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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松动需要拔掉吗？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金桂

社区的张女士咨询，不小心摔了一跤，门牙松动，需要
拔掉吗？

湖北科技学院口腔医院有关医务人员介绍，不到
万不得已，不要轻易拔掉松动的牙。

但如果遇到以下情况，只能采取拔牙措施了：牙
周病晚期，牙周的骨组织已经大部分缺失，患牙严重
松动，治疗都无法使牙齿稳固并恢复功能。即使勉强
保留，都可能使炎症波及邻牙，造成邻牙松动。这个
时候往往就要拔除患牙，并进行缺牙修复，也就是常说
的“镶牙”“种植牙”；因外伤等引起的严重牙体缺损；无
法治疗的根尖周病和牙周病；阻生的，也就是所谓长歪
的智齿；因为镶牙、矫正方案需要，而拔除一些牙齿；多
生牙、引起颌骨骨髓炎或上颌窦炎等的病灶牙。

预防牙齿松动，保持口腔卫生，正确刷牙，使用牙
线和漱口水，有助于保持牙周健康。定期看牙医，保
持定期洗牙的好习惯，可以同时帮助发现口腔隐患。
如果不得不拔牙，要记得及时把空缺填上。

如何预防孩子近视?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浮山

社区的张女士咨询，如何预防孩子近视？
浮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关医务人员介绍，坚持

充足的白天户外运动，儿童青少年每天进行2小时以
上的白天户外运动。

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为孩子提供适合其身高的
桌椅和良好的照明，并经常提醒督促孩子读书写字坚持

“三个一”，即眼睛离书本一尺，胸口离桌沿一拳，握笔的
手指离笔尖一寸，读写连续用眼时间不宜超过40分钟。

避免不良的读写习惯。不在走路时、吃饭时、卧
床时、晃动的车厢内、光线暗弱或阳光直射的情况下
看书、写字、使用电子产品。

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长。长时间、近距离、
持续盯着手机、电脑和电视等电子产品的屏幕，是近
视的诱因之一。

保证充足的睡眠和合理的营养。儿童青少年应
做到营养均衡，不挑食，不偏食、不暴饮暴食，少吃糖，
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早发现、早矫正。定期进行视力检查，有利于早
发现、早矫正，防止近视加重。

老年人如何预防贫血？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希望

桥社区的张女士咨询，老年人如何预防贫血？
希望桥社区卫生服务站有关医务人员介绍，由于

年龄增长，老年人器官功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如消
化吸收能力下降、视觉和听觉等器官反应迟钝等，这些
变化可明显影响老年人进食、吸收、消化食物的能力，使
老年人容易出现营养不良、贫血等问题，因此老年人在
膳食方面需要特别关注。预防贫血注意以下方面：

积极进食。保证能量、蛋白质、铁、维生素C、叶酸
和维生素B12的供给，提供人体造血的必需材料。

合理调整膳食结构。动物性食物中铁的吸收率
高，维生素B12的含量丰富，适量增加瘦肉、禽、鱼、内
脏、血等摄入。此外，水果蔬菜可提供丰富的维生素C
和叶酸，可促进铁的吸收。

浓茶、咖啡会干扰食物中铁的吸收，因此饭前、饭
后1小时内不宜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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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临近，要紧张但又不能太紧张

高考期间如何健康饮食，市疾控中心
专家为你支招。

要保证主食的摄入量，大脑思考主要
依靠的是葡萄糖供能，主食转化为葡萄
糖，这就需要每天摄取一定量的主食。同
时高考期间，不要给孩子吃过于油腻的食
物，猪肉去皮去膘、鸡鸭肉去油去皮、炒菜
油量适当减少等都可以有效的减少油腻
食物过多引发的肠胃不适。

由于学习紧张等原因，多数考生的
消化功能会有所下降，表现为食欲降
低。此时，家长应参照孩子平时的饮食

习惯，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尽量选择其
爱吃的食物，改善烹调方法，变换花样，
使饭菜更加可口。烹饪过程中要注意生
熟分开，食物要保持新鲜，避免因食用不
洁食物而引起急性胃肠炎、菌痢等消化
道感染性疾病而影响复习和考试。如果
考前压力大，产生厌食感，家长可以采用
少食多餐的方法。

水果蔬菜含有丰富的营养素及各种
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缓解厌食及便秘的
作用。考生应保证每天吃约200—400克
水果。

高考期间，正值盛夏，考生补充水
分一直都是重中之重。饮料不能替代
白开水，所谓的功能性饮料同样不适合
考生。而且饮料糖分高，考试期间会越
喝越渴，还容易上厕所影响考试发挥。
所以建议大家将饮料改为矿泉水或者
温水。充足的水分可确保血液循环顺
畅，这样大脑所需的氧才能得到及时供
应。

不可过分迷信“营养品”等对智力和
考试成绩的作用。人的智力受许多因素
影响，营养只是诸多因素之一，各类天然

食物中已经包含了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
素，只要不挑食，不偏食，均衡地吃好一日
三餐，就能满足需要。

每一个考生都是不同体质的个体，他
们的饮食喜好，身体情况对于家长来说都
是一清二楚的，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和
平常一样安排饮食即可，因为突然改变的
饮食习惯会让考生的肠胃一时间无法适
应，更有甚者可能会因为吃了之前很少吃
的食物，引发了未知的身体问题，在这个
时间点，哪怕是一个拉肚子，都会影响考
生的心情以及发挥。

市疾控中心专家为高考饮食支招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通讯员 姚国薇

近日，咸宁市2021年一季度“南鄂楷
模”公布，崇阳县妇幼保健院院长饶龙泉
位列其中。

饶龙泉，1979年生，中共党员，现任崇
阳县妇幼保健院院长。从事妇产科工作
至今，成功参与、独立完成的各类妇产科
手术达1万多台次，且从医17年零投诉、
零事故。2016年当选为崇阳县人大代表，
2017年被评为“咸宁市新世纪高层次人
才”，2018年被评为湖北省先进工作者，
2020年荣获市优秀共产党员、市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2004年，饶龙泉从武汉大学医学院临
床专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为了服务家
乡百姓，他选择回到崇阳。

初入职场的饶龙泉被分配到崇阳妇
幼保健院妇产科，他在工作岗位上不断精
进自己的业务能力，平时则不忘钻研专业
技术，对新技术的运用始终抱着求索的态

度，查找资料、咨询专家、反复检验，直到
研究透彻。

2010年，他开展了崇阳县第一例腹腔
镜下子宫切除手术，开创崇阳县妇科微创
新局面；2013年，他成功开展崇阳第一例宫
腔镜治疗手术，以及咸宁市首创腹腔镜下
宫颈癌根治手术、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清扫
手术、大网膜切除手术和单孔腹腔镜手术。

这些“第一”和“首创”，意义重大，大
大缩短了手术时长，极大的降低了病患的
痛苦和治疗的费用，同时更有助于病患术
后加速恢复。

有一次，医院遇到一位难产的孕妇，
孩子接生出来后，由于在产道受挤压的时
间太长，没有了呼吸。正在所有人都以为
孩子没救了准备放弃的时候，他坚持继续
心肺复苏，通过按压心脏和人工呼吸，孩
子终于响亮地哭出声来。看到产妇流出
喜悦的泪水，他也欣慰地笑了。

为了减轻孕妈分娩时的恐惧和痛苦，
提高产妇分娩的信心，他主导县保健院分
娩方式创新，该院于2018年底正式规模化
采用无痛分娩技术，2019年实行无痛分娩
118例，成功顺产109例，成功率达到92%
以上，在县内医疗单位中排第一。

2016年饶龙泉当选为县人大代表，他
对这一身份倍感珍惜，除了认真履行人大
代表职责外，还利用医患接触频繁的天然
优势，收集民情民意，替民排难解忧。

2017年8月起，他积极参加“聚力脱
贫攻坚、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在“代表
行动”中，他走访贫困户，与群众打成一
片，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当好群众的代
言人。在天城镇茅井村调研时，他发现当
地就医需求量大，便组织医护人员到村开
展免费义诊；围绕民生实事，他提出包括
建设安全饮水工程、河堤、公路等意见和
建议，并督办落实到位。

2020年疫情期间，作为院长，饶龙泉
以身作则，主动挑起保障全县孕产妇身体
健康安全的重任。事无巨细，凡事躬亲。
对全县孕产妇事先摸底，并实行“一对一”
线上线下咨询指导，帮助孕产妇做好自我
监测和居家防护，让孕妇正确进行产检或
适时住院分娩。

交通管制期间，他组织救护车到县城
内各卡点接送来院就诊、分娩的孕产妇，
还将自己的电话号码予以公布，以供孕产
妇24小时咨询。

在母婴性命攸关的时候，饶龙泉总是
做到和时间赛跑，跟死神抢人。从他手中
出生、生还、重返健康的案例不胜枚举，光
2020年1月至5月，全县在该院出生的婴
儿就有729例，出生率创历史新高。

饶龙泉时常告诫自己：生命不能重
来，责任重于泰山，要对生命永存敬畏之
情，把生命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

高考是人生大事，在倒计时的紧张气氛中，考生难免倍感压

力，甚至出现焦虑情绪。压力与任务表现呈倒形曲线，适度的焦虑

反应能够使考生保持警觉，注意力更集中，并有助于发挥最大潜

能；太大的压力则会引发诸多负面情绪，进而影响个体的认知功

能，如记忆力、注意力、思维能力等减退，还会出现一些身体不适状

况，如睡不着、睡不实、醒得早、食欲不佳、胃肠不适、头痛、胸闷等。

如何帮助考生维持适度的压力水平、适时缓解焦虑情绪、保证

良好的心态面对高考？总结历年来我们接受高考考生及家长的实

际咨询情况，来为大家做个介绍。

考生 以顺其自然的心态做尽全力之事
●保持稳定心态，营造平

和的氛围。
情绪是会传染的，家长的

焦虑情绪会通过言行举止传递
给孩子，因此家长首先要调整
好自己的情绪。在现阶段，家
长不要有太多的情绪波动，也
不要将负面情绪写在脸上，更
不要将自己的焦虑情绪发泄
给孩子或配偶，应该呈现给孩
子的是稳定平和的状态，营造
轻松和舒适的家庭氛围，做孩
子最稳定的港湾和最强有力的
支持。

●维持原有生活，做好后
勤保障。

越是临近高考，家长可能
越急于表达出对孩子的关心，
但是如果这种关心超越平时太
多，孩子反而可能感到不适应，
甚至会增加他们的负担。建议
家长保持平常模式，不要整天

围着孩子打转，也不要一味谈论高考相关事
宜，努力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就好。

●不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孩子高考前可能会因为压力而情绪急

躁、易发脾气或者委屈哭泣，家长要理解和接
纳这样的情绪与行为，多给予陪伴。在孩子
有需要的时候倾听他们的苦恼，与之沟通交
流；在孩子需要独处的时候，家长也要及时

“撤退”，留出空间。

●少一些唠叨，多一些鼓励。
家长也要调整自身对高考的认识，高考

确实重要，但并非人生成败仅在此一举。关
键是要向孩子传递积极的认知理念，鼓励他
们乐观面对，帮助他们放松应对，少一些唠
叨、指责和训教，使孩子充分感受到家长的情
感支持和精神依靠，并从父母那里获得对高
考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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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心仁术暖民心
——记崇阳县妇幼保健院院长饶龙泉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丁伟 通讯员 杨昀琰

●设定客观准确的预期。
其实，焦虑源于对未知的恐惧。考生

担心自己考不好，上不了大学或者上不了
心仪的大学，因而心生焦虑。这个时候，建
议考生根据既往成绩和当前水平综合判
断，为自己设定一个现实可行的高考目标，
若对自己期望过高便适当降低，不强求自
己超常发挥，表现出真实和日常水平即可。

●不做灾难化推断。
考生可能会对高考存在一些绝对化

的消极认知，比如“如果自己没考好，那
么这辈子就完蛋了，人生没有希望了”。
在“高考没考好等同于人生完蛋”的认知
模式下，任何人都会感到压力巨大。然
而，我们仔细想一想高考是否真的能决
定一个人的命运呢？世界是不断发展变
化的，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终身教育的
时代，受教育的渠道越来越多，读心仪的
学校和专业的途径更加宽泛。高考没有
考取心仪学校的同学，可以通过大学四
年的努力考取心仪学校的研究生，实现
梦想；高考失利的同学也可以通过职业
教育等方法，接触自己喜欢的专业。

还有考生会有灾难化的想法，比如
“我肯定考不好”“我一考试就发挥失常”
等。这种认知模式将未发生事情的结果
灾难化，往往体现考生比较悲观的情绪，
是一种情绪化的认知。因此，当发现自
己有这样的情绪化认知时，要充分调动
自己的理性认知，把自己拉回到客观世
界中来。比如，可以问问自己怎么知道
肯定考不好？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还未
发生的事情？当我们用理性思维去思考
问题的时候，情绪化的想法就会减弱。

●接纳负性情绪，每天放松练习。
当人们有了负性认知的时候，会产

生相应的负性情绪，如焦虑、悲伤等，而
陷入到某种情绪中，认知和行动就会受
限，形成恶性循环。当考生感到特别焦
虑或者压力大时，可能会发现自己什么
都做不了，比如无法集中注意力看书、做
题，老师讲课的内容没法进到脑子里，脑
子转得慢，这就是因为认知功能受到了
情绪影响。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有其自身的功
能，即使是焦虑、忧郁这样的负性情绪也
是与生俱来的，与基本生理需要相联
系。当出现负性情绪的时候，不要过于
担心，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帮助自己更好
地面对和处理。比如每天抽出一点时间
做深呼吸放松练习，闭上眼，缓慢地、深
深地吸气、呼气，将注意力放在呼吸上，
保证整个呼吸都是慢慢的。此外，还可
以伴着轻缓的音乐，想象最能让自己感
到舒适、惬意、放松的情境，比如海边、花
园等。这样的深呼吸放松和想象放松可
以帮助考生减轻焦躁情绪，保持平和心
态，有助于考生打破“负性认知-负面情
绪-负性认知-负面情绪”愈演愈烈的恶
性循环，及时跳出情绪陷阱，恢复正常的
认知能力。

●要做松松紧紧的“橡皮筋”。
尽管现在已是最后冲刺阶段，学习

压力大、强度大，但也要注意劳逸结合，
保持适度的运动和一定的休闲活动。这
就好比“橡皮筋”，如果时刻绷着，总有一
天会失去弹力，要经常保持紧紧松松的
模式，才能永葆弹性。不间断的学习会
导致身心疲劳，考生要合理分配每天的
时间，将学习和放松搭配起来，周末可以
抽出一点时间到户外散散心或者做一点
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听音乐、运动、
唱歌、与人聊天等，既可以释放压力，又

能提高学习效率。
同时，考生要注意保证规律饮食和

睡眠，不要牺牲睡觉时间来学习。良好
充足的睡眠不仅能消除疲劳，恢复体力
和精力，还会使人的记忆力增强，思维更
敏捷，大脑思路更开阔，判断力、分析力、
综合思维能力提升。科学实验表明，缺
乏充足的睡眠，人的记忆力会减弱，注意
力会涣散，导致学习效率和能力下降，甚
至容易使人情绪烦躁不安、沮丧和压
抑。记住，只有将大脑养护好，它才能更
加积极有效地运转，帮助我们更好地学
习和考试。

●随时倾诉，及时求助。
考生在感到压力重重、情绪不佳的

时候，可以找信任的同学、老师、家长、心
理老师等人倾诉，把积压在内心的不良
情绪释放出来，也可以得到他人的帮助
和支持。如果发现当下焦虑紧张的情绪
已经严重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学
习，完全学不下去、睡不着、身体极度不
适、情绪特别糟糕等，要及时告知父母，
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轻松上阵，顺其自然。
等到进入考场准备开考前，考生可

以尝试闭上眼，静下心，做几个深呼吸，
将脑子里的杂念排空。答题的时候，将注
意力集中在试卷本身，不去想太多，以顺
其自然的态度迎接自己生命中的“大考”。

最后要说的是，人在一生中会遇到
很多挑战，高考可能是第一个但不会是
最后一个，但这些挑战都有一个共通之
处——对心态的考验。希望每个考生都
能放下包袱，以顺其自然的心态做尽全
力之事，祝你们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成
功！ （本报综合）

市直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复评

本月下旬进行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朱敏报道：1日，记者

从咸宁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为规范我市基本医疗保险
门诊慢性病管理，建立完善门诊慢性病退出机制，市
医疗保障局将于6月下旬对市直医保门诊慢性病待遇
资格开展复评工作。

据了解，复评对象提交复评申报资料，经市医保
局组织专家集中评审，对病情不再符合医保门诊慢性
病基本条件和评审标准的，医疗保障部门从确认的下
个月起，停止医保门诊慢性病待遇。

复评病种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复评病种和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复评病种。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复评病种为：重性精神病、类风湿关节炎2个I类病种；
肺结核、支气管哮喘、抑郁症（含焦虑症、心境障碍）、
前列腺疾病4个Ⅱ类病种；慢性胆囊炎（结石）泌尿系
统结石、盆腔炎、子宫肌瘤、颈腰椎病、慢性萎缩性胃
炎5个Ⅲ类病种。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复评病种
为：重性精神病、慢性骨髓炎、类风湿关节炎、重症肌
无力、地中海贫血5个Ⅱ类病种；支气管哮喘、支气管
扩张、强直性脊柱炎、肺结核4个Ⅲ类病种。

本次复评对象为市直2018年6月30日前取得上
述复评病种待遇资格的参保人员。对身体自愈恢复
能力弱的参保人群免予复评，原则上60周岁及以上老
年人不参加基本保险门诊慢性病复评。

参加复评人员需提交以下材料：《咸宁市基本医
疗保险门诊慢性病待遇资格复评表》；近三年内二级
以上（含二级）医疗机构门诊复查或住院病历资料复
印件（包括必要的就医记录、特殊治疗记录或手术记
录、化验检查报告单、功能检查报告单等，并由医院病
案室审核盖章确认）；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复印件等
相关材料。

参加复评人员需于6月20日前，将复评资料递交
或邮寄到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A区医保局7号窗
口，市医疗保障局将于6月下旬组织专家开展集中评
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