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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齿”，俗称“虫牙”、“蛀牙”，是人类
发病率极高的疾病。据中华口腔医学会
调查统计，儿童口腔疾病主要是龋病，5
岁儿童乳牙患龋率为56%；12岁恒牙患
龋率为29%。60%的龋齿发生在第一恒
磨牙（即六龄牙）。

小儿龋齿高发四大原因

武警海南省总队医院数字口腔中心
种植/修复科主任刘卫国告诉记者，导致
小儿龋齿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

一是乳牙的矿化程度不及成人的牙
齿，刚萌出的牙齿发育不完全，牙体表面
矿化不足导致许多微孔耐酸能力差。

二是前牙存在生理间隙，乳牙邻牙之
间为面与面的接触，乳磨牙的牙冠在近颈
1/3处隆起，牙颈部明显收缩，这些特点的
存在，易使菌斑集聚，食物滞留。

三是幼儿咀嚼力差，多以半流食或流
食为主，且甜食较多。吃纤维食物少，所
以自洁作用差，食物易附着于牙体表面，
导致龋齿。

四是小儿不能自觉进行口腔卫生保
健，家长往往不能及时帮助小儿做好口腔
清洁。特别是幼儿，长期处于睡眠的状态
下，唾液分泌量少，口腔处于静止状态，这
些条件都十分有利于细菌繁殖，所以幼儿

时期患龋齿率高。

大人帮助孩子防龋齿有
方法

吃零食特别是甜食是孩子的一大乐
趣，只要从小养成良好的喂养习惯，就不
要担心。刘卫国说，每次给幼儿吃完东西
后，及时用手指牙刷（套在大人手指上，帮
助孩子刷牙的牙刷）或纱布，将食物残渣
清除干净，并按摩牙龈。睡前喂奶不要加
糖，喂一些白开水。

家长要教会孩子，从小养成口腔清洁
卫生的习惯，这是预防龋齿的关键，形成早
中晚刷牙，饭后漱口的习惯，选用含氟牙膏
及儿童牙刷，教会儿童正确的刷牙方法。

“日常生活中，有的孩子会不自觉地
咬手指、吮唇、舐舌、张口呼吸、偏侧咀嚼
等，家长要有意识地纠正孩子的不良习
惯。”刘卫国说。

刘卫国特别提醒，家长要给孩子养成
合理的饮食结构，经常吃不同类食物，如
水果、乳制品、谷物、蔬菜、肉、蛋类等富含
维生素、钙、磷、氟的食物，少吃含糖量高
的食物，平衡膳食有助于孩子的牙齿健
康。

窝沟封闭有效预防龋齿

很多家长都不清楚什么是窝沟封

闭。对此，刘卫国解释，窝沟封闭是指不
损伤牙体组织，将窝沟封闭材料涂布于
牙冠咬合面、颊舌面的窝沟点隙，当它流
入并渗透窝沟后固化变硬，形成一层保
护性的屏障，覆盖在窝沟上。幼儿的牙
齿萌出后，牙齿的有些部位存在窝沟裂
隙，是容易长“虫牙”的部位，可到医院口
腔科让牙医用窝沟封闭剂涂于牙面上保
护牙齿，材料固化后可长期保留在窝沟
裂隙中，阻挡细菌侵蚀预防龋齿。

孩子几岁适合做窝沟封闭？刘卫国
说，窝沟封闭的最佳时机为儿童牙齿完
全萌出，且尚未发生龋坏的时候。也就
是说，儿童牙齿萌出后达到咬合平面即
适宜作窝沟封闭，一般在萌出 4 年之
内。窝沟封闭是一种预防儿童窝沟龋的
有效方法，是一种无痛、无创伤、安全简
便的防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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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掉了怎么办？种植牙一招解千愁
拨打0898-66669187 4000889187 预约权威种植专家亲诊

为减少缺失牙带来更多不良影响，不少牙缺失
老人对于饮食都比较留心。中老年人缺失牙后，饮
食方面需要注意什么？牙齿掉了该如何补救？

牙齿掉了，
怎么吃才健康

专家提醒，缺失牙的老人，首先应挑选易于咀
嚼和利于消化并富有营养的食品，可多食肉汤、乳
类制品、鸡蛋、鱼和水果等。烹饪方法上，食物中添
加调料和作料味道要浓一些，可刺激味觉和增加食
欲，但中老年人不要食用过多食盐和糖。吃饭时要
多咀嚼以增加唾液，以唾液增加味觉，以味觉增加
食欲。平时注意刷牙，保持口腔洁净，这样能增加
味觉的敏感性。

海口187医院口腔科主任马华祥表示，大多数人
由于口腔保健意识比较薄弱，许多中老年人缺失牙后
大多隐忍了事。牙齿缺失后，牙齿咀嚼不便，咀嚼效
率降低，老年人会自动选择较软，甚至流质食物，长此
以往便会营养不良；若不忌口，吃一些较难咀嚼的食
物，老人便会以囫囵吞枣的方式下咽，这样就会增加
肠胃负担，导致消化不良或消化系统疾病。

缺失牙的中老年人想要均衡饮食、保证营养，最
重要的还是尽早到正规医院把缺失的牙齿修复好。

其中，种植牙使用起来更方便、舒适、完全没有异物
感，而且有利于保持口腔的清洁、卫生。

种植牙咀嚼功能
几乎可与真牙媲美

马华祥表示，牙缺失患者可以选择种植牙、活
动假牙、固定义齿等方式来修复缺失牙。活动假牙
便宜方便，但是由于采用卡环固位，稳定性无法保
证，患者反映经常会掉，给生活、社交带来很多的不
便和尴尬，使用稍有不慎，会出现误吞、卡喉咙等危
险情况；固定烤瓷牙美观稳定，本身却无法固位，只
能借助两颗邻牙搭桥，所以不得不缺一磨二镶三，
相当于要花三颗烤瓷牙的价格。

种植技术的出现为缺牙患者提供了新的选
择。种植牙不仅能很好地恢复牙齿咀嚼功能，而
且能达到整体协调和美观的最佳效果。在治疗过
程中，种植牙依靠自身人工牙根进行修复，无需磨
旁边的健康牙齿，对牙齿没有任何伤害，而且不使
用传统镶牙必需的卡环或牙套，有效防止牙槽骨
及牙周组织吸收、萎缩、变形。人工牙根牙槽骨紧
密结合，像真牙一样扎根在口腔里，十分坚固，像
真牙一样根深蒂固，咀嚼功能能恢复到真牙的
95%以上。

其中，微创无痛即刻种植牙技术通过多方面的改
进，突破了传统种植牙的种种局限，可实现即拔即种
即用，不用二次手术，避免了拔牙愈合再种牙的痛苦，
并且15—30分钟就能解决牙缺失问题，缩短了种牙
所耗费的时间，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患者的痛苦，深受
缺牙患者的欢迎。

专家解答：
种植牙是这样“种”来的

简单来说，种植牙是针对牙根缺失后的一
种最佳的修复方案，它是将种植体或是人工牙
根通过微创技术植入到缺牙的牙床里，手术时
间很短，15-30分钟左右即可完成，术后缝合后
无需住院。后期种植体需要在牙床里慢慢愈
合，大概3个月左右的愈合期，在种植体上再装
基台和假牙，整个种植牙就算是全部完成了。

种植手术前，首先需要确定种植方案，包括
需要种植的颗数，种植体的选择，是否需要骨粉，
骨膜，手术的具体时间和安排，术前必要的身体检
查等，手术过程中需了解的注意事项，手术费用
等，都是需要在种植手术前完成的。 （小可）

研究表明：良好的口腔健康是全身
健康的重要基础。缺失牙引发的疾病
已经逐渐引起业界和世卫组织的高度
关注。187医院口腔科主任马华祥指
出，牙齿缺失后整个口腔的平衡就会被
打乱，若不及时修复，常会导致缺牙间
隙附近的余留牙出现倾斜、移位，缺牙
间隙逐渐缩小、对颌牙伸长，局部咬合
关系紊乱，食物嵌塞、龋病、牙周损伤等
问题也接踵而来。因此，不管是什么年
龄段，每缺失一颗牙齿都应该引起重
视，并且及时到医院修复。

据介绍，首先，牙齿缺失不及时修
复，会影响消化功能。食物在口腔内咀
嚼，能促进消化液的分泌，而牙齿缺失

后，不能充分咀嚼，囫囵吞食，胃液分泌
减少，胃肠蠕动减慢，从而加重胃肠道
的负担，导致疾病，影响食物的摄入与
营养的吸收。

其次，牙齿的缺失还会影响脸型与
发音。牙齿缺损，唇颊部会因为失去支
撑而塌陷。而发音是气流在舌、齿等的
配合下产生的，所以一旦牙齿缺失，也
会造成发音不清楚的后果。

此外，牙齿缺失还会影响心理健
康，使老年人的心理产生很大的挫折
感，造成社交障碍，再加上消化系统的
不适，将直接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加速老化。

（小可）

牙齿缺失危害不小
及时修复确保健康

宝宝入秋补钙
豆腐是佳品

3～7岁是宝贝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钙是宝
贝身体发育的重要物质。但是，补钙不等于吃钙
片、喝补钙口服液，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在食
补无法满足时，才考虑药补。食物中钙的来源很
多，可以多吃豆腐等豆制品以及虾皮、海带、紫菜
等含钙量丰富的食品。

但营养专家认为，豆腐不宜“单吃”，与某些食
物恰当地搭配烹调，它的营养效用会更好。

花样海带炖豆腐，准备食材：豆腐50克、海带
250克、清汤1碗，精盐、香菜、姜、麻油各适量。

具体做法：食用海带前，应先用清水漂洗，然
后再浸泡不超过6小时（以免水溶性的营养物质
损失过多），并要勤换水。豆腐放入锅中加水煮
沸，捞出晾凉，切成小丁。将锅中的油烧热，放入
姜末、葱煸香，放入海带、豆腐，下清汤，烧开后转
小火炖半小时，调味后即可出锅。 （桑久）

青少年也会得前列腺炎

青壮年是慢性前列腺炎的高发人群，儿童和
青少年得前列腺炎的也时有发生，尤其是近些年
有增加的趋势。一名家长的儿子15岁，在读初
中，前段时间儿子出现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经医
生诊断，孩子得了前列腺炎。家长着急了，这不是
大人才得的病吗？

医生解释，青春期发育成熟后，前列腺炎开始分
泌前列腺液，通过遗精、手淫等方式定期排出体外。
此时，前列腺发生感染的概率就会增加。不良性刺
激、过度手淫，是青少年前列腺炎的主要原因。

儿童、青少年患前列腺炎的特点是，常与其他
尿路感染如尿道炎、慢性肾盂肾炎等合并出现，易
导致误诊；常见症状多为尿频和排尿困难，特别是
以往没有遗尿史的儿童突然出现遗尿的，应怀疑
前列腺炎的可能，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庭医）

吃鸡蛋的误区

误区一：鸡蛋与豆浆同食
早上喝豆浆，不少人都喜欢给孩子来个鸡蛋，

或者把鸡蛋打在豆浆里煮。豆浆性味甘平，营养
成分多且高，单独饮用就有很强的滋补作用。但
其中有一种特殊物质叫胰蛋白酶，与蛋清中的卵
松蛋白相结合，会降低豆浆和鸡蛋的营养价值。

误区二：鸡蛋与兔肉同吃
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常吃兔肉。但是也要格

外引起注意，那就是鸡蛋与兔肉同食，会刺激肠胃
道，引起腹泻。

误区三：鸡蛋与白糖同煮
煮鸡蛋的味道很多小孩子都不喜欢，一些家长就

让孩子拿鸡蛋蘸着白糖吃。其实，鸡蛋和白糖同吃，
会使鸡蛋蛋白质中的氨基酸形成一种不易被人体吸
收的结合物，对健康会产生不良作用。 （时尚妈咪）

有研究证明，氟能有效防止儿
童龋齿的产生。目前用氟的方法一
是建议使用含氟牙膏，二是由医生
局部涂氟。氟的使用可增强牙齿的
抗酸能力，让牙齿不容易溶解钙质
出来，而且能有效抑制细菌的生

长。但是对于是否选择含氟牙膏，
对孩子的年龄有一定要求的。

幼儿园期间（3—6岁）使用低氟
或者是不含氟的牙膏，防止孩子误
吞。小学之后到高中以下的孩子可
以选择含氟牙膏。 （小健）

为孩子选择含氟牙膏有讲究

本期育儿版推出“妈妈经验”小栏目，请大家踊跃供稿。每个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积累了不少好的经
验，如果能够形成文字，在“妈妈经验”这个小平台里展示，或许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帮助或启示，期待您将好经验或
有趣的感悟记录下来。

投稿邮箱：hnrbjkzk@qq.com

不少年轻母亲在喂养孩子的过程
中发现，小孩体质差很多是喂养不当造
成的。脾虚是小儿最为常见的症状。

儿科医生认为，喂养不当，主要是
孩子胃口不好时还硬要孩子吃饭；满
周岁后一些孩子便秘，大人就喂凉茶；
睡前一定要喝奶，等等。这些都会导
致脾虚。

孩子妈如何判断小儿消化好不
好呢？可以从口气、大便、睡眠等方
面判断。比如，大便干硬如羊屎，或
者成条硬结不易分解；有口气，则睡

眠不安稳，易哭醒，或者翻来翻去睡
不着。

消化不良怎么办？儿科医生介
绍，喝一点藿香正气水可缓解；或者
服小儿健胃消食片、保和丸等。

儿科医生支招，日常生活中，要
想小儿脾胃好，尤其要注意调理：

1、脾虚的小儿不建议过多喝酸
奶，可以喝少量豆浆，最好喝红豆豆
浆、黑豆豆浆；或者红豆+黑豆豆浆。

2、喝温水，少量多次，少喝凉开水。
3、多吃鱼、蛋类产品。

4、多吃蔬菜，比如炒青菜等。
5、正常饮食情况下不必补钙类产品。
6、高烧过后几天尽量饮食清淡。
7、治咳嗽的中成药给孩子服用

时要对症，要区分风热咳嗽和风寒
咳嗽。

8、春夏时调理好小儿的脾胃，秋
冬季时体质过敏的孩子就不容易犯
鼻炎。此外，少吃寒性食物，如西瓜、
青瓜、苦瓜、冬瓜等；少喝冰箱里的饮
料，少吃冰激凌、雪糕等。

（卓兰花）

喂养不当孩儿易脾虚

秋季天气凉爽却空气干燥，白天
晚上温差大，宝宝抵抗力弱，呼吸道很
容易被病毒感染，引起呼吸道疾病，出
现感冒、流鼻涕、咳嗽等。有的家长反
映，孩子在秋季时常常晚上的时候咳
嗽。儿科专家表示，宝宝秋季夜咳可
能和气候有关，一般不需用药，但如果
宝宝长期咳嗽不好，则可能是哮喘，建
议家长带孩子及时就医。

医生提醒家长，如果宝宝咳嗽逐渐

加重，并出现痰咳，可能是支气管炎。
单纯止咳药只能减轻症状，不能治疗病
因，建议及时带宝宝就医，以便确定病
因、指导治疗。

一些家长认为咳嗽就要镇咳，
孩子一咳嗽就应马上用镇咳药治
疗。其实不然，咳嗽不是一种病，而
是不同的疾病导致的症状。因此控
制咳嗽不能靠止咳药水，需要治疗
引起咳嗽的疾病本身。若是细菌感

染引起的咳嗽，需要使用抗生素；若
是过敏引起的咳嗽，需要使用抗过
敏药物；若是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咳
嗽，是无法用药物消除病因的，得耐
心等待身体形成对抗病毒的免疫
力。

宝宝咳嗽期间应该吃可口、清
淡、有营养的饮食。此外，甜食生痰，
也应少吃。给予温热的饮食，面条、
片汤都很好。 （桑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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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秋季夜咳或与气候有关

长期不好小心是哮喘

有一口好牙齿，不仅关系到脸部的美观，还与饮食和身体健康有关。口
腔科专家认为，儿童龋病高发主要是其乳牙结构特殊、口腔自洁功能差、不
良饮食习惯和吃精细食物少吃纤维食物等原因所致。

儿童患龋齿危害大
医生建议：龋齿疼痛影响孩子进食，进而阻碍身体成长，家长应重视

饭前喝乳饮料
影响孩子消化

味道五花八门的乳饮料成为很多孩子日常生
活中的最爱。有家长就在饭前拿乳饮料，给孩子
补充营养。

有关专家表示，孩子饭前饮用含糖量高的乳
饮品，血糖升高，会造成饱腹感，同时，胶状的增稠
剂也会减速乳饮品在孩子体内消化的速度。

专家表示，如果要喝，家长可以给孩子喝一些
纯牛奶和原味酸奶，凡是加了果肉、果汁等其余物
质的奶类饮品都是含糖量比较多的，不建议给孩
子喝。 （桑久）

妈妈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