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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缝不会越剔越大

“冰箱病”，你中招了吗？

王先生：医生您好，我今年55岁，有抽烟的习惯，以前饭后也需要剔牙，但近段时间塞牙情况越
来越严重，有些影响正常的吃饭，请问牙会越剔缝隙越大吗？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么？

家庭药箱

近报顾问委员会专家
孙玉刚

疾病预防>>

专家：出现塞牙大致分为
两种情况，一种是生理性的牙
龈萎缩，其次是牙齿的龋洞或
者牙周炎引起的牙齿松动等原
因均可引起塞牙。对于生理性
牙龈退缩的情况，如果塞牙影
响进食，就需要针对病情进行
对应的处理；对于龋洞、牙周炎
等则需要进行相应的对症治
疗，而如果情况严重，患牙无保
留价值则需要拔牙。

中老年人塞牙与日常的不
良习惯有关，特别是吸烟人士，
塞牙情况更明显，这是由于烟
雾中的尼古丁会使牙龈缺血，
导致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出
现牙根暴露，甚至牙周炎症、牙
齿松动等情况。另外，随着年龄
的增大，牙龈也会出现生理性
的退缩，牙齿之间间隙变大等。

我们常说的塞牙，一般分
为水平性食物嵌塞和垂直性食
物嵌塞。水平性食物嵌塞多是
由牙龈萎缩引起的；而垂直性
食物嵌塞大多是因为牙齿过度
磨耗，导致咬合关系不良，咀嚼
时作用到对应的(上)下颌牙齿，
从而产生牙缝，造成食物上下
方向进入牙间隙中。对此，临床
上首选的处理办法就是调合，
比如调磨过锐的牙尖，使不良

的咬合关系得到恢复，减轻食
物嵌塞。但对合牙齿由于长期
不良咬合造成的牙周创伤较难
恢复，形成的牙缝不易消除，塞
牙不能彻底解决。所以建议大
家如果出现塞牙，应尽早就医。
而由于龋洞、牙周病等导致的
塞牙，就需要通过及时的补牙、
牙周治疗等加以解决。

许多人对剔牙有个误区，
就是认为牙缝会越剔越大，这
种观点是错误的。塞入的食物
对牙齿和牙龈有压迫作用，造
成牙龈缺血、牙周膜损伤，如不
及时剔除，反而加重牙龈萎缩
和牙间隙，使牙间隙越来越大。

剔牙时，相比于牙签，牙线
是首选，因为牙线相对来说细，
对牙龈和牙齿的作用力小，而
大多数的竹牙签比较硬，对牙
龈、牙齿更容易造成损伤。但对
于塞牙较重的患者，因牙间隙
较大，牙签则更适合一些。

建议大家最好每半年到一
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在正规
的口腔医院进行牙齿洁治，即
洗牙不会对牙齿造成损害，正
常情况下可以每年洁牙一次，
像有吸烟、饮浓茶等嗜好及牙
齿拥挤不齐的人群以及患有牙
周病的患者，最好是半年洗一
次牙。 记者 刘一梦 整理

济南市口腔医院舜
耕院区主任，副主任医
师，山东省口腔医学会
全科专委会常委，济南
市口腔医学会理事，济
南市医学会美容专委会
委员。先后荣获济南市
优秀医师，济南市卫生
系统先进个人，济南市
卫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等荣誉称号。从事口腔
临床和教学工作二十五
年，具有扎实的专业知
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擅长口腔种植牙、口腔
正畸矫治及口腔齿槽外
科手术等。

门诊时间：周一、
三、四、日全天。

地址：济南市口腔
医院舜耕院区，舜耕路
73 号。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陈彦

天气逐渐变热，很多人喜
欢吃冰箱里的冷藏食物或喝冰
镇饮料。尤其是中老年人肠胃
功能较弱，过多地食用冷饮或
过冷食物易造成胃黏膜损伤，
还影响消化、吸收功能，甚至患
上“冰箱病”，济南市疾控中心
的工作人员提醒，四种“冰箱
病”需警惕。

1、冰箱头疼。刚从冰箱冷冻
室取出的食品，如果立即进食，
将明显刺激口腔黏膜，反射性
地引起头部血管痉挛，产生头
晕、头痛、恶心等一系列症状。

2、冰箱肺炎。冰箱如果平时
不经常清洗，冷冻机的排气口

和蒸发器处很容易繁殖真菌，
过敏性体质者或儿童吸入这种
带菌的空气后，很容易出现咳
嗽、胸痛、寒战、发热、胸闷、气
喘等症状，临床上称之为“冰箱
肺炎”。

3、冰箱胃炎。大量摄入冰箱
内的冷藏或冷冻食物，胃肠在
受到强烈的低温刺激后，诱发
的上腹阵发性绞痛和呕吐等症
状，称为“冰箱胃炎”。

4、冰箱肠炎。有一种细菌名
为耶尔森氏菌，它广泛存在于
猪、狗、猫、牛、马、羊、兔、鸽等
动物体内，如果食用储存于冰
箱中的上述食品时未充分加
热，就很容易引起“冰箱肠炎”，
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发生。

怎样预防“冰箱病”呢？济
南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介
绍，冰箱内生熟食物应分开放
置，存放蔬菜时，不要超过3天，
存放东西多的时候，要留一些
空隙保证冷空气流动，并且尽
量减少开冰箱次数，缩短开门
时间。对于家中有小宝宝的家
庭来说，不要把奶粉存到冰箱
中，因为奶粉在冰箱中长期保
存，极易受潮、结块、变质，从而
影响新鲜度。

此外，冰箱应定期清洗消
毒，春夏季每周1次，其他季节每
月至少1次，可用0 . 5%的漂白粉
擦洗，用久了的冰箱最好经常
测一下温度，保证冷藏室在4℃
左右，冷冻室在零下18℃左右。

摔伤了、磕破了
到底该抹什么药

擦伤了，磕破了，皮肤的损
伤很常见，各类外用药水适用
于不同的外伤症状，皮肤损伤
后使用家里准备的外用药水应
该“对症下药”，效果才最佳。

紫药水：皮肤、黏膜的化脓
性感染，白色念珠菌引起的口
腔炎及烫伤、烧伤等适用。需注
意，紫药水涂药后，不宜加封
包，大面积破损皮肤不宜使用，
也不宜长期使用。

红药水：适用于伤口比较
表浅的皮肤外伤。切记，红药水
不可与碘酊同时涂用，因为碘
伏中的碘和汞溴红中的汞会生
成有毒的碘化汞。同时，红药水
不可长期大面积使用，易导致
汞剂吸收中毒。

双氧水：适用于化脓性外
耳道炎和中耳炎，齿龈脓漏，扁
桃体炎及清洁伤口。但高浓度
的双氧水会对皮肤和黏膜产生
刺激性灼伤。

酒精：70%-78%的酒精适用
于手和皮肤的消毒以及物品表
面的消毒。但过高浓度的酒精，
对细菌蛋白脱水过于迅速，使
细菌表面蛋白质首先变性凝
固，形成一层坚固的包膜，反而
影响其杀菌能力。

碘酒：适用于手术部位、注
射和穿刺部位皮肤消毒，不适
用于黏膜和敏感皮肤消毒。碘
酒不宜直接涂在口腔、鼻腔和
阴道等黏膜处，会引起较剧烈
的疼痛。

碘伏：用于黏膜、烧烫伤及
擦伤伤口的消毒。碘酒杀菌作
用强而快，1分钟可杀灭各种细
菌、霉菌及细菌芽孢，相比而言
碘伏杀菌速度比较缓慢。

据《北京晨报》

这些感冒药
糖友别吃了

糖尿病人感冒了，一面要
顾及血糖，一面还要对付感
冒，在使用感冒药时，也应格
外注意。

感冒之所以会对糖友健
康造成危害，主要是由于高血
糖环境有利于病原微生物生
长、是增殖的温床，加之糖友
抵抗力下降，容易出现上呼吸
道感染等各种问题。

有的糖友认为中成药效
果好，作用温和，但选择时要
注意其是否为无糖的。一些中
成药含片、感冒冲剂等为了缓
解药物本身的苦感，会添加
糖。糖友可以选择这些药相应
的无糖产品，如病毒性感冒可
以选择无糖的板蓝根冲剂。一
些中成感冒药也添加了扑尔
敏等西药成分，糖友不能认为
中成药就没有副作用而滥用。

另外，标有“肾功能不全
者慎用”的感冒药，糖尿病人
要谨慎服用，尤其是伴有糖尿
病肾病的，以免加剧肾损伤；
有心血管疾病的糖尿病人，要
避免服用含收缩血管成分的
药物；一些有解热镇痛成分的
感冒药，吃了身体大量出汗，
体内水分减少，血糖值容易升
高，要多补水。 据《健康时报》

医学前沿>>

可预防艾滋病的新药诞生
4月26日，香港大学宣布研

制出一种新型抗体药物，能保
护细胞不被艾滋病病毒感染，
并能清除艾滋病病毒，现已在
小鼠身上成功进行实验。

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
系艾滋病研究所领导的研究团
队，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研制出
一种新型的抗体药物“串联双
价广谱中和抗体”(BiIA-SG)，可
有效抑制所有测试过的艾滋病
病毒株，并促进清除潜伏感染
细胞。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艾
滋病研究所所长陈志伟表示，
现行普遍用作治疗艾滋病的方
法如鸡尾酒疗法，虽然可抑制

病毒数量，但需终身服用，部分
病人或出现抗药性、心血管疾
病、过敏等副作用，一旦停药，
病毒或会复发；但BilA-SG作为
一种普遍适用的抗体药物，其
广谱性和有效性大大升高。

“BiIA-SG通过结合宿主细
胞表面的CD4蛋白，能有策略地
伏击艾滋病病毒，保护细胞不
被感染。”陈志伟介绍，基因导
入的BiIA-SG可以在小鼠体内
持续发挥功效，并且清除已被
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细胞。因此，
这项研究为BiIA-SG作为一种
新型抗体药物，用于艾滋病病
毒预防和免疫治疗提供了概念
验证。

现阶段的治疗目标是最大
限度和持久地降低病毒载量；
获得免疫功能重建和维持免疫
功能；提高生活质量；降低HIV
相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而研
发的最新药物“BiIA-SG”可以
有效抑制所有测试过的艾滋病
病毒株，并且能清除已被艾滋
病病毒感染的细胞。

相比目前治疗艾滋病病毒
的抗体药物，新药物效用有明
显改进。“目前，我们研究的新
型抗体BiIA-SG检测124种病毒
后，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广谱性，
的确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陈
志伟说。

综合

儿科门诊

孩子爱眨眼
不一定是在卖萌

眨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
护眼球表面，但如果孩子频繁眨
眼睛，可能是屈光不正、干眼、抽
动症等病症。

1、屈光不正。当孩子双眼近
视、远视等屈光不正影响视觉质
量时，为能看清楚而频繁眨眼。

2 、干眼。孩子经常盯着电
视、手机等，眼睛自然就容易发
干。如果持续时间长，就会开始
出现眨眼增多。

3 、抽动症。孩子在眨眼时，
如有使劲挤眼，或伴有面部肌肉
痉挛、抽动，应谨慎抽动症。

4、倒睫。婴幼儿由于面部肥
胖，下眼睫毛向内卷入，摩擦刺
激眼球引起频繁眨眼。

5、感染性疾病。多发生于感
冒发热后突然发生频繁的眨眼，
可伴有眼红、畏光等症状。 综合

宝宝流口水不止
可能是疾病征兆

流口水是婴儿时期较为常
见的现象。但如果在一定月龄口
水流的相对较多，则可能是疾病
征兆，家长一定要引起警惕。

如果宝宝流口水同时伴有
口腔溃疡，那有可能是患上了疱
疹性咽峡炎或者手足口等疾病；
若流口水的同时还伴有发烧、流
鼻涕等表现时，则有呼吸系统感
染的可能。一般宝宝流口水的现
象在 2 岁就会停止。如果 2 岁以
后，宝宝除流口水外，还伴有行
为异常，比如语言发育迟缓、昏
迷等，则可能患了神经系统方面
的疾病。 据 39 健康网

孙孙玉玉刚刚为为患患者者进进行行口口腔腔检检查查。。（（济济南南市市口口腔腔医医院院供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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