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年初六下午，记者来到银川市
口腔医院，虽然电梯不如平时般忙
碌，但儿童口腔科和牙体牙髓科仍有
排队等候就诊的患者。尤其牙体牙
髓科，导医称当日已接待了40多位
患者，多是急发牙病，因此只能安排
初诊患者，因为一位复诊患者用去的

时间可为三位初诊患者治疗。说话
间，一位男性患者匆匆赶来，称牙疼
抽得偏头痛，需尽快就诊。

初七至初九，医院更是涌入上千
患者，其中牙体牙髓科和儿童口腔科
的就诊患者达到170人左右，“我坐
在椅子上都没能站起来，太累了”，牙

体牙髓科主任程莉莉介绍，这三天来
医院就诊人数达到顶峰，每天光她治
疗的患者就在20人左右。就诊量同
样达到顶峰的还有儿童口腔科，节后
新院日就诊量同样在170人左右。
该科主任李爽英称，这样的完全饱和
状态几乎持续了整个寒假。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论是成人
还是儿童，就诊患者中约八成是因
为牙疼难忍、龋病伤到神经来就诊
的。李爽英介绍，小患者中多为
乳牙龋坏，很多就诊家长反映孩
子因牙痛整夜哭闹，全家人没法
安心休息。

春节后牙病患者爆发 八成因龋病疼痛难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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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
一、什么是高血压
高血压（hypertension）是指以体循环动脉血压（收缩

压和/或舒张压）增高为主要特征（收缩压≥140毫米汞柱，
舒张压≥90毫米汞柱），可伴有心、脑、肾等器官的功能或
器质性损害的临床综合征。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也
是心脑血管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二、为什么会得高血压
1.遗传因素
大约60%的半数高血压患者有家族史。目前认为是

多基因遗传所致，30%～50%的高血压患者有遗传背景。
2.精神和环境因素
长期的精神紧张、激动、焦虑，受噪声或不良视觉刺激

等因素也会引起高血压的发生。
3.年龄因素
发病率有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高的趋势，40岁以上者发

病率高。
4.生活习惯因素
膳食结构不合理，如过多的钠盐、低钾饮食、大量饮

酒、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均可使血压升高。吸烟可加速
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为高血压的危险因素。

5.药物的影响
避孕药、激素、消炎止痛药等均可影响血压。
6.其他疾病的影响
肥胖、糖尿病、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甲状腺疾

病、肾动脉狭窄、肾脏实质损害、肾上腺占位性病变、嗜铬
细胞瘤、其他神经内分泌肿瘤等。

三、如何预防高血压和治疗高血压
高血压是一种可防可控的疾病，对血压130～139/

85～89mmHg正常高值阶段、超重/肥胖、长期高盐饮食、
过量饮酒者应进行重点干预，定期健康体检，积极控制危
险因素。

针对高血压患者，应定期随访和测量血压，尤其注意
清晨血压的管理，积极治疗高血压（药物治疗与生活方式
干预并举），减缓靶器官损害，预防心脑肾并发症的发生，
降低致残率及死亡率。

① 减轻并控制体重。
② 减少钠盐摄入。
③ 补充钙和钾盐。
④ 减少脂肪摄入。
⑤ 增加运动。
⑥ 戒烟、限制饮酒。
⑦ 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

综治与计生搭台 法治与健康同行

温办举办民间文化巡演
本报讯 通讯员周香玲、龙翔报道：2月26日，为丰富

温泉人民的节庆文化生活，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民间
文化，由咸安区温泉办事处、温泉文化站、处综治委、计生
办、温泉司法所联合举办的“法治平安，健康同行”——民
间文化巡演活动，在肖桥村四组举行。

正式演出前，温泉计生办特别设置了计生咨询台，现
场为育龄群众解答现行生育政策、避孕知识，展演健康支
持工具包，宣传健康养生知识。在节目表演间隙，还穿插
了健康知识理念的抢答环节，并且为每位参与答题的群众
准备了健康支持工具包。现场共计发放致育龄妇女一封
信、健康素养手册260余份，免费发放避孕药具66盒。

官桥镇情暖计生家庭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道：2月5日上午，嘉鱼县官

桥镇舒桥村委会门前，挤满了前来咨询计生政策和体检的
育龄妇女。

据了解，为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计生户家
庭，官桥镇计生办抢抓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机遇，积极组织
计生专干和医生，在舒桥村门前搭建“健康咨询，药具发
放、政策法规、礼品发放”等服务平台，并开展健康知识讲
座，还为计生户发放生活用品。

活动当日，该村200多名育龄服务对象得到镇计生办
发放的《婚育新风进万家》宣传资料、针线盒及挂历2000
多份。与此同时，镇信用社也顺势为存款客户赠送价值数
千元的食用油、春联、茶杯等物品，接待政策咨询和“三查”
服务200多人次。

据悉，该镇计生办先后在朱砂、官桥等3个人口密集村
（社区），举办为期3天的“把健康带回家”主题活动，共为计
生户发放价值2万多元的生活用品。

牙病都是有一定潜伏期的，为何
春节期间会出现就诊高峰？程莉莉
介绍，主要是春节期间聚餐多、辛辣
油腻饮食集中，加上无法及时做到饭
后漱口、牙线剔牙、口腔卫生有疏忽，

很容易造成牙神经的感染。此外，成
年人节日期间熬夜多、娱乐多等过度
疲劳，也会导致身体抵抗力减弱造成
龋病严重。

至于小孩的牙病，李爽英介绍，多

由于节日期间含糖食物吃得多，导致
龋齿疼痛感加强。过年期间，每家都
会准备糖果，走亲访友间，孩子吃糖果
的量会远多于平日，口腔长时间处在
蔗糖、酸腐环境。而除了糖果，节日期

间孩子进食蛋糕、甜点、巧克力、饮料
等含蔗糖食物也很集中，这些食物残
渣得不到及时清洁，很容易粘附在菌
斑上和细菌作用产生酸而造成致
龋倾向或加重牙齿的龋坏程度。

口腔清洁不及时 潜伏龋齿急发病
分析

李爽英介绍，该科室接待的小患
者中，绝大多数是乳牙龋病，有的才
四五岁大，就有了多个龋齿。而乳牙
龋齿的危害，除了影响孩子的进食、
营养的吸收以外，对眼睛、肾脏、关节
的生长发育都有影响，因此预防乳牙
龋齿的发生非常重要。

说起预防龋齿，人们传统观念认为

应尽量减少孩子吃糖。事实上这不现
实，更何况糖分的摄入对孩子的生长发
育也是有好处的。根据多年的从医经
验，李爽英总结出新的“控糖”理念：
控制吃糖的频率比控制总量更重要。

李爽英说，小孩子都是喜欢吃甜
食的。如果家长控制孩子吃糖，孩子
难免会偷偷摸摸地吃，比如一会儿喝

一口饮料、趁家长不备含一块糖等，这
样反而会使口腔长时间处于酸性条
件，更容易导致龋病。对此，家长可和
孩子约定，在每日晚饭后半小时之内
大大方方、高高兴兴地吃完各类含糖
量高的食物，吃完后立刻带孩子刷
牙。刷牙后到睡前的这段时间，只进
食白开水。这样做的好处，不仅减少

了蔗糖摄入次数，还帮助孩子从小培
养良好的口腔习惯，更是受益终身的。

此外，李爽英提醒家长，孩子两
岁半后定期涂氟、6岁左右及时做窝
沟封闭。6岁以前需要由家长亲自
给孩子刷牙，6-12岁时需要家长每
周至少为孩子刷一次牙，确保牙齿清
洁的程度。

孩子吃糖 注重控制频率

建议1

口腔疾病时可以预防的，而彻底
清洁，是口腔疾病预防最常用、最有
效的方法之一。作为消化系统的第
一站，口腔系统往往会出现多种疾
患，包括牙体牙髓病、牙周病、口腔
粘膜病等等，除此之外，也有很多系
统性疾病反映在口腔器官中，如消
化系统疾病、内分泌疾病、免疫系统

疾病，及血液病等。口腔卫生保持
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影响口腔疾病
的发生，所以一定要正确刷牙、彻底
清洁。

银川市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霍
永力介绍，我们传统是提倡每天早晚
刷牙，其实在午饭后半个小时到两个
小时之间仍需要刷牙一次，及时将牙

齿表面的软垢、口腔齿缝中的食物残
渣清理掉，尽量避免细菌对牙齿的危
害。此外，每次进食后需及时漱口，
晚间刷牙后除了白水以外，不再进食
任何东西。

单纯的刷牙只能清除约65%的
菌斑，剩下的藏在牙缝、部分牙龈缘
下，以及牙齿排列不齐造成的死角

里，成为引发龋病与牙周病的隐患。
所以，每晚有必要使用牙线拉出残
渣，有效清洁牙刷毛所达不到的位
置。

而以上所有的方法，都无法清除
牙结石。因此建议成年人每4-6个
月到医院做一次洁牙，以确保牙齿的
彻底清洁。

成人刷牙 每日三次必不可少

建议2

霍永力是银川市口腔医院第一
批次人才培养赴美国研修人员，除了
学习到国际最先进的诊疗方法、对牙
周病系统的诊疗技术以外，让他受益
更多的是是终身口腔健康的理念。

“我们现在还停留在‘牙疼不是
病’这一错误的观念里，口腔健康其
实是全身健康的一个重要部分。因

为牙齿疾病除了会引起牙周病、牙齿
脱落之外，还会引发胃炎、肾炎、血糖
的升高、孕妇的早产，以及老年痴呆
的提前等等。”霍主任表示，每半年一
次的定期检查不仅可以提前预防牙
齿疾病，还可以尽早治疗、少受疼痛、
节约开销。”

据介绍，有些牙周疾病是不能直

接感受到的。比如刷牙出血、牙龈脓
肿、牙缝变大、口腔异味、牙齿移位这
些都有可能是牙周炎的表现。即便
牙齿没有任何症状，也需通过检查提
前发现隐患、尽早介入治疗。已有数
据证明，97%的成年人都患有龋齿，
其中 38%的成年人会因此牙齿脱
落。普通的牙周检查约200元左右，

而牙周病的治疗一年在数千元，若是
一直拖到牙齿脱落再种植，则一颗牙
就要花费上万元。“脱落的牙齿多了，
可不就等于嘴里跑了一辆车嘛”，霍
主任称，所以关于牙周病总结三句话
就是：“预防比治疗好，早治比晚治
好，晚治比不治好。”

（本报综合）

牙疼是病 半年一次口腔检查

建议3

早餐
吃鱼、鸡蛋、蓝莓和核桃等。身体如

果缺少必需的脂肪酸，记忆力衰退和患老
年痴呆的风险会增加。鱼、鸡蛋、南瓜、种
子类食物含有的欧米伽-3脂肪酸（如“脑
黄金”DHA），是大脑自我修复所需的营
养元素之一,能让信息传递更流畅，帮助
改善大脑血流量、减少炎症发生、保持大
脑活力。在坚果中，核桃的DHA含量最
高；蓝莓富含抗氧化物，有助于加强大脑
中神经元的连接。有的人早餐会忽略主
食，但大脑唯一的能量来源为葡萄糖，所
以早餐主食不可少，馒头、包子、粥就是很
好的选择。

上班路上
阅读、玩填字游戏，关闭导航或走路

上班。大脑就像肌肉，需要锻炼和刺激。
上班路上也不要让它闲下来，在地铁或公
交上阅读或玩些健脑游戏；开车时可以关
闭导航，锻炼记忆力；走路上班也是很好
的选择，体育锻炼30分钟以上可以增加
血流量、保持大脑清醒，还能减少糖尿病、
心脏病和其他循环系统疾病风险；即使是
低强度的锻炼，也能振奋精神。

午餐
吃鲜脆的蔬菜，如胡萝卜、芹菜、青

椒，饭后散步。中午容易困倦，胡萝卜、芹
菜、青椒等蔬菜或百里香、迷迭香等香料
富含木犀草素、抗氧化类黄酮等神经保护
剂，将其加入午餐，不仅醒脑，还能预防、
缓解老年痴呆。吃完午饭最好散散步、休
息一下，保持大脑血流畅通。

下午
喝薄荷茶或柑橘茶，做点小改变。下

午茶不妨喝点含有木犀草素的薄荷茶和
柑橘茶，能防止大脑缺水。英国一项研究
发现，大脑缺水会导致成人工作效率降
低。生活中，做出一些小改变能给大脑带
来不同的刺激，激发活力，如下班走走不
同的路线、换一只手接电话等。

晚上
与朋友或家人社交，不看电视。社交

活动或其他精神刺激性活动能让大脑保
持兴奋，比如国际象棋、绘画、缝纫等。平
时主动去做些有挑战的事情，不要把时间
浪费在看电视、玩手机上。美国北加利福
尼亚州研究教育机构的一项研究显示，一
天看电视超过4小时，认知能力的衰退速

度会翻倍。
睡觉前

远离电子设备，喝杯热巧克力。电子
设备发出的蓝光会刺激大脑，影响睡眠质
量，使大脑得不到充分休息，最好睡前一
小时关掉它们。临睡前也可以喝一杯热
巧克力。一项针对50~69岁健康人群的
研究显示，连续三个月摄入黄烷醇含量高
的饮品，能减少记忆衰退。热巧克力中就
含有大量的黄烷醇。

睡眠
右侧卧睡姿。好睡眠与姿势也有一

定关系，当向右侧睡时，身体可以排出β-
淀粉样蛋白等“消耗大脑”的废物，保证睡
眠质量和第二天大脑的活力。

（本报综合）

一天怎么过最健脑
保持大脑活跃，高质量生活的保证

大脑是人类使用最频繁，但了解甚少的器官。减缓大脑的衰退速度，让它长期保持活跃是高品质生活
的保证。为此，《生命时报》记者采访解放军第309医院营养科主任左小霞，请她谈谈如何度过最健脑的24
小时。

核心提示

通城县人民医院

完成首例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术
本报讯 通讯员吴林艳报道：近日，通城县人民医院顺

利完成了我市同级医院首例急性心肌梗死冠脉造影及支架
植入术。该手术的成功，实现了该医院心内科急诊PCI手
术零的突破，开创了县级医院心脏介入治疗的新纪元。

接受手术的患者陆玉华，现年72岁，在家休息时，突然
出现剧烈而持久的心前区压榨样疼痛，家属发现后紧急送
往县人民医院内二科就诊。在会诊中，医师详细询问了患
者病史，结合患者心电图、临床及化验做出明确诊断为急
性下壁心肌梗死，考虑到患者病情危急，立即对患者行急
诊PCI手术治疗。

通城县人民医院院长助理、内二科主任、心内科副主
任医师胡龙才说：这一例是该医院首例，患者起病只有十
分钟，到医院后一个小时之内，医生就把她血管开通，放植
入支架，目前这个患者治疗效果很好。

胡龙才介绍，急性心肌梗死是一种急性缺血性心脏
病，死亡率极高，部分病人死于家中或送往医院途中。在
发病12小时之内，实施急诊冠脉内支架植入术是目前唯一
有效的治疗措施。

护齿
是守护一辈子的健康的健康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牵一“齿”而动全身。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牙齿的标准是，80岁时还有20
颗健康的牙齿——

春节刚过，银川市口腔医院就迎来了爆发式的就诊高峰。专家认
为，过年期间起居不规律、口腔清洁不及时，导致了潜伏牙病突发疼
痛。为此，多位口腔专家给出了日常护齿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