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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百科儿童龋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

小小龋齿不可小觑

怎样买到舒适的鞋

试鞋多走走
鞋型有窍门

好不容易选了一双心仪的鞋，走起路来却磨
脚、挤脚，寸步难行……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
日本门户网站“活力门”总结了5点选到舒适鞋的
方法。

1.脚尖留出空间。试鞋时，脚尖处留出1~
1.5厘米的空间，这是保证脚不疼的根本。如果
鞋太小，空气在鞋内无法流动，还会导致脚冷。

2.不要只认鞋码。不同厂商、设计的鞋，鞋码
都会有所区别。试鞋时，如果常穿37号，那么36
号、38号都应该试一下。另外，下午、晚上脚会比
早上大一些，所以不要早上买鞋。

3.试鞋时多走走。站立和坐着时，鞋码是不
一样的。不要光坐着感受鞋的大小，在店里多走
几步为好。

4.女性喜爱的单鞋、高跟鞋是最容易磨脚
的。挑这种鞋时，要选从侧面看鞋跟的曲线是倾
斜的，而不是垂直于地面的；从上面看，鞋帮与跟
腱接触的地方呈“V”字型，而不是圆形。这样的
鞋型不磨后脚跟。

5.选运动鞋时，先将鞋垫拿出来，穿上一下脚
心直接踩在鞋底曲线上是否舒适。 （生命时报）

睡眠充足更聪明
当你晚上睡一个好觉后，会感到精神焕发。

但近日有新研究表明，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让你
变得更加聪明。

德国科学家发现，当人们处于睡眠状态的时
候，大脑还会继续解决白天困扰我们的问题，而
这些问题可能在充足的睡眠后更容易得到解
决。这表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似乎与充
足的睡眠相关。

对此，德国吕贝克大学的研究小组以106
名参试者为对象进行了试验。他们分为5组，
第一组长时间睡觉，第二组保持整晚清醒状
态，第三组则是白天保持清醒状态，晚上有 8
小时的充足睡眠，另外 2 个小组作为补充备
选。他们将根据2条规则把8位数字符串转换
为新的字符串，而第三条规则隐藏在其中。研
究人员不断监测参试对象，看他们何时能找出
第三条规则。结果发现，第三组发现该规则的
可能性几乎是第二组的 3倍。研究人员分析
指出，记忆在储存之前会被重组，这种重组可
能会使人更容易地解决问题，创造力也会得到
提升。

该试验结果也可解释记忆与衰老的相关问
题。老年人通常难以获得足够的睡眠，特别是处
理记忆所需的那种深度睡眠。因此，慢波睡眠
（深度睡眠）的减少与记忆功能衰退有关，同时洞
察能力也会随之减弱。

为了更好地辅助我们提高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拥有更好的记忆力，我们需要充分尊重睡
眠时间，保证每天 8小时，不要再肆无忌惮地
熬夜了。（人民网）

甜饮料不利健康，用水代替最科学

饮用含糖饮料越多
早死风险越大

美国人爱吃甜食，尤其喜爱含糖饮料。哈佛大
学研究人员对这种饮食习惯提出了警告：他们进行
的一项针对美国人的大型长期研究显示，人们消耗
的含糖饮料越多，其过早死亡的风险就越大。

糖分摄入过多不利于身体健康。已有研究发
现，含糖饮料摄入量与体重增加存在关联，饮用过
多会增加2型糖尿病、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但很
少有人研究含糖饮料摄入量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此次，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人员对涉
及8万多名美国女性和37.万多名美国男性长期生
活方式和健康状况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

他们发现，一个人喝的含糖饮料越多，其早
死风险就越大。与每月喝含糖饮料少于1次的
人相比，每月饮用1—4次含糖饮料者，早死风险
增加 1%；每周饮用 2—6次者，早死风险增加
6%；而每天喝1—2次含糖饮料者，早死风险则会
增加14%；若每天饮用两次以上，其早死风险比
不喝含糖饮料者高出两成（21%）。

研究表明，饮用含糖饮料与心血管疾病早死
风险增加有密切关联。与不经常喝含糖饮料的
人相比，那些每天饮用两份或更多份含糖饮料的
人患心血管疾病早死的风险要高出31%。此外，
含糖饮料消费与癌症早期死亡风险之间也存在
适度联系。

研究人员建议，应限制含糖饮料的摄入，用
其他饮料，最好是水来代替，这样才更有助于健
康和长寿。 （科技日报）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通讯员 冯琼

宫颈糜烂是一种“病”已经深入人心，很多女
性拿到体检报告，听到“宫颈糜烂”这个词，就会联
想到“我的宫颈开始烂了、子宫要烂了”。海南省
人民医院妇科主任朱根海博士指出，“糜烂”这说
法不是很准确，容易给普通患者以误解，宫颈糜烂
其实只是一种临床表现，并不是一种疾病，医学教
科书已将“宫颈糜烂”逐出“疾病家族”，用“宫颈柱
状上皮异位”生理现象取代。

宫颈糜烂不是病
需正确看待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3月20日是“世界口腔健康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关注口腔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
组成部分，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儿童龋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

海南口腔医院儿童牙科医师吾尔肯表示，口腔健康问题是孩子生长发育中重要的一环，而家长是孩
子口腔健康第一责任人，提醒广大家长重视孩子的口腔健康，尤其做好儿童的龋齿预防工作。

龋病或龋齿俗称虫牙、蛀
牙，是危害儿童口腔健康的主

要疾病之一。
吾尔肯介绍，儿

童常见的龋病类型为
奶瓶龋、窝沟龋和邻
面龋。奶瓶龋通常
在宝宝 1-2 岁期
间，由于夜间喂
奶、含奶睡觉的

习惯造成的牙齿龋坏。窝沟龋一
般是宝宝到3-4岁开始，乳牙全部
长出，很多孩子开始渐渐接触糖
果、巧克力、饼干等易致龋的食品，
加上牙齿的清洁不到位，容易造成
孩子乳牙的窝沟龋齿的高发，常见
的是下颌的后牙牙面发黑形成牙
洞。邻面龋是龋坏的位置发生在
两颗牙齿相邻部位，通常5-7岁开
始高发。

海南口腔医院儿童牙科接诊过
牙齿龋坏严重的小患者当中，年龄小
的仅1岁。

这名孩子上下前牙肿痛，根方牙
龈形成脓包，严重影响孩子的饮食及
发育。家长称，孩子有夜间含奶睡觉
的习惯。吾尔肯检查发现，该小孩口
腔卫生差，上下前牙4颗龋坏，牙齿表
面大面积缺损，已经发展成慢性根尖
周炎，需要进行根管治疗。

吾尔肯介绍，龋病是牙齿硬组织
的一种慢性疾病。随着牙齿龋坏，会
造成儿童进食时的刺激酸痛，进一步
发展会造成牙髓炎症及牙的根尖炎
症，这种炎症通常会出现牙齿疼痛，
咬东西不舒服，牙龈起脓包，严重会
引起脸颊感染、全身发烧等。

龋病不仅会影响孩子的咀嚼、消
化系统的正常功能，还会影响恒牙的
萌出。因为，乳牙龋病发展成为牙根
炎症后，炎症会影响恒牙牙胚，使继
承恒牙发育异常，影响恒牙萌出的正
常时间、顺序和位置，出现换牙后的
牙齿不齐。

吾尔肯建议，应
当从四大方面做好儿

童龋病预防工作。
一、引导孩子养成良好

的口腔卫生习惯。对于年龄
较小没有刷牙能力的孩子，家

长可用消过毒的纱布或乳胶指套
牙刷帮孩子清洁口腔内壁粘膜和乳
牙。在喝奶之后再喂一些清水，帮
助清洗、冲走奶液在口腔中的残渣，
保持宝宝良好的口腔环境。3-4岁
开始宝宝可在父母的指导下，渐渐
学会独立刷牙，早晚都要刷牙，每次
刷牙要刷到牙齿在口腔中暴露的3

个面，使用在牙面画圈的方法刷到
牙齿的每个面，刷牙时间不少于 3
分钟。孩子 5岁左右开始，父母应
指导孩子正确使用儿童牙线去清洁
嵌塞在牙齿之间的食物残渣，避免
邻面龋的发生。

二、提倡饮食结构多样化。多食
用含纤维的蔬菜水果，比如胡萝卜、
苹果、玉米、坚果等，这些食物纤维在
咀嚼过程中可以有效帮助牙齿自洁，
同时这种有效的咀嚼还可以促进孩
子的上下颌骨发育，给孩子创造更多
的颌骨间隙，将来换牙时牙齿会有充
分的空间让牙齿排列整齐。

三、到正规口腔医疗机构接受涂
氟、窝沟封闭等预防措施。涂氟和
窝沟封闭是目前预防孩子蛀牙最普
遍而有效的手段。一般儿童从3岁
起，可每半年一次到口腔门诊做全
口牙齿涂氟。窝沟封闭的最佳年龄
是：3-4岁、6-7岁、11-13岁，分别
为乳磨牙、第一恒磨牙、第二恒磨牙
封闭。

四、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家长至
少每半年应带孩子到医院进行一次
专业的口腔检查，了解孩子牙齿的
发育情况，如发现牙齿龋坏要尽早
处理。

龋病是牙齿硬组织的一种慢性疾病

1岁孩子竟有4颗蛀牙发炎

预防儿童龋齿注意四大方面

贫血吃啥好得快
四种贫血 饮食有别

“宫颈糜烂”是一种听上去
很吓人的“病”，困扰过许多女
性。朱根海表示，在过去，当医
生观察到宫颈颜色发红的时候，
因为觉得看着像皮肤湿疹样的
糜烂，就把这一现象称为了“糜
烂”。这也是在过去比较便于老
百姓理解的描述方法，但并不是
真的宫颈“烂”了，只是过去对宫
颈的一种正常生理表现的错误
认识。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糜烂”
呢？这是因为在宫颈口的地方有
一个“鳞柱交界区”，上方（靠近子

宫一侧）是柱状上皮，下方（靠近
阴道一侧）是鳞状上皮，当受到激
素或外界因素的影响时，柱状上
皮就会向下生长，即“柱状上皮异
位”，当柱状上皮显露较多的时候
就会露出皮下的血管，显得那里
颜色发红。

所以说，宫颈糜烂不是一种疾
病，而是一种生理状态，是鳞状上皮
的柱状上皮化。朱根海提醒，宫颈
糜烂是慢性子宫炎病变过程中最常
见的局部特征，要警惕不良游医用
宫颈糜烂吓唬无医学知识的患者，
以谋取黑心利益。

有宫颈糜烂现象需要治疗
吗？如果没有及时治疗，会造成
宫颈健康状况恶化导致宫颈癌
吗？朱根海表示，早期宫颈癌与

“宫颈糜烂”的一些表象非常相
似，许多女性误以为宫颈糜烂会
引起宫颈癌，因而对宫颈糜烂感
到非常恐惧。但其实，这两者其
实并没有因果关系，“宫颈糜烂”
不会导致宫颈癌，这两者只是在
外观上相近罢了。

因此，发现了宫颈糜烂，不能
笼统地说治不治疗。在进一步询
问病史和检查后，如果存在疾病，
就要“对病治疗”，而不是所谓的

“治疗宫颈糜烂”。朱根海说，成

年妇女定期进行妇科及宫颈的检
查是很有必要的，不是为了预防
所谓的“宫颈糜烂”，而是为了预
防宫颈癌。“应对宫颈癌的关键就
是要提前预防和早诊早治，25岁
以上的女性可定期查 TCT 和
HPV。”

如果TCT及HPV均为阴性，
那么说明此时的“宫颈糜烂”只是
生理性的或是轻度炎症造成的，
大可不必惊慌；如果是生理性的

“宫颈糜烂”，无论是中度还是重
度都无需干涉，完全没有必要把
宫颈都治疗成“光滑”，一般是不
需要治疗的，只要保证每年都完
成TCT及HPV的检测就行。

宫颈糜烂只是一种生理状态

与宫颈癌并无因果关系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张春杨

近日，海口市民月月的奶奶以
90岁的高龄接受了髋关节置换手
术。本来就体型偏瘦且饭量小的
她在术后出现了贫血。医生的解
决方案很简单：输血。

为奶奶补血也就成月月一家
人的当务之急。鸭血、黑鱼、红
枣、阿胶……各种食物，到底哪种
才是补血“神器”？海南省肿瘤医
院营养科医生李超提醒，贫血的
原因有很多种，一定要对症补血，
盲目食补可能会延误病情。

李超介绍，贫血是有多种病因
的，并且有的个体是多病因同时存
在的，所以如果发生了贫血，完善
检查找出病因，对症治疗才有效。
部分轻度贫血可以通过食补恢复，
但任何类型的重度和极重度贫血
患者的唯一选择就是输血。千万
不要盲目地吃红枣阿胶喝红糖水
而延误了病情。

病情较轻时，贫血是没有症状
的。中重度贫血常有乏力、心慌、
头晕，伴随面色、口唇和眼睑苍
白。

李超提醒，贫血需要通过相关
检查进行诊断的，不要盲目进行自
我诊断，以免延误病情。对于四种
不同的贫血症状，李超也给出了相
对的补血建议。

一、缺铁性贫血

多见于月经量大、妊娠中后期、挑食节食、营养不良等群体。
①轻度贫血患者要多吃富含铁和维生素C的食物。
富铁食物以动物血、猪牛羊肉最佳。红枣、阿胶和黑鱼等传统补血食物的补

铁效率和吸收率均没有鸭血、猪牛羊肉高，而且后者价格也更加实惠。
维生素C不难找，就在新鲜蔬菜和水果里。李超推荐每天半个木瓜就够了。

不爱吃木瓜，还可以换成5-6个鲜枣当零食吃，或是早晚各一个猕猴桃。
②若是严格素食主义者或中度贫血，就必须遵医嘱口服铁剂或静点蔗糖铁。

二、缺乏叶酸或维生素B12相关性贫血

多见于挑食、营养不良和胃全切术后等患者。
①胃全切术后患者。
不管是轻度还是中度贫血，都必须肌注维生素B12。这是因为胃全切后，机

体缺乏内因子导致维生素B12不能吸收入血，所以经口补充是没用的。
②轻度贫血多吃富含叶酸+维生素B12的食物即可。
补叶酸，以新鲜的绿叶蔬菜最佳，蔬菜放久了里面的叶酸就会大幅减少。
富含维生素B12的食物以肉、蛋制品最佳。

“说白了，就是多吃菜和肉。”李超表示，只要纠正挑食或营养不良，贫血症状
就能轻松逆转。但向来挑食、胃口差不是那么容易纠正的，也可以口服维生素。

三、骨髓抑制性贫血

肿瘤患者放化疗后可能出现骨髓抑制性贫血。此类型是非营养性贫血，可通
过食疗和中药纠正，但纠正周期较长。推荐食疗方有山药百合猪骨汤、红豆枸杞
桂圆乌鸡汤和桂圆花生汤。

四、失血性贫血

失血当然要先止血，待止血成功后，在均衡营养的基础上加强富含造血原料
的食材即可。造血食材包括动物血、猪肉、牛肉或羊肉、绿叶蔬菜、蛋制品、奶及大
豆制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