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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连线

健康海南行动
海口将为中小学生开展脊柱侧弯免费筛查

脊柱侧弯，莫走 路
■ 本报记者 马珂

隐形矫治（无托槽隐形矫治技
术）是现代口腔医学、计算机辅助
三维诊断、个性化设计及数字化成
型技术的完美结合。它以每个患
者的牙颌为基础，根据临床医生的
矫治方案，制作出一系列个性化的
无托槽、透明、可摘矫治器，患者在
医生的指导下按顺序佩戴，进而完
成牙颌畸形矫治的一种正畸技术。

隐形矫治最适宜以下4种类
型的人群：

1.牙齿前突 此牙齿畸形表现
为上前牙突出向外翘，严重者嘴唇
不能自然闭拢。有些人是上颌骨
明显向前突出，而有些人则是下颌

骨发育短小，看上去是下巴颏缩在
上嘴唇后方，看侧面像“鸟型脸”。

2.牙齿反合 对于轻度的反牙
合，只有一两个上前牙位于下前牙
的里面，称为个别牙齿反牙合，这
种情况可使用隐形牙齿矫正达到

美牙的目的。
3.牙齿拥挤 表现为牙齿排列

不齐，里出外进，程度较轻的表现
为个别牙齿扭转或歪斜，通过隐形
牙齿矫正能把扭转或歪斜的牙齿
纠正过来。

4.牙列稀疏 表现为多数牙齿
个儿小，牙弓大。在不正常咬合状
态下前牙出现缝隙，而且这种缝隙
会越来越大，使四个门牙散开，使
用隐形牙齿矫正借助外力使牙齿
靠拢，缩小牙缝间隙。

无托槽隐形矫治技术根据
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通过计算
机辅助三维诊断、设计、制造等系
统生产出一系列个性化的透明矫
治器，患者通过按时佩戴、定期更
换来达到矫治目标。美观、舒适、
卫生、方便的口腔无托槽隐形矫
治技术，是世界口腔正畸技术发
展的方向。

隐形矫治适用于哪些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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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花生，降“三高”
■ 宁蔚夏

花生是我国产量丰富、食用广泛、价廉物美
的一种坚果，由于其营养丰富，又被称为长寿
果。近期，《营养素》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
每天两顿主餐前食用花生，可减轻体重、降低血
压和改善空腹血糖。

研究小组招募107名有2型糖尿病风险
的成人作为受试对象（平均年龄58岁，平均
体重指数33，平均腰围109厘米，其中女性占
65%），随机分为两组，干预组（57人）每天两
顿主餐前食用 35 克微盐干烤花生，对照组
（50人）采用传统低脂减肥饮食，即不吃任何
坚果或坚果酱，进行为期6个月的随机对照
试验。

结果表明，花生组体重减轻6.72公斤，对
照组体重减轻6.60公斤，与传统低脂减肥饮
食相比，花生毫不逊色。最显著的是，与对照
组相比，花生组收缩期血压降低幅度更大（下
降5.33mmHg），可降低10%主要心血管事件
风险。

研究人员认为，花生富含优质植物蛋白，
其中的精氨酸具有扩张血管的作用，还富含亚
油酸、亚麻酸、花生四烯酸等不饱和脂肪酸，以
及有助调节血压的镁，适当食用，对保护心血
管和预防糖尿病等会有很好效果。

矫正驼背
别指望“网红神器”
■ 本报记者 侯赛

近段时间，宣称可用于“矫正驼背”的网红
健身器材“十字棍”受到各年龄层人士追捧，号
称每天只要背着它站立十分钟，就能改善不良
体态，那么，这款器材真有那么神奇吗？

对此，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脊柱外科
副主任医师、博士陈焕雄表示，这类“网红神器”
不可轻信。

“十字棍”网上销量火爆

“形体老师推荐，每天10分钟，塑造优雅气
质”“使用前视觉身高165厘米，使用后视觉身
高170厘米”……在电商平台输入“十字棍”“形
体棍”等关键词，就会跳出数十个相似的十字形
交叉矫正器。该类商品售价多在十几元至三四
十元不等，有的产品月销量已超过10万件。

常坐办公室的周女士买了一个“十字棍”试
用，她坦言：“按照说明方法每天坚持10分钟，
还挺累的。用了一个月没发现体态有什么变
化，但也没感觉有什么害处，毕竟每天坐着的时
间比用形体棍的时间长多了。”

海南日报记者从买家评论中发现，“十字
棍”的购买群体以成年女性和未成年人为主，有
不少买家使用后抱怨用处不大，“交了智商税”

“家里晾衣杆也可以用”“还不如自己拉伸一下”。

起不到矫形效果 长期使用有危害

网红“十字棍”是否对驼背矫正真的有效？
陈焕雄表示，使用这种网红支具矫正驼背，意义
不大，也缺少循证证据。

陈焕雄称，其矫正原理主要是靠架子“固
定”从而“被动”拉伸脊柱和肌肉，在“治疗”过程
中会有“掰直”了的视觉效果。但其一，总不能
一直背着架子去矫正脊柱；其二，矫正驼背，更
需要主动锻炼增强肌肉的肌力。

陈焕雄指出，各年龄层都有可能出现驼背，
比如小孩的脊柱后凸畸形、老年人缺钙引起的骨
质疏松。年轻人因姿势不良引起的脊柱问题越
来越多，不仅是驼背，还有富贵包、脊柱侧弯，还有
一些是因为得了其他疾病，表现为“驼背”，这需要
请医生查清驼背原因后，再进行科学矫正。

“长期使用‘十字棍’，还可能产生危害。”陈
焕雄提醒，一个是“矫正神器”的腰围模块会导
致腹部及腰背部肌肉的萎缩，另外一个是肩带
长时间的拉紧有可能压迫到胸小肌下的臂丛神
经，导致手麻手痛。

陈焕雄提醒，要改善驼背问题，就要注意日
常生活要做到“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该练核心
肌群的练核心肌群，该补钙的补钙，该戴矫形支
具的，要请专业人士量身定做，有原发病的，要
积极治疗原发病。

科学锻炼也能矫正驼背

陈焕雄给大家介绍了两个非常简单，且能有
效矫正驼背的动作，可以尝试进行经常性练习：

1.飞燕展翅：双手相握，置于臀部，头颈部后
仰，挺腰背伸。双手向远端滑移并尽量背伸，感受
到双手与颈腰的后仰是对抗的，保持10～20秒。

2.抱椅背伸：端坐于办公椅，双脚放松分开
与肩同宽，双臂后伸环抱椅背，将臀部紧贴椅
背，将胸部缓慢向前挺，感受胸前扩张和后背收
缩紧张感，维持10～20秒。缓慢回到初始位，
稍停留后依次重复10～15次。

医卫情报

侧弯的度数在 25 度以
上45度以下这个区间，并且
是处于生长期的，是有生长
潜力的。这个阶段的孩子，
建议做侧弯矫正支具的治

疗。

侧弯度数相对较小，在
20度以下，通常这些孩子建
议做定期观察，定期做康复性
的训练。

侧弯度数大于45度，外
观畸形明显，并且身体可能会
有不平衡的表现，有的孩子还
会有加重的趋势，这种情况建
议手术治疗。

我国目前有2亿多儿童青少年

而其中超过500万中小学生

受到了脊柱侧弯疾病的困扰

并且以每年30万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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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因孩子爱玩手机而担忧孩子近视；你也可能因孩子缺乏锻炼而担忧孩子肥胖。当孩子出现含
胸驼背等体态问题，你除了责备孩子“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外，是否考虑过或许孩子的脊柱已经出现侧弯？

近期，海口将启动全市25万名中小学生免费脊柱侧弯筛查工作。
什么是脊柱侧弯？如何预防和治疗？海南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副院长江潮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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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让孩子尽可能站直，家长从后面
去看，观察孩子两侧的肩膀是不是等
高、脖子是不是有一个偏斜、两侧腰
线是不是对称的。肉眼分辨不出来
的话，可以用一根木棍来做参照。

亚当测试

还有一个简单的测验，就是做前
屈试验。

双脚与肩同宽，双手指脚尖，弯
腰90度，然后我们从前方或者后方
去观察，孩子背部两边高低是否等
高，哪边比较高，凸侧即为哪边。

如果孩子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
脊柱侧弯，一定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
检查。或者是孩子在学校体检过程
中发现有脊柱侧弯，家长一定要帮助
孩子及时矫正。

脊柱侧弯发病隐匿

肥胖和近视是青少年健康的“两大
杀手”。青少年脊柱侧弯成为了继肥胖
和近视之后，第三大影响青少年身心健
康的问题。

我国目前有2亿多儿童青少年，而
其中超过500万中小学生受到了脊柱侧
弯疾病的困扰，并且以每年30万左右的
速度递增。

江潮胤表示，脊柱侧弯病因较多，常
分为非结构性侧弯和结构性侧弯。

非结构性侧弯包括姿势不正、癔病
症、神经根刺激（如椎间盘突出或肿瘤刺
激）等引起的侧弯，还有双下肢不等长、
髋关节挛缩以及炎症引起的侧弯。这些
病因引起的脊柱侧弯，在患者得到治疗
后，病症即能消除。

结构性脊柱侧弯分为特发性脊柱侧
弯、先天性脊柱侧弯和其他类型的脊柱
侧弯。其中，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最
高，其确切病因尚不清楚。该病发病初
期较为隐匿，不少患者自己从镜子中看
不到明显的形体变化。

有的家长会认为孩子的不良体态是
因为“累”“懒”，并不是因为疾病。但如
果不能及时诊治干预，患者可能出现剃
刀背、高低肩、长短脚等形态异常。

“长期保持错误的阅读写字姿势和
运动量不足等原因，引发颈项肌、胸背部
及腰部肌肉的劳损，加速脊柱退变性疾
病的发生，导致脊柱侧弯发病率呈现上
升趋势。脊柱侧弯的发病比较隐匿，加
上很多家长对脊柱侧弯了解甚少，不少
患儿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和保守治疗
相比，手术治疗会要让孩子经历一次创
伤，而且对日后的脊柱功能也会造成一
定程度的影响。”江潮胤说。

脊柱侧弯危害多

轻度脊柱侧弯的孩子往往没有身体
不适且没有明显的外观异常，常被家长
忽视。如果对脊柱侧弯放任不管，会带
来哪些后果呢？

影响体形外貌 脊柱侧弯多发生在
青春发育期生长的高峰期，在早期很难
发现。

很多青少年可能会出现双肩不等高
等情况，但家属可能误以为是坐姿不当
引起，直到病情继续发展，发生了较为明
显的驼背、高低肩、剃刀背、骨盆倾斜、长
短腿等异常体态，影响骨骼发育，导致身
高矮小。

影响生活质量 脊柱侧弯发生时，脊
柱两侧受力不均，易引起患者肩背部、腰
部顽固性疼痛，严重者甚至出现神经受
损、神经受压、肢体感觉障碍、下肢麻木、
大小便异常等症状。

影响心肺发育 脊柱侧弯发生在胸
段的时候，会影响胸廓这个“小房子”的
发育，造成胸廓畸形、体积缩小，影响心
肺功能而出现活动耐力下降、心慌、气促
等症状，严重者会危及生命。

影响肠胃功能 脊柱侧弯使腹腔容
积减小，脊柱神经对内脏的调节功能紊
乱，进而引起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胃肠
系统反应。

造成运动障碍 因体态改变，脊柱活
动度改变，患者发病初期会出现无法跑
直线，步态异常，习惯性崴脚等症状，部
分负重关节的损害也比较严重。

影响心理健康 严重的脊柱侧弯会
使青少年缺乏自信，产生自卑感、沟通障
碍及社交恐惧问题，影响心理健康。

早期识别脊柱侧弯

江潮胤说，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孩子
脊柱是否侧弯也并非无迹可寻，可以用

“四横一竖”的方法来检查：“四横”即从
孩子后方看两个肩膀是否等高、两个肩
胛骨下角是否等高、腰窝是否对称，以及
骨盆两侧髂嵴高度是否一致；“一竖”是
指摸棘突的整个连线是否倾斜或偏离正
中线。

江潮胤介绍，2022年，海口市委、市
政府将“儿童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筛
查”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并划拨专项经
费，为全市25万名中小学生进行免费脊
柱侧弯筛查和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
复查确诊工作，着力搭建全市中小学生
脊柱侧弯综合防控网络体系。即将开展
的海口市中小学脊柱侧弯免费筛查，医
院有专业的设备来对脊柱侧弯进行科学
的筛查。筛查后有问题的孩子，会通知
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根
据检查结果判断治疗方式。

江潮胤坦言，脊椎侧弯可以通过早
发现早治疗来改善，但如果超过青春期，
便错过了孩子最好的矫正时间，侧弯带
来的影响可能会伴随孩子一生。

同时，江潮胤特别提醒，不正确
的坐姿，跷二郎腿，写作业的时候左
右趴着，都有可能会造成脊柱的异常
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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