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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眼科医院特约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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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心血管疾病患者平时
看起来挺健康，突然发病晕倒后
才诊断出心脏病。吴忠表示，这
种现象在心血管疾病中确实比
较常见，看上去健康并不代表真
健康，有很多疾病线索都会体现
在体检报告中，只是大多数人未
必会按照体检报告的建议作进
一步检查。比如，体检时医生
听到患者的心脏有杂音，会建
议患者找专科医生进一步检

查，但很多人并不会严格遵照
医嘱。

“体检医生跟专科医生的
职责不一样，体检医生负责找
线索，这个线索可能看上去没
那么严重，但真实的健康状况
应该由专科医生进行判断。”吴
忠表示，有些患者患有马凡氏
综合征不自知而发病猝死。如
果他能及时进行心脏彩超检
查，早做预防，也许悲剧就不会

发生了。
吴忠提醒，职场人士应定

期进行心脏体检，尤其男性 45
岁、女性 50岁后至少每年要到
正规医院做一次心电图体检。
有高风险的人群，例如父母兄
弟曾得过心脏病或自身患有高
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疾病
的慢性病患者，可考虑进行心
脏超声、动态心电图、冠脉 CT
等有针对性的检查。

本期科普专家：
刘红山，海南省眼科医院角膜

病专科主任医师

什么是圆锥角膜

圆锥角膜是由于角膜扩张、中
央变薄向前突出呈现“圆锥形”的一
种眼病，目前病因尚未明确，典型症
状是单眼复视。圆锥角膜多发于
10—20岁青少年，病情发展缓慢。
频繁揉眼会促进圆锥角膜病情进
展。

圆锥角膜四个时期的症状

潜伏期：很难被发现，主要表现
为一眼已确诊为圆锥角膜，另一眼
出现屈光不正症状。

初期：开始可能表现为近视，逐
渐向散光和不规则散光发展。

完成期：中央角膜明显变薄，只
有正常角膜厚度的1/3，可造成不规
则散光，视力明显下降，严重者会出
现角膜破裂。

瘢痕期：中央角膜形成丝网状
及片状混浊，白色瘢痕，视力下降明
显，各种眼镜均不能矫正。

短期内视力下降严重应及时检查

许多圆锥角膜患者确诊时已是
晚期，这些患者原本患有近视，视力
逐渐下降被误以为是近视度数加
深。患者如果发现自己的视力下降
严重，尤其是短期内近视和散光度
数明显增加（同时伴有爱揉眼的习
惯），应该尽快到医院检查。

圆锥角膜的治疗

对于圆锥角膜初期患者，建议
做角膜胶原交联治疗，可以延缓甚
至阻止病情的发展，这是国际上公
认治疗圆锥角膜的主要方法。此
外，也可用框架眼镜、软性或硬性隐
形眼镜等进行视力矫正。如果病情
发展到中晚期，可根据情况采用板
层角膜移植或飞秒激光角膜表层镜
片、穿透性角膜移植或深板层角膜
移植等手术进行治疗。

对于手术预后，每个患者的情况
差异很大。有人会稳定数年或无限
期稳定，有些人经过很长一段稳定期
后病情快速进展或突然恶化。通常
在40岁起，病情会逐渐趋于稳定。

牙菌斑是引起蛀牙、牙结石、
牙龈炎、牙周炎的罪魁祸首。牙菌
斑是口腔内剩余食物残渣与细菌
反应形成的，肉眼无法看见，在牙
刷刷不到的地方，长期聚集钙化沉
积会变成牙结石，这些牙结石是无
法通过刷牙清除干净的，只能通过
洁牙（洗牙）清除干净。

洗牙有哪些好处呢？
1.洗牙可预防龋齿
牙菌斑和其他沉淀物依附于

牙齿表面，日常生活中如果不注重
牙齿的清洁，容易形成龋齿，影响
美观。洗牙能洗掉牙齿的污垢，给
牙齿带来健康。

2.洗牙可预防牙周病
洗牙可以去除诱发牙周病的

细菌，达到预防牙周病的目的。

3.及时发现口腔问题
便于及时发现口腔问题并处

理，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4.洗牙可防止口臭
研究表明，在不洗牙的人中，大

约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患有口臭。
良好的口腔卫生情况可预防口臭。

5.洗牙回报大
洗牙可以将有害菌扼杀在摇

篮里，能预防和治疗牙龈炎、牙周
炎。若不洗牙，病菌滋生会引发龋
齿、牙龈炎、牙周炎等口腔疾病，最
终导致牙齿松动脱落，后期的修复
费用远超于洗牙费用，得不偿失。

洗牙出血属正常情况。若机
器消毒不到位，则容易造成细菌传
染引发并发症，因此，洗牙需要到
专业、正规的医院进行。

“升级认知 护佑健康”系列公益讲座
海口开讲

首期讲授
《幽门螺杆菌与胃病》

本报讯（记者郭萃）近日，由复旦大学海南校友
会、农行海口红城湖支行联合主办的“升级认知 护
佑健康”系列公益讲座在海口首次开讲。首期讲座
主题为《幽门螺杆菌与胃病》，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医学博士、海南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江
雪梅主讲。

江雪梅表示，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一种感染性
（传染性）疾病，传播途径是消化道，通过口—口、胃
—口、粪—口传播。例如，幽门螺杆菌可通过唾液
在母亲和儿童之间传播，也可能通过粪便污染水源
传播及通过胃食管反流或呕吐物传播。目前全球
成人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在半数以上，而我国是感染
人数最多的国家。

那么，应该如何检测和治疗幽门螺杆菌呢？江
雪梅表示，目前最常用碳13或碳14尿素呼气试验
来检测病情。根治幽门螺杆菌需要服用抑制胃酸的
药物、2种抗生素以及铋剂共4种药物，每日2次，连
服10日或14日，间隔4周以上复诊。若未根治成
功，则需进行二次根治，二次仍未根治则不建议再进
行治疗。服药过程中务必遵医嘱用药，切忌饮酒，中
途停药不仅会使根治失败，而且还会出现耐药症
状。一般建议患有消化性溃疡、胃淋巴瘤、胃癌等疾
病和不明原因血液病的患者，需根除幽门螺杆菌。

由于幽门螺杆菌感染多是病从口入，因此注意
个人卫生十分重要。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健康的生
活方式，避免体内菌群失调，这是避免患上幽门螺杆
菌相关性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不要
进食路边摊上的不洁食物；勤洗手，尤其是餐前洗
手；碗筷要消毒。与幽门螺杆菌阳性者共同进食的
时候，一定要做到餐具分开；聚餐时，鼓励使用公筷。

据了解，此次“升级认知 护佑健康”系列公益
讲座由10名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在琼专
家学者主讲，讲座共分十期，计划持续五个月。

乳牙龋齿可能影响
恒牙萌出和发育

近日，家在海口的陈女士带着
5岁女儿依依（化名）到海南口腔医
院儿童口腔科就诊。医生发现，孩
子的20颗乳牙中，竟有14颗是蛀
牙，多颗牙齿仅剩残根，需尽快治
疗。

陈女士告诉医生，依依2岁前
没有刷牙的习惯，2岁后晚上也经
常不刷牙就入睡，久而久之就形成
了蛀牙。他们原本并不在意，想着
等孩子以后换牙就好了。但是，随
着时间推移，孩子蛀牙越来越多，
近日经常出现牙疼症状。

海南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副
主任吾尔肯表示，幼儿患龋齿的现
象比较普遍，主要与孩子口腔清洁
不到位及不良饮食习惯有关。很
多幼儿有夜间喂奶、含奶睡觉的习
惯，平时喜欢吃糖果、巧克力、饼干
等含糖量高的食物。孩子在喝完
奶或吃完东西后，如果家长不及时
帮助他们清洁口腔或口腔清洁不
到位，久而久之残留在牙齿上的糖
分就会侵蚀牙齿，长此以往就容易
形成蛀牙。

许多家长错误地认为“乳牙迟
早要换，坏了也没关系”，因而忽视
了孩子的乳牙健康。事实上，乳牙
龋齿不仅会加重食物嵌塞，加快龋
齿发展，还会造成乳牙缺损，继而

发展为牙髓病、根尖周病，甚至可
能会导致孩子牙齿早失，影响恒牙
的萌出，使恒牙发育异常。此外，
乳牙早失还可能导致恒牙萌出的
时间、顺序和位置异常，出现换牙
后的牙齿不齐。

不同年龄孩子口腔
清洁方式不同

吾尔肯提醒，有效清洁牙齿是
预防龋齿（蛀牙）的重要手段，家长
要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
习惯，并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做好
孩子的口腔清洁工作。

6个月—2岁孩子：这个阶段的
孩子有夜间喂奶、含奶睡觉的习
惯，容易导致宝宝奶瓶龋高发。建
议家长给宝宝喂完奶后，可以再喂

一些清水，帮助清洗、冲走奶液在
口腔中的残渣。当孩子6个月开始
萌出第一颗牙的时候，家长要用消
过毒的纱布或乳胶指套牙刷蘸点
温开水或淡盐水帮孩子清洁口腔
内壁黏膜和乳牙。

3岁以下儿童：可使用专门为3
岁以下儿童设计的可吞咽牙膏或
护牙素刷牙，用量大概米粒大小。

3岁—4岁孩子：这个阶段的孩
子还无法将牙齿彻底刷干净。家
长可以使用儿童牙刷或电动儿童
牙刷帮助孩子刷牙。在帮助孩子
刷牙的同时，父母可指导孩子渐渐
学会独立刷牙。

该年龄段推荐采用圆弧刷牙
法，以在牙面画圈的方式刷牙齿的
3个面，早晚都要刷，刷牙时间不
少于3分钟。此外，3岁以上的儿
童刷牙时，使用豌豆粒大小的含氟
牙膏可以有效预防龋齿。

5岁—7岁孩子：这个时期的
孩子乳牙生理间隙较大，牙齿邻面
容易出现食物嵌塞，日常刷牙无法
完全有效清洁干净。所以，这个阶
段家长要开始指导孩子正确使用
儿童牙线，清理牙缝里的食物残
渣，避免邻面龋的发生。

此外，专家提醒，家长至少每
半年要带孩子到医院进行一次口
腔检查，接受专业医生的口腔健康
指导，并采取及时的预防措施，定
期涂氟及窝沟封闭，增强牙齿的抗
龋能力。

很多心血管疾病患者平时看起来挺健康，发病却猝不及防

定期进行心脏体检很必要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实习生 林品慧 通讯员 冯琼

洗牙有哪些好处？

孩子还会换牙，乳牙坏了没关系？错！

儿童蛀牙家长别轻视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彭晓芳

圆锥角膜多发于青春期

乳腺癌最新筛查指南建议

一般女性两年
做一次X线筛查

在近日召开的2019中国肿瘤学大会上，中国
抗癌协会等机构发布了最新的《中国女性乳腺癌筛
查指南》，推荐一般风险女性每两年做一次乳腺X
线筛查，以实现乳腺癌早诊早治。

医学专家介绍，中国乳腺癌发病趋势显示，25
岁以前乳腺癌的发病率相对较低，35至45岁逐年
增长，发病高峰年龄集中在45至55岁之间，70岁
以后出现下降。

在前期大样本量乳腺癌流行病学调查、疾病筛
查和统计分析基础上，中国抗癌协会与天津医科大
学肿瘤医院联合发布了最新的乳腺癌筛查指南。
该指南提出，对45至69岁一般风险女性，推荐进行
规律性筛查。

在筛查方法的选择上，由于乳腺X线筛查被证
实能有效降低乳腺癌死亡率，因此推荐其作为一般
风险女性的主要乳腺癌筛查方法。在乳腺癌筛查
的时间间隔上，推荐一般风险女性每两年做一次乳
腺X线筛查。对于来自乳腺癌高危家族且携带乳
腺癌相关突变基因的女性，建议自35岁开始每半年
进行一次乳腺超声检查，每年进行一次乳腺核磁共
振检查。 （据新华社电）

膝骨关节炎阶梯治疗
海南推广工作启动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实习生邓欣）为推广膝骨
关节炎阶梯治疗的理念，提高海南骨关节炎治疗整
体水平，“膝骨关节炎阶梯治疗专家共识解读会暨
海南省骨关节炎阶梯治疗工作启动会和膝骨关节
炎阶梯治疗工作室授牌仪式”近日在海口举行。

来自省内外的骨科专家在会上共探膝骨关节炎治
疗新方法，并对岛内膝骨关节炎疑难病例进行会诊。

骨关节炎（OA）是骨科临床最常见、严重影响
患者生活质量的关节退行性疾病。其中，膝骨关节
炎（KOA）是发病率最高、对患者和社会损害最大的
骨关节疾病之一。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
人群膝骨关节炎发病率大于60%，骨关节炎致残率
超过53%，已经成为中老年人丧失生活能力的最主
要因素之一。

目前，我国各地区、各级医院骨科诊疗水平发
展不均衡，关节疾病的诊疗水平参差不齐，对关节
疾病的诊疗缺乏系统性培训和全面深入的认识。

据介绍，由吴阶平医学基金会骨科学专家委员
会发起，国内近40位权威专家历时半年，经多次开
会交流、研讨、循证，并依据《骨关节炎诊疗指南
（2018年版）》与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
共同制定出《膝骨关节炎阶梯治疗专家共识》。该
共识提出膝骨关节炎阶梯治疗这一最新理念，已发
表于《中华关节外科杂志》（电子版）。今年4月20
日，“膝骨关节炎阶梯治疗专家共识发布会”在江西
南昌召开。

海南中德骨科医院总院长张寿表示，此次会议
的目的是传递和分享骨科学专家委员提出的膝骨关
节炎阶梯治疗这一最新理念，让海南各级医院对此
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同时加快推进方案在海南落地
实施，提高关节疾病的诊疗水平。

今年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疾病防治现状蓝皮书》
显示，我国现有心血管病患病人数约2.9亿人，1990
年至2016年我国心血管病死亡人数从250多万人
上升到近400万人。除了死亡危险，心血管病的高
发病率和高致残率给社会、家庭和患者个人带来了
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阴影。

对于心血管疾病，我们应该怎样预防？海南日
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海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省优
专家、教授吴忠。

吴忠提醒，随着年龄增长，心
血管病的整体风险明显增加。60
或65周岁以上人群除了采用传统
预防措施外，还应定期做动态血压
监测及血压变异性分析、动态心电
检查、心脏和外周血管超声检查
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应
找专科医生进行具体咨询。”

心血管疾病是威胁我国女性

健康的重要疾病，是导致女性死
亡的首位原因。吴忠建议加强对
女性心血管病的风险筛查和干
预，尤其是妊娠期女性和绝经后
女性更应引起重视。因为首次妊
娠的年龄、肥胖、合并高血压病、
糖尿病等均为妊娠期心血管病发
生的高危因素。绝经后女性常存
在更多潜在危险因素，如体力活

动减少、腹型肥胖、高血压病、代
谢综合征、糖尿病、抑郁等。

吴忠提醒，妊娠期女性应加
强孕前咨询和孕期心血管危险因
素筛查和管理，绝经后女性也要
每年进行心血管病风险评估。“特
殊人群的体检报告如有异常，务
必引起注意，及时找正规医院专
科医生就诊。”

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
力衰竭和心脏性猝死等疾病，
是全世界第一位的致死病因。
我国每年近 400 万人死于心血
管病，平均每 10 秒就有 1 人死
于心血管病。在吴忠看来，心
血管病已成为老百姓不堪承受
之重，家中一旦有人患病，就会
导致患者预期寿命受损和家庭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给家庭带
来沉重负担和打击。

除了每年定期体检外，平时应
如何预防心血管病呢？吴忠表示，
具体来说，心脏病有两大类危险因

素：一类是可控的危险因素，另一
类则是不可控的危险因素。其中，
不可控的危险因素是指增龄、性
别、种族、家族史等因素。“任何疾
病都有可控因素与不可控因素，我
们能做的就是从可控因素着手预
防。”

心脏病可控的危险因素包
括以下内容：第一，环境危险因
素，如空气污染、高温、严寒等；第
二，社会因素，如社会经济状况低
下（贫穷所致）、竞争压力大等；第
三，自身体内环境，如高血压、高
血脂、血糖高（糖尿病）、口腔卫生

不佳等；第四，其他因素，如情绪
不良、精神紧张、缺乏运动、睡眠
不足、吸烟（主动或被动）、饮食不
当等。

不良生活方式或习惯是导致
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主要原因，
是可防可控的。吴忠表示，预防
心血管病，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
身体，将导致心血管病的可控因
素控制好，包括血压、血糖、血脂、
体重等。患者在医生指导下规范
用药，并且注意做到血压监测、合
理饮食和适度有氧运动，多数心
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可以避免。

科学预防可降低发病率

特殊人群要加强筛查和干预

婴幼儿要不要刷牙？不少家长觉得孩子太小，还不需要刷牙；有的
家长认为“乳牙迟早要换掉的，坏了没关系”，因而忽视了宝宝的口腔健
康。但是，儿童口腔医生指出，有效清洁牙齿是预防儿童蛀牙的重要手
段。从孩子长出第一颗牙开始，家长就要帮助孩子刷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