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儿童乳牙患龋（蛀牙）
率逐年升高。有很多家长发现，虽
然及时带孩子去补牙了，却还会出
现“补牙材料多次脱落”“补牙效果
不理想”等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该如何解决？

海南口腔医院儿童口腔医学中
心医生吾尔肯介绍，当孩子的乳牙
蛀牙时，需要及时进行修复治疗。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修复方法主要有
充填修复治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补牙”）、嵌体修复和预成冠修复治
疗。海南口腔医院自2013年开展
预成冠修复技术，目前已为上万名
患儿进行了预成冠修复。

如果孩子乳牙牙体出现大面积
龋坏，因乳牙体积小、牙冠短，牙釉
质也比较薄，而补牙时需要磨掉龋

坏的牙体组织，剩余牙体就会比较
少且薄，充填物就很容易脱落，甚至
出现牙齿劈裂，导致治疗失败。这
种情况建议在治疗后给患牙套上预
成冠进行修复。预成冠可以恢复乳
牙的形态、咀嚼功能和正常的咬合
关系，且可防止补牙充填物脱落、继
发龋的产生以及牙体组织的折断，
因其经久耐用，防龋性强，可让孩子
的牙齿健康地度过替牙期。

什么是预成冠？

预成冠是一类可以使用较长时
期的暂时冠，可以恢复龋坏患牙的
外形和保护患牙进一步的损害。除
了金属预成冠，临床上常见的还有
适用于乳前牙的透明冠，及前、后牙
均适用的氧化锆全瓷预成冠。

最早的金属预成冠使用历史
可追溯到 1950 年，其在临床上的使
用已有 70 余年的时间。预成冠在

儿童口腔科运用广泛，并且技术较
成熟。

哪些情况推荐做预成冠？

1.乳牙牙体大面积龋坏
2.补牙后患龋概率高
很多孩子喜好甜食，但又刷牙

不到位，加之乳牙较于恒牙矿化程
度更低，耐酸能力差，更容易形成蛀
牙。因此，一些患龋概率高的孩子
在补牙后，再发生蛀牙的概率依然
很高。

3.根管治疗后的牙齿
如果乳牙龋坏至牙髓（牙神

经），需要进行根管治疗的，治疗后
的牙齿会变得更加脆弱，容易折
断。

4.牙齿发育不良或折裂牙

做预成冠会妨碍乳恒牙替
换吗？

不会。预成冠仅在牙齿暴露的
牙冠局部固位，不会对乳牙牙根造
成影响。乳牙到了替换的年龄，牙
根会正常吸收，慢慢发生替换。

做预成冠需要磨牙吗？

有家长会担心：既然是做冠，那
岂不是要把牙齿磨得很小？医生会
根据牙位以及牙齿的大小选择合适
的型号的预成冠，只需要对原来的
牙齿稍微修整一下锐利的边缘，即
可进行粘接。只需要做好日常的口
腔清洁，做到定期复查，基本上就可
以很放心地用到换牙的时候了。

（文/彭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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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质美瞳对眼睛伤害极大

当心美瞳变“伤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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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研究报告显示

2020年全球近视患者

约为25亿
中国近视人数达6亿
有研究机构预测

到2025年
全球隐形眼镜
市场规模

将从2019年的

9.007亿美元增长到

108.5亿美元

MOB研究院预测

2025年
中国美瞳行业
市场规模可达

500亿元

有望成为全球
最重要的市场

■ 本报记者 侯赛

现代妆容，眼部常常成为
强调的重点，“外加”在眼部的
化妆品也越来越多。海南省眼
科医院副主任医师杨军提醒女
士们，化妆美眼要注意分寸，不
然很容易美出眼病。

常戴假睫毛危害大

时下，不少年轻女孩子在
派对或是节日期间，都会在眼
睑上粘假睫毛，“点亮”自己。
但杨军指出，如果眼睑上经常
使用假睫毛，则容易堵塞毛孔、
造成眼部发炎或者交叉感染。
此外，目前现在市场上出售的
假睫毛材质较差，多为化纤产
品，有些甚至是用动物毛发制
成，很容易折断，折断后如不小
心刺入眼眶，与角膜摩擦会造
成角膜磨损、角膜上皮脱落，引
起视物模糊和散光。而角膜破
损后，细菌容易入侵，从而造成
角膜炎，严重的可能引起视力
下降，甚至失明。

警惕“化妆性眼病”

因画眼线等眼妆引起的眼
部不适，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
因为对化妆品过敏或者化妆品
进入眼内；另一个就是化妆品本
身质量有问题或过了保质期。
这些都可导致“化妆性眼病”。

预防“化妆性眼病”，首先要
购买中性脂质、无毒的眼妆产
品，并且注意不要被其他物质污
染，过了保质期，应立即丢弃；此
外还要确定这些眼部化妆品是
否适合自己的体质，特别是过敏
性体质的人，最好慎用。

化眼妆时，尽量少化浓妆，
而且不要太靠近眼球。化眼妆
时应闭上眼睛，以防化妆品溅
入眼内。如果化妆品不慎溅入
眼内或眼睛出现不适，应立即
用自来水反复冲洗眼睛。此
外，卸妆一定要彻底，卸妆后可
用热毛巾敷眼或用水蒸气蒸
眼，以缓解不适。化眼妆用的
小刷子、眼线笔等，要定期用酒
精消毒。

海南省肿瘤医院：

术中超声
定点“清除”多发性肝癌

肝癌被称为“癌王”，足见其危害之大。
今年5月，50多岁的谢先生，在体检时发

现左右肝叶上，不规则分布着7个黄豆大小的
肿瘤，后被确诊为多发性肝癌。

由于肿瘤分布广，给手术治疗带来很多
潜在风险。海南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
李铎介绍说：“谢先生肝癌发现较早，外科手
术是首选治疗手段。但谢先生情况特殊，左
右肝叶上都长有肿瘤，如果把长有肿瘤的肝
叶部位全部切除，显然‘成本’太大，不但增加
手术风险，还会影响患者术后健康。如果逐
个保守切除，极有可能因清除不干净，留下

‘祸根’，造成肝癌复发。”
谢先生的治疗，进入“无从下手”的两难

境地。
省肿瘤医院在建院时，就引进了国际先

进的“术中超声”设备。
“一般肝肿瘤手术，主刀大夫和助手，都

是使用术前影像检查资料制定手术计划，手
术中根据影像确定的位置指导手术路径，或
依据专家个人经验，用手触摸的办法，准确找
到肝肿瘤位置。”李铎解释：“但谢先生伴有中
度肝硬化，加上肿瘤小，给术中定位带来很多
难度。”

经反复比对和研究，李铎团队决定采用
先进的“术中超声”技术，协助完成手术。

顾名思义，“术中超声”就是在手术过程
中使用的超声设备。它装配有专用的探头，
手术中能直接接触探查部位，精确定位肿瘤
大小、位置，引导手术专家准确完成肿瘤切除
手术。

在“术中超声”技术辅助下，李铎团队将
隐藏在谢先生肝脏内的小肿瘤，一个一个准
确而完整地“挖”出来。

“肝脏手术风险特别高，术中一旦伤及主
要血管，会危及患者生命。”李铎介绍，“术中
超声”技术，能完全有效解决体位差异和及时
发现血管异形问题，手术会更加精准，术中对
肝脏正常组织保护更加有利，因此手术的损
伤更小、出血更少，能有效提升患者术后生存
和生活质量，减少术后并发症。

由于“术中超声”技术是在手术过程的实
时引导，它在最大限度保护肝脏正常组织的同
时，又能最大限度精准清除肿瘤，甚至能发现
常规影像不能检测到的更加细小的肝脏肿瘤，
从而较为彻底地清除肿瘤隐患，降低复发率。

李铎表示，类似谢先生这样的病情，常规
技术手段，对肝脏的损伤是比较大的。采用

“术中超声”技术后，手术对正常组织的伤害
至少降低了三分之一。他提醒，早发现、早治
疗，是提升肝癌治愈率和延长生存期的“法
宝”，该院的先进设备可发现3毫米的肝脏病
灶，能极大提高早期肝癌的确诊率。

（文/梁山 彭旭）

健康养生 科学治病

化妆过度易患
“化妆性眼病”

金属预成冠：

乳牙蛀牙的“救星”

美瞳利用折射原理，可以让
眼睛变得明亮，呈现出不同的色
彩。但隐形眼镜最基本的功能还
是医疗功能，并不是人人都需要
戴，也并非人人适宜。

杨军建议，中小学生最好不
要戴，因为中小学生正处于发育
期，眼球视轴尚未定型，过早配戴
美瞳容易产生生理代谢障碍等副
作用。

过敏体质、孕妇、经期女性，
患有感冒、鼻窦炎、关节炎、糖尿
病和一些眼部疾病的人群，长期
暴露于粉尘、风沙及挥发性酸碱
物质工作环境者，都不宜配戴美
瞳或其它隐形眼镜。眼角膜曲率
严重偏离平均数值（约为 7.8 毫
米）的也不宜配戴隐形眼镜。

此外，因美瞳镜片边缘部分
有颜色，对视野会有所影响，在运
动或开车时不建议配戴，以免发
生危险。

目前美瞳市场伪劣产品并不
少见，这要求爱美人士们在配戴
美瞳时不能马虎，除了认准产品
的合格性之外，还要注意几大事
项：

首先，配镜要严谨。镜片的
验配属于专业的医疗范畴，须交
由专业的眼科医生来实施。

其次，配戴要正确。配戴前
应详细了解镜片的正确配戴方法
及注意事项。即使是大品牌的产
品，也不应该长期配戴，特别是晚
上入睡前应将镜片取下。

第三，存放要合理。取下的
镜片，必须严格清洁、冲洗，妥善
浸泡在护理液中，置于干燥通风
处保存。定期对镜片消毒，最好
每周更换一次护理液。尤其是长
时间不使用时，更要做好清洁、消
毒工作。

第四，讲究卫生。经常配戴
美瞳者，应勤剪指甲，避免指甲
将镜片划伤或戳破。配戴前要
洗手、晾干，在平整清洁的桌面
上方配戴，以免镜片掉落地面。
如配戴不成功，镜片不慎掉落桌
面或地面，应重新冲洗镜片后再
戴。

此外，在配戴美瞳期间，如果
出现眼红、疼痛、分泌物增多甚至
视物模糊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对于很多年轻消费者来说，
美瞳已不仅是“彩色隐形眼
镜”，更趋向成为一种美妆快消
品。

在一些网购平台上，有的美
瞳价格上百块，有的价格甚至低
至9.9元。9.9 元的美瞳和高价
美瞳有何差异？能否安心使
用？海南日报记者在某电商平
台购买一副拼单10万+的9.9元
年抛美瞳，拿到手后发现了不少
问题。

该款美瞳产品外包装没有品
牌和产品信息。打开外包装，也
没有产品说明书，仅有两个装着
美瞳的玻璃瓶，瓶身附有简单的
产品信息介绍。这样的美瞳产
品，对于美瞳新手，没有任何操作
指引可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美瞳作为第
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根据《医疗器
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凡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使用
的医疗器械，应当按照本规定要
求附有说明书和标签。医疗器械
说明书和标签的内容应当科学、
真实、完整、准确，并与产品特性
相一致。

对于美瞳产品来说，材质、基
弧（BC）、直径（DIA）、近视、散光
度数、含水量、透氧性等都是重要
的参数。

很多消费者缺乏对美瞳产
品的了解，多而乱的美瞳品牌
造成信息不对称，导致不少消
费者只能凭借花色、品牌来选
购美瞳。“我买美瞳都是网上买
的，有些品牌花色多，价格贵点
感觉品质上也不差。”配戴美瞳
长达5年的顾小姐至今选购美
瞳的时候都主要看花色，甚至
不知道美瞳的含水量、透氧性
等参数。

美瞳由于色彩多样，可以让眼睛
看起来更大、更美，因而广受年轻人追
捧，随着配戴者越来越多，由此引起的
眼部疾病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杨军经
常接诊到遭遇“美瞳”伤害的年轻患者。

17岁女孩小雅（化名）网购了一款
美瞳产品，可没想到仅配戴20多天，就
感觉眼睛像被刺了一样疼痛，结果发现
是美瞳断裂，导致眼睛被轻微划伤。

门诊遇到更多的情况，还是因为
经常配戴美瞳，又清洁不到位导致的
眼部疾病。比如，配戴者常常会感到
双眼瘙痒、干涩，又或者充满血丝，都
是美瞳对眼睛造成的刺激和伤害，如
果不能仔细清洗美瞳并正确配戴，严
重者可能会导致眼睛不可逆的损伤，
甚至有失明风险。

“事实上，美瞳作为具有美容效果
的隐形眼镜，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是
不可以随意购买、配戴的。我们会发
现，正规的眼科医院几乎不会建议患
者配戴隐形眼镜，而往往是一些美妆
产品销售渠道，才会出售美瞳产品。”
杨军表示，很多人认为戴美瞳就如同
做美甲一样稀松平常，事实上，对于脆
弱的眼睛来说，美瞳所潜藏的风险是
巨大的。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其
带来的后果是不可逆的，甚至会导致
失明。

杨军介绍，美瞳其实是在隐形眼
镜片上加了色素，不同的色素产生不
同效果。有的美瞳产品采用“三明治
夹层技术”，把色素层嵌在两层透明镜
片之间，让眼球接触不到色素。优质的
美瞳彩片应能有效隔离色素。但市场
上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安全，有一些品牌
因技术缺陷或为节约成本，直接把色素
涂在镜片上，或材料质量不过关而含有
有害物质。如果配戴这样的镜片，眼角
膜就有可能被感染，有发生混浊、溃疡
等风险，受到的伤害往往不可逆。

此外，美瞳镜片作为隐形眼镜，还
涉及透氧性、舒适性等多项标准，技术
含量极高。“如果戴了一个不透气的口
罩会感觉呼吸困难，同理，隐形眼镜片
如果透气性差，眼角膜也会‘憋气’，长
此以往，会导致角膜水肿甚至上皮脱
落，引发炎症。”杨军说。

此外，各人的眼角膜曲率不一
样，这就要求美瞳镜片有较好的弹性
和柔软度。如果质量不达标，极易磨
损角膜，严重者引起角膜穿孔，导致
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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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糖友如何防便秘？
老年人牙龈退化，牙齿磨损明显，易脱

落，因此对咀嚼功能有明显影响，这就增加了
胃肠道消化食物的负担。老年人胃肠道蠕动
减慢，加上活动量减少，故容易出现嗳气、腹
胀、便秘等症状。糖尿病患者如果血糖控制
不佳，高血糖也会影响支配胃肠道的自主神
经，可引起胃肠功能紊乱，这时就会出现顽固
性便秘，或者有腹泻的情况，甚至腹泻和便秘
交替出现。

应对便秘第一招：增加膳食纤维摄入量
膳食纤维在大肠可以被细菌发酵利用，

对于肠道健康和糖尿病患者非常重要。我们
每天应该摄入25～30克的膳食纤维，建议选
择粗粮杂豆类、蔬菜和水果类食物。

应对便秘第二招：多饮水
中国居民膳食宝塔中给出每天应该饮用

1500～1700毫升水，而膳食纤维可以吸水膨
胀，增加粪便体积，因此摄入充足的水保持肠
内足够的水分，才利于粪便排出。

应对便秘第三招：B族维生素
有证据提示B族维生素可以促进消化液

分泌，因此选择富含B族维生素的食物可促
进肠道蠕动，有利于排便。

粗粮、酵母、豆类及其制品等便是富含B
族维生素的食物，其中粗粮和豆类还富含膳
食纤维，可谓是改善便秘的小能手。

应对便秘第四招：产气的食物
一些食物会产气，让人尴尬，但是这类食

物对于改善便秘具有不错的效果，对于经常
便秘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尝试，常见的产气食
物有豆类、洋葱、萝卜、黄瓜、蒜苗等。

（本文由海南省中医院内分泌科提供）

美瞳，成为当下不少
年轻人“扮靓”的必备物品。松

石绿，水晶彩，宝石蓝……戴上它，便
能拥有一双水汪汪且具有异国风情的眼
睛。很多年轻人本身并不近视，仅仅是出于
好看而选择戴美瞳，甚至有人拥有好几副美
瞳，五颜六色，原因竟只为搭配不同款式的衣
服。

海南省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杨军提醒，
美瞳作为一种有色彩的隐形眼镜，属于
第三类医疗器械，是不可以随意购买

和配戴的。配戴不当，美瞳也
很可能变“伤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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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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