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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养成良好的喂养习惯：母乳
喂养可以促进颌骨发育；如果用奶
瓶喝奶，不要让孩子躺着喝，这会容
易导致“地包天”。1岁之后逐步过
渡到用杯子喝水、喝奶。

2.饮食不要太精细：1-2岁的
孩子已经可以过渡到以固体食物为
主，之后能让自己咬的就不要切成
小块，多吃玉米、苹果等需要啃咬咀
嚼的食物，让肌肉和颌骨得到充分
发育。也有家长问：“那天天嚼牛肉
干行不行？”这里要特别指出，过量
咀嚼会导致牙齿磨耗加快，隐裂风
险增加，颞下颌关节负担也加重，需
适可而止。

3.预防和治疗龋齿：乳牙龋齿
可能造成牙齿变窄、乳牙早失、偏侧
咀嚼、咀嚼不足等，造成牙弓长度不
足、颌骨发育不足、恒牙萌出空间不
足等；龋齿发展成根尖炎，可能导致
恒牙牙胚移位，发育异常或萌出困
难。

4.纠正不良的口腔习惯：婴幼

儿常有吮指、咬唇、吐舌、使用安抚
奶嘴等习惯，这是孩子在满足正常
的吮吸需求或安抚自己，造成的牙
列及颌骨变形在这些习惯停止后会
慢慢恢复；但如果孩子已经3岁以
上，这些动作还频繁出现，需要引导
孩子戒除，或者寻求牙医的帮助。
另外，如果孩子频繁地张口呼吸，需
要耳鼻喉和口腔医生的帮助。

5.定期检查，积极干预：有部分
孩子需要进行咬合诱导和早期矫
治，包括乳牙早失后的间隙保持、不
良习惯的破除、“地包天”的矫治、牙
齿异位萌出的导萌和牵引、肌功能
训练等，通过定期检查，医生可对孩
子的咬合状态给出建议。

6.如有异常，尽快就医：常见的
异常有乳牙滞留（恒牙萌出乳牙未
脱落）、门牙间隙大（大部分正常，过
大的话需排除多生牙等）、恒牙迟萌
（明显迟于对侧同名牙）、六龄齿异
位萌出（会导致第二乳磨牙过早松
动或脱落）等。 （王润）

怎么呵护孩子的牙齿？

本报海口1月3日讯（记者符王
润）1月4日下午5时，2017年度第四
届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
型公益活动公众投票环节将正式结
束，届时主办方将通过南海网、海南
日报新闻客户端公布投票结果。

2017年8月，第四届海南省“寻
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启
动。活动报道过程中，不断有读者致
电活动主办方，推荐他们心目中的好
医护，并询问投票事宜。

自2017年8月至12月，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通过全媒体平台报道了
58名省内医护人员的先进事迹，12
月14日，活动正式进入公众投票环
节。本届活动本着公平、公开、透明、
便捷的原则，设立了南海网、海南日
报微信公众号、电话和短信4个投票
渠道。

活动投票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投票第一天，仅海南日报
微信公众号的投票渠道阅读量就达
到3万余次。

“我每天都关注投票的情况，也

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支持我心中的
好医生。”一名读者告诉记者，为了
支持自己心中的好医生，他还专门
制作了投票方式的说明，发到自己
的朋友圈里，让更多人来关注和支
持这位医生。

“很多平时不怎么联系的朋友，
还有很多老患者都给我发来微信或
打来电话，说为我投票。想不到这
个活动还引起了这么多的朋友和老
患者对我的关心和支持，这是对我
最大的肯定。不论评选结果如何，

这次活动已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我会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为
患者更好地服务。”一位好医护候选
人对记者说。

根据评选程序，活动投票结束
后，将进入专家评审环节。评审专
家由省内部分医院代表、媒体代表、
群众代表组成，他们将根据好医护
的事迹、医德医风和投票情况给出
综合意见。本次活动评选总成绩=
投票总数+专家评审组意见，其中，
投票数量占评选总成绩的40%，专

家评审组意见占评选总成绩的
60%。活动将最终产生今年的好医
护前十名人选和十名优秀提名奖人
选。获奖名单将于2017年度第四届
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
公益活动颁奖晚会当天揭晓。

与此同时，2017年度第四届海
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
益活动颁奖晚会也在紧锣密鼓地筹
备中。届时，主办方将向社会公众免
费发放部分晚会门票，欢迎关注活动
的读者到现场观看。

2017年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今天投票结束

支持心中好医护 传递暖心正能量
活动将进入专家评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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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结核病医院
建成试营业

本报讯（记者单憬岗）近日，经过两年时间的
建设，海南省结核病医院正式试营业。这也填补
了我省结核病专科医院的空白。

海南省结核病医院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2.4
万平方米，可容纳300张床位、配备齐全的6张重
症病床、1间手术室、结核参比实验室、CT、B超、
C臂机及常规辅助检查设备，同时具有门诊、单独
药房等，是功能齐全的结核病医院。

作为省内唯一重症结核病及耐多药肺结
核定点诊治医院，海南省结核病医院的建成，
填补了我省无专业性、大型的、带有针对结核
病科学研究的结核病医院的空缺。它将显著
提高我省结核病诊断治疗、研究水平，保障结
核病患者，尤其是危重症结核病、疑难性结核、
难治性结核病等的诊断治疗。同时还能够及
时隔离传染性结核病，防止结核病的扩散，最
大限度地降低我省结核病的发病率水平。

东方为慢性重病群众
提供医疗保障
重型精神病等慢性病患者可免费治疗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记者从东方市政府获
悉，2017年以来，东方市加大为慢性重病患者提
供医疗保障力度，实现全市严重精神病、重型地中
海贫血、肾衰和肺结核患者免费治疗。

据介绍，为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减轻
患者家庭负担，东方市户籍的严重精神病患者除
医保报销外个人部分全部由政府兜底（含伙食
费）。截至2017年11月30日，东方市建档并纳
入管理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共2012人，全市免费
治疗患者428人次。

东方市还将“肺结核、肾衰病人免费治疗”
纳入“市委、市政府2017年为民办实事事项”，
为全市肺结核及肾衰病人提供免费治疗，减轻
病人经济负担。截至2017年 11月 30日，共为
220多东方户籍肾衰和肺结核门诊和住院患者
提供免费治疗，经各项报销后，政府兜底治疗费
用共61.6万元，实现该市肺结核和肾衰病人免
费救治全覆盖。

东方市还积极做好现症地贫患儿救治和阻
断地贫患儿出生的工作，全市东方户籍重症地
贫患者其家庭成员中成年人每年义务献血合计
达 1000ml 以上，可享受 80%比例报销。截至
2017年11月30日，东方市共为2363对夫妇提
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地中海贫血筛诊服
务；初筛人数4726人，地贫基因检测2449人，
基因携带人数1624人，早孕随访15247人次，
随访率达 100%，并为重症地贫儿发放 12.6 万
元治疗补助。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徐善应 董怀满

随着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
升，越来越多的人体检时会做胸部
CT，但不少人查出有肺结节，因此感
到惊慌。对此，长达27年进行肺癌
相关研究的海南省肿瘤医院影像中
心主任于丽娟提醒，肺结节不等于肺
癌，但查出肺结节务必引起重视。

肺内部分疾病会形成结节

于丽娟介绍，肺结节为直径小于
3厘米局灶性、类圆形、影像学表现
密度增高的阴影，肺炎、肺结核、肺癌
和肺转移瘤等疾病都可能会形成结
节。小肺癌是指直径小于3厘米的
周围型肺癌（病理组织学类型一般为
腺癌）。部分小肺癌刚开始通常表现
为结节，但出现结节并不意味着就是
肺癌。

根据密度，影像学肺结节分为实
性和非实性两大类，非实性结节又进
一步细分为纯磨玻璃结节和混合磨
玻璃结节。其中，纯磨玻璃结节发展
缓慢，观察几年可能无变化，但随后

结节也可能变大，出现实性成分，预
示肺癌可能，也可能多年无变化，是
一种良性病变。如果结节表现为混
合磨玻璃密度，则肺癌的可能性很
大。而实性结节，良恶性均有可能，
具体要看CT征象。

多种技术可筛查小肺癌

近年来，随着MSCT（多层螺旋
CT）和PET/CT（正电子发射体层成
像/计算机断层成像）等影像技术的
广泛应用，肺癌的诊断能力有了显著
的提高，特别是能够早期发现一些小
的结节样肺癌。

于丽娟说，CT技术的发展为早

期发现肺癌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肺结
节”频繁的出现在CT诊断报告上引
起患者的恐慌。如果发现肺结节，最
好尽早到专科医院找有经验的医生
进行诊断。

于丽娟介绍，肺结节良恶性的鉴
别，一直是临床上的一大难题，尤其
是直径小于1厘米的微小结节，没有
特异的CT征象，很难判断良恶性，医
生通常建议患者定期观察。但有时
患者没有及时复查，使一些小肺癌丧
失了早期诊断的机会，而早期肺癌治
愈的可能性非常大。高危人群筛查
是早期发现肺癌的关键，目前主要筛
查技术有LDCT（低剂量CT）、PET/
CT等。

于丽娟提醒，一般情况下，常规
体检先选择LDCT（低剂量 CT），如
果发现有肺结节，通常需要加做薄
层三维重建CT，观察结节的细微征
象，有助于判断结节的良恶性。如
果怀疑结节是恶性，最好选择PET/
CT检查，以进一步确定良恶性以及
判断肿瘤的侵犯范围，指导临床制
定有针对性的治疗计划，提高治疗
的有效率。

我省启动健康扶贫
冬季暖心服务活动
将开展慢病签约服务管
理、大病救治义诊等活动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基础
工作，解决健康扶贫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问题，
省卫生计生委联合省扶贫办，近日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为期3个月的健康扶贫冬季暖心服务活动，
推动健康扶贫落实到人、精准到病。

据介绍，活动期间，我省将组建一支由乡镇卫
生院医生、驻村干部、村医、计生专干等基层卫生
计生人员组成的基层健康扶贫工作队伍，负责进
村入户开展健康扶贫政策宣传、掌握本乡村因病
致贫返贫情况和贫困人口患病情况、为农村贫困
人口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工作。我省还将加
强宣传健康扶贫政策、进一步核准贫困人口患病
情况、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慢病签约服务
管理等。

活动期间，我省还将全面落实定定点医院、定
诊疗方案、定单病种收费标准、定联动报销比例等

“四定”措施，组建大病集中救治专家组，赴各地指
导定点医院做好救治工作和质量管理。同时，省
卫生计生委还将组织专家在5个国定贫困县开展
大病救治义诊活动。1月2日，17名中国志愿医
生和5名志愿者在临高县人民医院为当地民众提
供了大病救治义诊服务。

体检查出肺结节？

别慌！肺结节≠肺癌

皮肤科医生支招秋冬护肤

肌肤保湿勤喝水
阴天防晒不能少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即便是在温暖湿润的海南岛，伴
随着空气中湿度的降低，秋冬季节仍
会对肌肤产生一定影响。甚至像“牛
皮癣”这类的皮肤病，也随着秋冬季节
的到来悄然而至，困扰着很多市民。

在这个容易导致一些皮肤病加

重的季节里，合理的护肤对于预防和减
缓皮肤病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日，
记者采访了海口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医
生叶莉华，了解秋冬护肤的正确方式。

看不见太阳也要防晒

“晒太阳可以促进身体维生素D

的吸收，防止骨质疏松，我又不怕晒
黑，为什么要防晒呢？”“海口秋冬季
节，常常阴雨绵绵，根本见不到太阳，
为什么还要防晒呢？”每当叶莉华给
患者提出防晒建议时，总会遇到这样
的疑问。

皮肤医学界研究成果表明：即使
是处于生长期需要钙质较多、维生素
D较多的儿童，其实只需要脸、手、脚
等身体部位，1周晒太阳2次，每次15
分钟，而且要避开一天中紫外线最强
的早上10点～下午2点时间段。只
要能做到这样，维生素D的合成量已
经足够。“可见对于成人来说，并不像
我们一般想象的那样，皮肤需要那么
多的紫外线。”叶莉华说，长期、过量
的紫外线照射是引起皮肤老化的主
要因素，面部皮肤的老化大部分都是
紫外线所造成的，即所谓的“光老
化”，产生皮肤松弛、细纹、暗沉、粗
糙、斑点。

在叶莉华看来，如果希望面部不
要老化太厉害，想让皮肤维持在比较
好的状态，与其用各种各样的美白、
抗老化精华，不如平常外出的时候，
记得撑伞、戴帽子，再搭配涂抹防晒
霜，做好防晒工作。

每次洗脸后要用保湿品

基础护肤三部曲包含了保湿、清
洁、防晒三件事。叶莉华提醒，秋冬
季节，天气微凉，许多市民都喜欢用
热水或者温水洗脸，这会使毛孔张
开，因此，要注意用热水、温水洗过脸
后，一定再用冷水拍面两分钟左右，
以使毛孔闭合。

此外，清洁后必须要先把脸擦
干，然后赶快用上保湿产品，每次清
洁后都一样，如果一天洗脸3～4遍，
那就需要在每次洗完脸后都要补上
保湿产品。关于脸部清洁，叶莉华认
为每天洗几遍不是问题所在，洗脸次
数是根据每个人的习惯而不同的，如
何洗才是重点。

“如果洗脸后不用保湿产品，
那就是对皮肤屏障造成损伤，没有
修复皮脂膜屏障壁，涂上保湿产
品，可以修复皮肤屏障。”叶莉华解
释，当皮肤屏障（皮脂膜）损伤了，
皮肤每天的水分流失量就会大大
地增加，皮肤就会处于经常性缺水
状态。

喝水是补水关键

对秋冬护肤而言，补水很重要。
尤其是立冬之后，海南天气逐渐变
冷，从室内到室外或从室外到室内，
气温变化，刺激到皮肤，一些市民，尤
其是老年人，双腿发痒，越痒越挠，越
挠越痒，一些市民以为是穿了秋裤的
缘故，但实际是缺水所致。

空气干燥使表皮容易出现细小
的龟裂，龟裂的皮肤端刺激皮肤末
梢的神经感受器，就会出现瘙痒的
症状。叶莉华说，专业术语称为秋
冬季皮肤干痒症，老年人更易发生
这种干痒症，因为他们的皮肤处于
逐步萎缩的状态，对外界适应能力
变差。

“皮肤的水分来自于皮肤的真皮
层，真皮层的水分来自于真皮层内血
管中的血液，血液里的水分，就来自
于我们每天摄入的大量水分，即‘喝
水’。”在叶莉华看来，喝水能够养颜，
是有科学依据的，要做好皮肤保湿，
除了使用保湿产品外，每天至少要喝
800～1000 毫升的水，保证身体的

“水库”储水量充足。

制图/许丽(票数统计截至1月3日上午9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