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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金无足迹，人无完
人”，我们的牙齿也一样，有各种各
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影
响颌面整体美观和牙齿的功能。哪
些牙齿问题可以通过矫正的方法进
行治疗呢？

1、牙列拥挤不堪
牙齿拥挤的类型很多，较为

常见的是虎牙。虽然很多人觉得
有小虎牙非常可爱，但你是否知
道，虎牙如果不及时矫正会造成
面部不协调、影响咀嚼能力、美
观等。

2、牙齿排列稀疏、有缝隙
牙齿排列稀疏、有缝隙不仅会

影响大家的形象，还会对口腔健康
甚至全身健康造成影响。

3、牙齿前突、龅牙
龅牙作为牙齿畸形的一种，对

外貌有着较为严重的影响。牙齿矫
正不仅可以美化牙齿，让牙齿恢复
健康，也让脸型变得好看。

4、开颌
开颌指的是前牙或者后牙在垂

直方向上不能咬合。一般常见于乳
牙期、替牙期及恒牙期，但往往多见
于恒牙期。

5、反颌
俗称“地包天”。正常情况下，

上颌牙齿覆盖住下颌牙齿，“地包
天”时，下颌牙齿位于上颌牙齿的
外侧，症状轻的牙齿出现反咬合，
严重的面部上下颌面之间的位置
关系也发生错乱，表现为上颌面发
育不足或者后缩，下颌面发育过度
或前突，造成面中部凹陷，侧貌为
新月形。

6、深覆颌
深覆颌主要表现为上前牙过多

地盖住下前牙，严重的患者下牙完
全被上牙盖在里面，从前方看不到
下前牙。牙齿深覆颌会导致下面部
变短，从而影响面容美观。

可见，各种牙齿问题会不同程
度地影响颌面整体美观和牙齿的功
能。因此，一旦发现有上面这些牙
齿问题，应及早去正规的医院进行
检查治疗。 （王润）

什么样的牙齿需要做矫正

游戏成瘾青少年是高发人群

据了解，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障
碍，并非首次提出。早在2008年，由
北京军区总医院制定的中国首个《网
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就将“每天上
网超过6小时，且符合一定条件连续
超过3个月，即为网络成瘾作为临床
标准，并将网瘾列为精神疾病。2013
年，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也将网络游戏成瘾纳入研究并进行
精神障碍诊断。

世界卫生组织有相关规定，凡是
精神障碍必须具备两点：第一，给自
己和他人带来痛苦；第二，社会功能
受损。“游戏成瘾是否属于精神障碍，
要看这些人群的大脑生理和生化功
能有无改变。”海南省安宁医院心理
咨询与治疗中心副主任张云志认为，

游戏或网络成瘾和一些精神类的疾
病一样，都是大脑负责奖赏机制的脑
区出了问题。

研究表明，青少年是易患高发
人群。青少年在玩游戏时，不仅
能体验到一种掌控感，还能得到
成就感、归属感，以获得心理上的
安慰。

勿轻信非法治疗网瘾机构

“虽然世卫组织将游戏障碍列入
精神疾病范畴，但诊断条件非常严苛，
并不是所有沉迷游戏的行为都可以诊
断为游戏成瘾。”张云志表示，游戏成
瘾必须符合无法控制地打电玩、将电玩
置于其他生活兴趣之前，即使有负面后
果也持续或增加打电游的时间等条
件。而且，相关行为要持续至少12个
月才能确诊。

世卫组织精神健康及药物滥用司
专家也明确表示，全球有数百万的游戏
玩家，即使他们在进行激烈的游戏，也
永远不会被诊断为游戏成瘾，其总体流
行率“非常低”。

张云志提醒，现实生活中，很多
家长面对沉迷游戏的孩子束手无策，
到处寻求治网瘾的办法，不少家长将
孩子送进不正规的治疗网瘾机构。
这些非法机构往往采取封闭式管理、
军事化管理、高强度体能训练等方
式，利用殴打、辱骂、体罚等残酷方法
帮助孩子戒网瘾，而且收费不菲。或
许最终孩子的网瘾治好了，但却是以
身心严重受损为代价。

家长干预需注重细节和技巧

“儿童的控制力有一个逐渐强化
的过程。家长对孩子简单说教，结果

只能事倍功半。当孩子做不到自律
时，外部环境就要给他约束力。根本
在于定规则。”张云志建议，家长把手
机给孩子时，就应定下条件和规则。
但是，很多家长定下了规则却不执
行。规则既要制定，也需要奖惩制度
去执行。一旦触碰了边界就要受罚，
这也是一种社会教育。

张云志建议，学校也应该有所作
为，实现家校共育。学校可以对此开
展教育引导。比如由老师带着孩子
公开讨论玩手机到底是怎么回事，要
不要玩游戏等等。学校要把社会上
对孩子们有影响的事物纳入教学讨
论的范围。

张云志表示，花时间和精力陪伴
孩子，是孩子成长最需要的。除了允
许孩子适当地玩电子游戏外，家长也
需规划家庭生活，计划平时怎么度
过，周末怎么玩等。

游戏成瘾虽列入精神疾病，但诊断严苛、总体流行率“非常低”

沉迷游戏不一定是游戏成瘾

■ 本报记者 侯赛

如今，青少年每天面对电子屏
幕的时间大大延长。由于长期低
头看手机，本该是成年人得的颈椎
病，也悄悄找上了孩子。

海口市人民医院骨科中心医
生黄重说，他的门诊里，因为看手
机引起颈部疼痛的病例越来越
多。给黄重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因

颈部疼痛、双手有麻木感前来就医
的高中生。即便是在就诊过程中，
这名男生还是低头玩手机，整个看
病过程几乎都是家长在和医生沟
通。

检查结果显示，这名男生颈部
的生理曲度已经变形了，从正常的

“前屈”变成了“后凸”，也叫“反
弓”。黄重表示，反弓是一个不正
常的状态，长此以往，会影响颈部

的肌肉、神经、血管，更糟糕的是，
他的颈椎已经有了骨质增生，压迫
到神经，所以才会有双手麻木的现
象。

“低头看手机，颈椎所承受的
重量是垂直时的3倍，如果姿势不
当，可能让颈椎承受多达27公斤
的重量！”黄重提醒，“手机脖”在现
在社会中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
孩子也因长时间保持低头、颈部前

倾的姿势看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
而造成颈部不适或颈椎病。因此，
家长最好不要让孩子过早接触手
机，如果非要玩手机，也要督促孩
子保持正确的姿势，使用手机时应
该频繁地中断、休息，有意识地多
放松头部和颈部。

如何以正确姿势玩手机，给颈
椎减压，黄重给出以下建议：

首先，减少手机使用时间。若

非用不可，最好每隔四五十分钟站
起来做一些伸展运动。

其次，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
机时不一定非要弯着脖子，应挺胸
收腹，可将手机抬高一些，与视线
平行，减少脖子下倾的机会。

第三，不要躺着、趴着玩手
机。这两个姿势会增加腰椎和肩
膀负担，导致其原有弧度发生改
变，诱发肩膀痛、椎间盘突出等。

低头看手机，颈椎承重多达27公斤

坐直了！远离“手机脖”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冬病夏治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
重要特色疗法，即在夏天治疗冬天易
患，易发作的疾病。从夏至日开始，海
南省中医院等多家中医院依据中医学

“冬病夏治”原理，在一年中阳气最旺
盛的三伏天时节推出“三伏贴”（又称
三伏天“天灸”）中医特色诊疗活动，通
过“三伏贴”疗法治疗慢性疾病，受到
不少市民的关注。

夏季是治冬病好时机

“冬病”，顾名思义，是指在寒冬
季节容易发作或病情加重的疾病。
患有“冬病”的人多有阳虚体质，其共
同特点都属于“寒证”“虚证”。

海南省中医院院长蔡敏介绍，夏
季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的时候，也是人
们最容易贪凉饮冷耗伤阳气的时候，
在人体相关穴位敷贴辛热温阳之药
物，能扶助人体阳气，加强卫外功能，
提高机体防病抗病能力。

简言之，其机理是利用夏季气温
高，机体阳气较为充沛的有利时机，调
整人体阴阳平衡，达到降低冬病发病概
率和减缓症状的效果，有些可以达到根
治的目的，这便是“夏治”。蔡敏认为，
夏季养生以养阳为主，此时毛孔开泄，

运用中药通过穴位敷贴达到腠理宣通，
驱使体内风、寒、湿、邪外出，是内病外
治，治病求本的最好方法。

“敷贴疗法”三年为一疗程

据海南省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
中医保健专家符光雄介绍，“贴敷疗
法”为三伏贴的一种，通过穴位刺激，
平衡体内脏腑阴阳、调节神经体液，改
变身体状态，从而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贴敷疗法”是指在中国旧历节
气的“三伏”的三天、“三九”的三天通
过皮肤给药的途径，在相关穴位上进
行治疗。每伏只做一次，成人大约8
至10小时，儿童1至3小时，自行取
下，可选择每伏的任何一天。一般三
年为一个疗程，疗程与疗效成正比，
病程长的患者可适当延长疗程。

海南省中医院重点专科（学科）
管理办负责人、副主任中医师程亚伟
提醒，贴敷当天应避免剧烈运动，不
宜进食生冷、海鲜或者辛辣刺激的食
品及冷饮；皮肤比较敏感的患者应当
缩短敷贴治疗的时间，及时取下敷贴
药物；儿童贴敷时应当防止孩子将药
物抓掉或抓破皮肤；贴敷后出现小的
水泡一般不必特殊处理，让其自然吸
收；若出现范围较大水泡、疹痒现象，
请来院对症处理。

“三伏贴”适应症

呼吸系统疾病：反复感冒、
慢性咳嗽、慢性支气管炎、支气
管哮喘等

骨科疾病：寒湿性腰腿痛、
颈椎病、肩周炎，膝关节骨病、
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消化系统疾病：虚寒性的
胃脘痛、消化不良、慢性肠炎等

五官科疾病：慢性过敏性
鼻炎，慢性咽炎，鼻窦炎等

妇科疾病：虚寒性的痛经、
慢性盆腔炎、经行泄泻等

儿科疾病：小儿易感、支气
管炎、支气管哮喘，哮喘、消化
不良、遗尿等

其他：免疫力低下，畏寒等

我省非公立
医疗机构协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实习生刘亦辙）近日，
海南省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在海口正式成立，蒋
会成当选首任会长，沈建伟当选秘书长。今后，该
协会将服务于海南省非公立医疗机构规范化建
设，推动和促进海南健康事业发展。

据悉，海南省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由经海
南省民政厅核准，海南省卫生计生委是主管单
位。该协会由海南第一成美医疗产业集团、博
鳌恒大国际医院、博鳌超级医院等30家海南内
外有影响力的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起，将为
我省各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一个相互学习、相
互提高、共同发展的平台，引领海南省非公立医
疗机构健康成长。

美国科学研究发现：

阿尔茨海默病或与
疱疹病毒有关

一项研究显示，常见的人类疱疹病毒可能
在阿尔茨海默病病情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
如果该结论得到证实，将意味着抗病毒药物对
部分病例有疗效。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神经
元》杂志上。

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最近报道，美国芒
特西奈伊坎医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说，他们
利用多个脑组织库的样本数据，对比了622名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322名非患者的脑组织，
发现患者脑部病变区域的6A型（HHV－6A）
和7型（HHV－7）人类疱疹病毒较多，而且病
毒数量与痴呆程度相关。

研究人员从基因组、基因转录、蛋白质和组
织病理等层面进行分析，发现疱疹病毒基因与
多个人类基因相互作用，包括一些与阿尔茨海
默病风险有关的基因，例如淀粉样前体蛋白的
调控基因。淀粉样前体蛋白如果发生异常变
化，会生成有神经毒性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后者
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关键标记物。

研究人员说，新数据以“令人信服的证据”
表明疱疹病毒参与了阿尔茨海默病病情发展，
但不足以证明病毒活动与最初发病存在因果关
系。疱疹病毒有可能是一种环境风险因素，具
有特定基因突变的人感染后，会产生一些免疫
反应，增加日后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HHV－6A 和 HHV－7 在人群中的携带
率非常高，通常不引发任何症状。研究人员
希望能开发出相应的测试手段，甄别携带这
些病毒并且具备其他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因素
的人。

（据新华社）

海南第七届围产医学研讨会召开

专家齐聚分享
母胎医学新进展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实习生刘亦辙）近日，
由海南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与海南现代妇女儿
童医院共同举办的“2018年第七届围产医学研讨
会”在海口开幕。来自全省各市县区医疗单位的
妇产科、儿科、超声科、产房等临床医护人员百余
人参加会议。

围产医学研讨会作为海南省省级继续医学
教育项目，已连续举办六届，每年有约200人参
会。

本次研讨会围绕母胎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展开精彩的讲座，并对母胎医学事业的发展提
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在母体医学、胎儿医学
方面，分别对产前诊断、胎儿治疗、围产期母儿
处理、新生儿预后等相关疾病的最新诊疗进展
及临床热点问题进行专题学术演讲。

据介绍，胎儿先心病、胎儿生育缺陷诊治、
胎儿超声结构异常的遗传咨询与临床处理等问
题成为本次研讨会各方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有
关统计数据显示，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率为
8‰～1%，我国每年有 15万到 22万例先心病
患儿出生。先心病是最常见的主要器官畸形之
一，也是导致流产、胎儿宫内死亡以及婴儿死亡
的主要原因。严重复杂的心脏病胎儿一旦出
生，不仅是家庭的不幸，更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
一定的负担。

专家提醒，产前检查手段对孕妇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它能够及时、有效地发现病情，及时治
疗。孕妇们一定要重视胎儿心脏病的筛查、诊断，
一些高危孕妇，最好能在妊娠20~30周做一次详
细的胎儿心脏专项检查。

医技前沿

冬病夏治

三伏天灸正当时

■ 本报记者 侯赛

日前，世界卫
生组织发布第十一
版《国际疾病分
类》，“游戏障碍”出
现在成瘾性疾患章
节中，引发舆论轩
然大波。根据世卫
组织官网原文，“游
戏障碍”指一种游
戏（“数码游戏”或
“视频游戏”）行为
模式，其特点是对
游戏失去控制力，
日益沉溺于游戏，
以致其他兴趣和日
常活动都须让位于
游戏，即使出现负
面后果，游戏仍然
继续下去或不断升
级。因此，从这个
意义上说，“游戏障
碍”“游戏成瘾”等
概念，其实指的是
同一种现象。
但相关专家也提

醒，不是所有沉迷
游戏的行为都可以
视为游戏成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