、清洁口腔应从婴儿出生
开始，学习养成刷牙习惯。

宝宝乳牙的健康是非常重要
的，如果发生龋齿导致乳牙过早

脱落会使将来恒牙逸出到空隙
中，造成牙齿弯曲、拥挤。所以，
需要注意口腔卫生和不良习惯，
这样做有助于减少细菌的定植，
预防龋齿发生。

清洁口腔从0岁开始
没长牙前新生宝宝的口腔不

需要特别清洗，唾液已起到天然
的口腔清洗作用。妈妈用棉签沾
水，轻轻地将宝宝的口腔清理一
下即可。

乳牙萌出第一颗，宝宝就可
以被刷牙了哦。

父母将裹覆纱布的食指伸入
宝宝口腔内，轻轻擦拭宝宝的舌
头、牙龈和口腔黏膜。 或者选用
套在手指上的指套牙刷来为小宝
宝刷牙，这样不仅能洁齿，而且还
能轻轻按摩齿龈。设计种类多，
有的具有按摩牙龈的作用，有的
还会发出奶香味或水果味。

1~3岁怎么清理口腔
对于2岁以内的宝宝，可在餐

后喂开水清洁口腔;2岁以上的宝
宝可以开始教其漱口。

儿童 2 岁左右开始学习刷
牙，适合儿童的刷牙方法是“圆弧
刷牙法”，具体操作方法是将刷毛
放置在牙面上，轻压使刷毛弯曲，
在牙面上画圈，每部位反复画圈
5 次以上，前牙内侧需将牙刷竖
放，牙齿的各个面均应刷到。选
择大小适宜的儿童牙刷，每两至
三个月更换一次，当出现牙刷毛
外翻或 倒毛时，应及时更换牙
刷，做到一人一刷一口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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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为适龄儿童进行窝沟封
闭。

窝沟封闭是预防窝沟龋的最
有效方法，是用高分子材料 把牙
齿的窝沟填平后，牙面变得光滑
易清洁，细菌不易存留，从而预
防窝沟龋。窝沟封闭是一种无创
技术，不会引起疼痛。 建议 6～
8 岁可以进行第一恒磨牙（六龄
齿）的窝沟封闭，11～13 岁可以
进行第二恒磨牙的窝沟封闭。

三、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保护

自己的牙齿。
尽早戒除口腔不良习惯，及

早预防咬唇、咬铅笔、口呼吸、夜
磨牙和偏侧咀嚼等儿童常见口腔
不良习惯，这些不良习惯会造成
牙齿排列不齐，甚至颌骨畸形，应
尽早戒除。对有口呼吸习惯的儿
童，应检查其上呼吸道是否通畅，
治疗呼吸道疾病，及时纠正口呼
吸。乳牙期或乳恒牙替换期发现
牙颌畸形应及时就医，由口腔医
生检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早期
矫治。

定期口腔检查，及时治疗口
腔疾病龋病是儿童常见口腔疾
病，可以引起儿童牙痛，牙龈、面
部肿胀，甚至高热等全身症状。
龋病长期得不到治疗可造成儿童
偏侧咀嚼，双侧面部发育不对称，
还可影响恒牙的正常发育和萌
出。儿童是口腔疾病的高发人
群，而且发展迅速，为及时了解
儿童口腔健康状况，做到早期发
现口腔问题，早期治疗，每六个月
应进行一次口腔健康检查。

儿童口腔健康核心信息及知识要点
□临海市中医院口腔门诊部 奚明珠

心肌梗塞是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造成管腔严重狭窄和心肌血
供不足，心肌严重而持久的急性
缺血过久而导致的一种疾病。心
肌梗塞患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
调整好自身的血脂，因为高血脂
是冠心病和心肌梗死一个很重要
的危险因素。引发心肌梗塞的病
因有因情绪激动、精神紧张、体力
劳动过累、饱餐后而发病。那么
心肌梗塞患者的日常护理又有哪
些呢？

一、心理治疗。
平时病人精神上要保持舒畅

愉快，应消除紧张恐惧心情，注意
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激动。并
避免过度劳累及受凉感冒等。否
则，这些因素会诱发心绞痛和心
肌梗塞。

二、急性期需绝对卧床休息。
卧床期间应加强护理。进

食、漱洗、大小便均要给予协助，
尽量避免患者增加劳力。以后可
按病情逐渐增加活动量。休养环
境应安静、舒适、整洁、室温合适。

三、避免肢体血栓形成及便
秘。

对于卧床时间较长的患者应
定期作肢体被动活动，避免肢体
血栓形成。由于卧床及环境、排
便方式的改变，容易引起便秘。

要提醒病人排便忌用
力过度，因排便用力
可增加心脏负荷，加
重心肌缺氧而危及生
命，可给些轻泻剂或
开塞露通便，便前可
给予口含硝酸甘油片
或消心痛等。

四、饮食调养。
饮食宜清淡要吃

易消化、产气少，含适
量维生素的食物如青
菜、水果和豆制品等，
每天保持必需的热量
和营养，少食多餐，避
免因过饱而加重心脏
负担，忌烟、酒。少吃含胆固醇高
的食物，如动物内脏、肥肉和巧克
力等，有心功能不全和高血压者
应限制钠盐的摄入。同时正确记
录出入水量。

五、让患者身心保持平稳。
心绞痛和心肌梗塞一旦发

生，首先应让病人安静平卧或坐
着休息，不要再走动，更不要慌忙
搬动病人。如给舌下含硝酸甘油
片不见效而痛苦未减轻时，应观
察病人脉搏是否规律，若有出冷
汗、面色苍白和烦躁不安加重的
情况，应安慰病人使之镇静，去枕
平卧，有血压表的可以测量血

压。然后可请卫生站或地段医院
医师出诊，初步处理平稳后再转
送医院治疗。如病人发生心脏突
然停跳，可在其胸骨下段用拳头
叩击，进行胸外挤压及人工呼吸。

六、警惕不典型的发病表现。
有时心绞痛或心肌梗塞的症

状很不典型，如有的病人可出现
反射性牙痛，也有的心肌梗塞先
发生胃痛。遇到这种情况，务必
提高警惕，凡有冠心病病史的病
人，均不可忽视，应尽早就医诊
治。在病情平稳恢复期要防止病
人过度兴奋，使其保持稳定的情
绪，适量的体力活动，以预防病情
的反复。

如何护理心肌梗塞患者
□市二医院心内科 吴璐璐

10个人中就有6个
人感染了这种菌，打击
面这么大的细菌到底是
什么？答案就是：幽门
螺杆菌。

幽门螺杆菌（简称
HP），犹如它的名字一
样，菌体呈螺旋S形或L
形，有4至6根鞭毛。它
是一种微需氧的细菌，
喜欢在人胃及十二指肠
的区域内生活。

为啥说它的打击面
这么大呢？那是因为幽
门螺杆菌在全球自然人
群的感染率很高，已经
超过50%。在人群中造
成这么高感染率，就是
因为人类是它唯一的传
染源，主要通过粪-口、
口-口、胃-口传播，是否
还有其他传播途径，目
前尚未完全明了。

感染了幽门螺杆菌
会怎么样？科学研究表
明，幽门螺杆菌感染与
胃炎、消化性溃疡和胃
癌等疾病有密切关系。
1994年它被国际癌症研
究中心列为 I 类致癌
物。看到这里大家不要
害怕，并不是说感染了
它就一定会得这些疾
病，及时发现并积极就
医才能减少患病的风
险。

那么用什么办法知
道自己是否感染了？依
据获取检测标本对人体

有无创伤性，幽门螺杆菌的诊断方法主
要分为两类：

（1）使用胃镜活检的标本的检测方
法：包括组织学检测、分子生物学技术
等。

（2）其他检测方法：包括血清检测、
呼气法等。

组织学检查：胃镜活检标本取下来
后，制作石蜡切片，再通过特殊的染色
方法来判断是否有幽门螺杆菌感染。

核酸检测方法: 这是一种分子生
物学技术检测方法。我们首先需要提
取胃黏膜组织中基因组DNA，然后通
过PCR检测技术，检测胃黏膜组织中是
否含有幽门螺杆菌的基因组DNA。同
时还可进行幽门螺杆菌耐药基因的检
测，了解患者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从而
选择敏感抗生素进行治疗，提高疗效。

血清检查：抽取患者血液，检测血
清中是否具有HP抗体。阳性表明具有
幽门螺杆菌感染。

呼气法：幽门螺杆菌可以分解尿素
产生CO2。受试者口服带标记的尿素
后，如果胃中有幽门螺杆菌，就可以分
解产生带标记的CO2，收集受试者呼出
的气体，如果检测出带标记的CO2，即
可诊断幽门螺杆菌感染。需注意，运动
后不宜进行该项目检查。

需要提醒的是，幽门螺杆菌检测方
法较多，患者需根据自身身体条件和医
嘱选择最优检测方法。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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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贱茅柴酒美，霜清螃蟹螯
肥。临海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又到
了一年一度吃梭子蟹的季节。在吃
梭子蟹的季节，痛风患者应该注意
些什么呢？

什么是痛风？
说起痛风这种疾病可能很多人

都知道，但是对于这种疾病了解都不
太深入，所以在平时不能够很好地做
好这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一

般痛风发作会让人体最低部位的关
节剧烈疼痛。它是人体内嘌呤物质
的新陈代谢发生紊乱，尿酸的合成增
加或排出减少，造成血尿酸浓度过高
时，尿酸以钠盐形式沉积在关节、软
骨和肾脏中，引起组织异物炎性反
应，就是我们所说的痛风。

梭子蟹肉肥味美，它跟痛风有
什么关系？

临海靠海，现在梭子蟹大量上

市，物美价廉，家家户户都在吃，
因痛风发作来院就诊的病人也多
起来了。梭子蟹虽然肉肥味美，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但是梭
子蟹的嘌呤是比较高的，食用太
多会使人体内嘌呤升高，从而使
尿酸升高，增加痛风发作风险，而
容易引起痛风。

平常生活中还有哪些食物是高
嘌呤食物？

我们生活中最常见也经常在吃
的高嘌呤食物，主要包括动物内脏、
各种鱼、虾、蟹、贝壳类、海鲜以及发
酵食品等，还有浓肉汤、火锅汤等，
嘌呤高、尿酸高的人群一定要避免
食用。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者还应
限制酒精摄入，尤其避免啤酒，啤酒
中含有大量嘌呤，饮用啤酒很容易
诱发痛风。

痛风这么常见性的疾病，它主
要有哪些危害呢？

痛风的危害很多：第一、对关节
有损害，严重的痛风石可以导致关
节出现畸形、致残，影响生活质量。
第二、肾脏可以出现反复泌尿系结
石、感染、肾盂积水，也可以出现肾
功能的减退，严重者出现尿毒症。

第三、痛风属于高尿酸血症的表现，
常常伴有全身代谢异常，增加心脏
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有些人体检时只发现高尿酸血
症，没有痛风发作，我们应不应该重
视？

痛风是人体内血尿酸水平升
高，很多人认为高尿酸血症没发痛
风就没关系。其实，高尿酸血症不
仅会引起痛风，而且对身体其他器
官产生影响，特别要重视无症状阶
段的高尿酸血症，将尿酸控制在合
理范围，以防止病情进一步发展为
痛风及其他脏器损害。

高尿酸血症患者在平时生活中
应该注意哪些？

高尿酸血症患者提倡吃低嘌呤
食物，如蔬菜、水果、奶类、蛋类、坚
果、精米白面、小米、荞麦、燕麦，薯
类中的土豆、芋头、白薯、木薯。在
夏天，高尿酸患者要多饮水。白开
水即可，而不是甜饮料。人体内
70%左右的尿酸是通过肾脏排泄
的，多饮水有充足的尿量帮助代谢
尿酸。还要迈开腿，高尿酸血症、痛
风患者不少为超重、肥胖，可在医生
指导下进行合理运动。

人体的免疫力大多取决于遗传基因，但是，环
境的影响也很大，其中又以饮食具有决定性的影
响力。有些食物的成分能够协助刺激免疫系统，
增强免疫能力，如果缺乏这些重要的营养成分，将
会严重影响身体的免疫系统机能。

蛋白质，维生素A，维生素B1、B2，烟酸，维生
素B6，泛酸，叶酸，维生素C，维生素E，β-胡萝卜
素和铁，锌，铜，硒等矿物质，它们提供免疫系统生
产抗体的所需活性营养物质，从而维持免疫系统
功能，确保抗体维持在一定的水平。

从中医的角度讲，合理安排饮食可保证机体
的营养，使人体的五脏功能旺盛、气血充实。如
《内经》所言：“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即人体正气
旺盛时，邪气就没有机会侵袭机体，自然也就会保
持健康的身体状态。

大多数现代人的身体并不是像以前一样处于
“营养不足”的状态，而是处于“营养过剩”的状
态。三高（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人群与糖尿病
患者越来越多，因为吃太多而造成脾胃病的也不
少，还有很多年轻人，包括许多学生都不吃早饭，
这都是非常伤身体的。进补不是说就要吃药，食
物才是最好的补药。平常多吃一些瘦肉、蛋、鱼、
牛奶等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不良情绪会影响脏器功能。中医认为：“喜伤
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情绪会影响
到内脏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保持一颗平常心，气
血才能通畅，各个器官的功能才能好。

研究表明，紧张会促使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
泌，导致免疫反馈失调。有些人在考试前、应聘前
常易被诸如感冒等小毛病击倒，这是因为紧张所
诱发的焦虑限制了免疫细胞的作用。免疫系统也
受情绪和感受的制约，因此要保持乐观的心理状态。消极、情绪化、
紧张过敏的人往往免疫系统比较脆弱，也易染上疾病。

听音乐而且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也有利提高免疫力，关键是要沉浸
在能安抚自己身心的旋律和节奏里。欧文加州大学教育系的一项研究
发现，若倾情投入地唱歌，唾液中免疫球蛋白A的数量也会显著增加。

可见，一个人的免疫力与情绪有很大关系。研究发现，敌视、悲
痛、失落、忧愁等消极情绪都能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而开朗活泼的
性格、愉快的情绪则会提高人体免疫力。因为精神愉快与悲伤苦恼
可产生两种不同的生化过程，悲伤忧愁会使机体激素分泌发生变化，
引起生理功能紊乱，减弱机体的免疫力。

久坐伤气，要多运动。我们现代人主要处于“亚健康”状态，所以
主要的调节方法就是要改变现有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中上班族
们最常见的不良习惯就是久坐。中医认为，久坐的人容易导致气滞，

“气”运行不好，就连带着血运行不好，会造成气滞血瘀。
适量的锻炼能促进人体的内循环和内分泌，促进人体脏器机能

的提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从而有效地提高人体自身的免疫
力。像耐力练习、舞蹈、太极拳、健身操等能提高人体免疫能力，其影
响程度取决于锻炼者的运动习惯、运动种类、运动强度及年龄、性别、
体质状况等诸因素。比如年轻人可以活动量大一些，如跳健身操等，
年老者则需要一些舒缓的运动项目，如太极。

但在此要提醒锻炼者们，在锻炼时一定要注意适度、持续和循序
渐进，避免锻炼间隔太长或强度太大。在人体过度疲劳、休息不足时
不应强迫锻炼，否则会没有效果或免疫力不升反降。不过，对于不同
人群，散步都是很好的运动选项。

还有一点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就是要有合理的作息时间。现在
的年轻人由于工作或者其他原因，容易熬夜，而熬夜伤肝、伤肾、伤气
血。朱红建议，人们要作息有度，最好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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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 子 蟹梭 子 蟹 与 痛 风与 痛 风
□□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 邵惠琴邵惠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