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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医药漫谈

新文化运动健将钱玄同在北京师范大学开音韵学的课，讲到
开口音和闭口音的区别，学生请他举例，他讲了个笑话。

说有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整齐的
牙齿，十分引人注目。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
时，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万不得已时才说话，而且全用

“闭口音”，如：“贵姓？”“姓伍。”“多大年纪？”“十五。”“家在哪
里？”“保定府。”“干什么工作？”“唱大鼓。”

这都是“闭口音”，可以不露齿。等到她牙齿修好了，再与人
交谈时，就都改为“开口音”了：“贵姓？”“姓李。”“多大年
纪？”“十七。”“家在哪里？”“城西。”“干什么工作？”“唱戏。”

学生记住了开口音、闭口音的区别，同时也看出牙齿不齐对于
人的交际活动发生的影响。把牙整理齐了，心态也会随之一新。

笔者的牙长得里出外进，小时候没少受小朋友的取笑。但那
会儿刚改革开放没几年，大部分人家忙着解决温饱问题，想的是
米缸满没满，哪里管得上牙齿齐不齐？

转眼20世纪都过了五分之一了，大家对生活的精致程度要求
越来越高了，很多对“先天条件”不太满意的人，有心也有条件
进行“自我改善”了。而对牙齿正畸的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

说到整牙的需求，一大块是来自家长。小孩子缺个牙也不影
响玩，但大人知道，长大后是会“影响观瞻”的。于是，一到寒
暑假，医院的正畸门诊、口腔诊所以及各种提供牙齿整型服务的
机构，往往门庭若市。正畸费用很高，还不走医保，但大家仍旧
趋之若鹜，为啥？

要说都是为了美容，也不尽然。事实上，牙齿整齐与否，与
健康息息相关，既包括生理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比如，微笑
是人类沟通的桥梁，但“一笑露出八颗牙”，往往难为了牙口不齐
的人。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不足显露不是？打击自信心是一方面，
业务工作有时也会因缺牙受影响。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小时候不慎跌掉两颗门牙，以后便
羞于言笑，缺乏信心。讲话虽发音明晰，可是一旦遇到发 f 音及唇
音，他就不得不以上唇盖住下齿，发出的是唇齿音，而非齿唇音。这
也影响了他在语言学上的学习和研究。

后来，镶上了两颗假牙之后，“我觉得我是一个勇敢的新人，
完全具有面对世界的信心。”赵元任在回忆录中如此说道。可见，
除了形象有了改善，心理也发生了积极变化，学习更来劲了，难
说他在音韵学上取得的成就跟这次整牙没有关系。所以，治牙治
牙，治的是牙，疗的其实更多是心，产生的效果也是多元的。

扁平疣好发于面颈、手背等暴露
部位，有碍美观，困扰着不少人。扁
平疣由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引起，是
可发生于任何年龄的病毒感染性疾
病。临床表现为大小不等的皮色或粉
红色的扁平丘疹，轻度隆起，表面光
滑，呈圆形、椭圆形或多角形，境界
清楚，可密集分布或由于局部搔抓而
呈线状排列，多见于面颈部和手背，
一般无明显的自觉症状，也有部分患
者自觉轻微瘙痒，病程慢性。扁平疣
有传染性，可通过直接接触感染，病
毒通过搔抓或搓澡后皮肤黏膜微小破
损进入细胞内并复制、增殖，导致上
皮细胞异常分化和增生，引起上皮良

性赘生物，还可通过污染的刷子、毛
巾和其他物品间接传播。若不及时治
疗会累及更多皮肤，或传染给家人朋
友，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中医认为，扁平疣属于扁瘊的范
畴。其原因是风热毒邪蕴于皮肤而发
病，病程长者，形成气滞血瘀。对于
扁平疣外治，中医有很好的方法：首
先是中药薰洗法。可解毒通络、活血
化瘀。方选白鲜皮30g，明矾30g，马
齿苋 30g，板蓝根 30g，红花 15g，加
水2000ml，煮沸15分钟后，先熏后洗
患部，每日 2次，每次 30分钟。洗后
皮损变白、变软，两周后皮损可见消
退而愈，且不易复发。这个疗法的原

理是通过中药外洗后疏通经络，改善
局部血液循环，使药物渗透吸收，抑
菌杀菌，有效清除扁平疣病毒。

其次还有火针去除扁平疣。操作
方法是常规消毒患处皮肤，根据皮损
大小选择合适火针，在酒精灯上烧至
发白后，快速垂直或斜刺皮损，针尖
直达皮损的基底部，不可过深，否则
容易留下疤痕。火针操作要求快、
准、稳、巧。火针治疗后 3 天内治疗
部位禁止接触水，以防止感染。治疗
部 位 可 以 加 用 艾 条 熏 一 熏 ， 每 次
10-20 分钟，让皮损更快结痂，更快
脱落。治疗部位成痂后，不要摩擦、
搔抓患处，否则容易留下色素沉着与

疤痕。1 周左右就会脱痂，恢复时间
个体差异大，辨证服用一些中药有助
于促进修复，减少复发。治疗视病情
可能需要 1-3 次，甚至更多次。火针
治疗扁平疣有非常强的优势，因为它
的可控性比较强，成本比较低，损伤
比较小，修复比较快。火针可以通过
肌肤和经络双重作用起效，通过高温
直接破坏疣体，使疣体快速大量脱
落，减少大量病毒复制，促进修复，
还可刺激经络固表祛瘀。因此，火针
是目前中医外治扁平疣最高效、最经
济的方法之一。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中医医院副
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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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养老社区成武汉新名片
近日，华中地区首个大规模、全功能、国际标准高品质医养社区——

泰康之家·楚园成为武汉亮丽的新名片。这里根据长辈不同身体情况，
实现一站式持续照护，提供“温馨的家、开放的大学、优雅的活力中心、高
品质的医疗保健中心、自主的精神家园”五位一体的生活方式。为长辈
们提供既能持续安心居住，又能优雅社交，还能在身心需要时及时接受
医疗救助、康复护理以及心灵照护的高品质养老服务。 张 坤摄

在一次为首都医科大学医学生讲课的课间，有些同学趴在桌上打
盹。我就向同学们抛出一个问题，上课时为什么会困？

首先，是老师讲课不好，讲课不吸引人，照本宣科，枯燥乏味；
其次，是先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睡眠不足；再次，这个原因更常
见，也常常被忽视，那就是跟你的早餐有直接关系。早餐中减少淀粉
和糖的摄入，增加蛋白和脂肪摄入可以减少餐后困倦。为了预防上课
困倦，可以喝点茶或咖啡。

35年前，我读大学时，学校食堂的早餐只有馒头、玉米面粥。每到上
午两节课后，我就困倦、饥饿难耐，经常上课睡觉。我开始还以为早餐吃
得不够多，就从2个馒头增加到3个馒头，但是，仍然上课困倦思睡。

成为内分泌大夫之后，我发现一些进行葡萄糖耐量试验的患者，
在喝了葡萄糖后等待采血时出现心慌、出汗症状，化验结果常有血糖
下降和胰岛素水平升高，实际上是反应性低血糖。

很多人午饭后容易犯困，普遍的解释是进餐后大量血液流向胃肠
道，大脑相对缺血，所以容易犯困。但我认为，进餐后，尤其是进食
碳水化合物后促进胰岛素分泌，胰岛素的大量释放和波动，促进葡萄
糖向细胞内转移，容易引起反应性血糖波动，最常见的反应就是困倦。

临床中常见到这样一种现象：很多人在上午 10 时左右出现心慌、
困倦和饥饿现象，需要进食才能好转。这也是反应性低血糖的表现。
这种情况还常见于一些有糖尿病家族史者。这可能是胰岛素分泌不恰
当的表现。很多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升高出现之前数月或数年前，常有
反应性低血糖表现。

反应性低血糖纠正起来很容易，只要限制淀粉摄入，增加蛋白和脂
肪的摄入就可以避免发作。简单做法是早餐吃些煎、炒或煮鸡蛋，或者
多进食奶酪、肉食，尽量减少米面等淀粉摄入即可。此外，在早餐前还可
试用一片阿卡波糖，往往能够预防发作。原理是脂肪和蛋白很少刺激胰
岛素分泌，阿卡波糖延缓淀粉摄入，使胰岛素和血糖波动减少，从而预防
反应性低血糖的发生。

对于常有餐后低血糖发生者，为了交通安全，不要餐后马上开
车，以免困倦，可以喝一杯咖啡或者浓茶。

（作者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随着人们对口腔健康和牙齿美观的重视，儿
童正畸的需求日益增长。

正畸是指矫正牙齿、解除牙齿和颌骨的畸形。
不少家长早早地发现了孩子的牙齿问题，倾向于

“从小抓起”。
那么，儿童正畸有什么误区？遇到孩子的牙

齿出现不整齐、不对称等问题该如何处理呢？本
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的胡
炜主任医师。

牙齿歪了找谁治？

应该到口腔医院的正畸科或口腔门诊的正畸
专业就诊

记者：想给孩子矫正牙齿，找口腔全科医生
就能治吗？

胡炜：首先要强调的是，有关孩子牙齿的矫
正问题不是找到口腔科就行，而要去找正畸专科
医生，而不是口腔全科医生。

口腔全科医生对牙颌畸形的发生机理不甚了
解，对儿童牙齿和颌骨的生长发育涉猎不多，自
然对牙颌畸形的最佳矫治时机、矫治方法不熟
悉，有可能延误孩子的矫治。在正畸门诊中，曾经
发生过这种状况：给孩子补牙的医生同时在矫正孩
子的牙齿，由于没有进行全面的诊断和治疗设计，
仅仅聚焦在牙齿不齐的矫治上，结果牙齿是初步
排齐了，但孩子颌骨发育异常问题愈发严重，再
找到正畸医生时已错过矫正颌骨发育异常的最佳
时期了，这可谓“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

儿童牙齿和颌骨的生长发育以及各种牙颌畸
形的矫治，是口腔正畸专科医生研究和关注的重
点内容。只有正畸医生才能综合评估孩子牙齿、
颌骨畸形的类型和程度，及其生长发育状况，做
出全面而正确的诊断，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早期矫
治。每个孩子牙齿、颌骨的畸形表现都是个性化
的，针对这些问题的早期矫治方法和矫治器应充
分体现个性化。

所以，当发现孩子牙齿长歪了或长不出来了，
应该到口腔医院的正畸科或口腔门诊的正畸专业
就诊。

矫治时机怎么定？

有些牙齿畸形可以等，有些不能等；不一定
要等到乳牙换完再矫正

记者：孩子乳牙还没换完时能否进行矫正？
胡炜：“乳牙还没有换完不能矫正”这个观念

在许多人心中根深蒂固，甚至还包括一些口腔科
医生。

事实上，有些牙齿畸形可以等，有些则不能
等，因为最佳矫治时机稍纵即逝。比如，下兜
齿、脸歪等影响颌骨生长发育的畸形需要尽早矫

治。考虑到孩子对于正畸治疗的配合能力，一般
女孩在4岁左右、男孩在5岁左右就可以开始对下
兜齿和脸歪的早期矫治，最晚不要超过 8 岁。再
比如，有些小学生会有一些口腔不良习惯，如嘬
手指或咬手指、吐舌头或用舌头舔新牙、咬下嘴
唇等，这些习惯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会影响颌骨
和牙齿的正常发育，导致牙颌畸形出现。儿童换
牙时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需要尽早矫治。不少父母
带孩子来看医生的原因就是乳牙掉了好长时间，
却看不到恒牙长出来。其实是因为孩子的恒牙在
生长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无法自行萌出 （阻生
牙）。这些情况都需要在发现后尽快看医生以明确
诊断，尽早进行矫治。还有些孩子患有过敏性鼻
炎、扁桃体和腺样体肿大，影响到鼻子的正常呼
吸，多需张嘴呼吸，长此以往也会产生较为明显
的颌骨和牙齿畸形。这类问题需要先到耳鼻喉科
诊治鼻炎、切除肿大的扁桃体和腺样体，使呼吸
道通畅，然后再找正畸医生矫正。

因此，乳牙替换完毕后很多孩子的牙颌畸形
已错过了最佳的矫治时机，儿童青少年是否需要
早期正畸治疗，在何时治疗，使用什么样的矫治
方法，需要正畸医生依据孩子牙颌畸形的类型和
程度以及生长发育情况进行综合研判后确定。

发现畸形赶紧治？

得视具体情况而定，家长不要过分着急
记者：那么，是不是给孩子牙齿进行矫正越

早越好？
胡炜：与“乳牙还没有换完不能矫正”的观

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父母对孩子的牙齿畸
形过于焦虑，总想尽早矫治。父母的心情可以理
解，但还得视具体情况而定。

像上面提到的下兜齿、脸歪、口腔不良习惯
（咬指、吐舌等）、扁桃体和腺样体肿大导致的张
口呼吸、阻生牙和多生牙等需要早发现、早治
疗。对于下巴颏过短 （下颌后缩畸形），应等到孩
子的生长发育高峰期来临时矫治，这样可以获得
事半功倍的效果。一般女孩的生长发育高峰在10
岁至12岁，男孩会比女孩晚两年，其生长发育高
峰多在12岁至14岁之间。

此外，在儿童牙齿替换时期出现一些暂时性
的牙齿畸形不必担心，如上颌大门牙 （中切牙）
间有牙缝，上颌小门牙 （侧切牙） 牙冠向两旁撇
出等。这是因为当中切牙萌出时，其牙根受到尚
未萌出的侧切牙的挤压，侧切牙的牙冠顶着中切
牙的牙根，造成中切牙向两侧倾斜，出现牙缝。
不过“兄弟”分家的时间不长，等侧切牙萌出之
后，对中切牙的牙冠也会造成挤压，届时两个门
牙会逐渐向中间靠拢，最终回归正确的位置。

儿童换牙期间最常见的就是前牙长得里出外

进、不整齐 （牙列拥挤）。这些主要是因为颌骨尚
未发育成熟，新长出的恒牙比脱落的乳牙大了不
少，原先乳牙的空间不能满足需要，于是牙列中
出现了“供需”矛盾，几个新长出的恒牙只好委
屈一下。随着上下颌骨的生长发育，牙弓会随之
增大。“家”变大了，原先挤在一起的恒牙也会自
动调整位置，拥挤程度会有所改善。乳恒牙替换
时期可以说是儿童要经历的一个“丑小鸭”阶
段，家长不要过分着急，不少牙列拥挤的情况在
颌骨发育好后也能自行变好。

所以，当发现孩子出现牙齿排列不齐时应请
正畸医生进行全面的检查和评估，进而确定在何
时进行矫治。有不少孩子的牙列拥挤可以等到乳
牙替换后再进行治疗，这既可以缩短矫治疗程，
又可以节省矫治费用，还能获得较好的疗效。

乳牙坏了不用管？

应及时治疗，尽可能保留而不要轻易拔掉
记者：有不少人认为反正乳牙今后要被恒牙

替换，坏了也不碍事，也不用治。是这样吗？
胡炜：这是错误观念。乳牙虽然在口腔中只

停留相对短暂的一段时间，却有重要的作用。
乳牙不好会直接影响儿童的进食和对食物的

咀嚼消化，进而不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乳牙的健
康对儿童颌骨的发育也非常重要。乳牙坏了（多数
是龋齿）不及时补牙，儿童就不愿用有坏牙的一侧
牙齿吃饭，日久天长养成偏侧咀嚼的不良习惯，会
导致颌骨发育畸形、脸歪（颜面不对称）。有些孩子
由于不当的喂养方式，导致上前牙坏了（多为乳牙
的奶瓶龋），没有及时治疗，结果在孩子年龄很小的
时候就没有上前牙了。这很可能导致日后下兜齿
的发生。乳牙坏了没有及时治疗，还会引起牙根发
炎，进而干扰紧挨其下的恒牙牙胚的发育。

乳牙是恒牙的萌出向导，缺乏引导的恒牙要
么长不出来，要么向错误的方向生长。乳牙的存
在可以为日后的恒牙提供栖身之处，如果它过早
坏了或脱落，相邻的牙齿就会占据这个空间，造
成后续替换的恒牙无处容身，导致牙齿要么长歪
要么长不出来 （阻生牙）。

所以，乳牙坏了应及时治疗，尽可能保留而
不要轻易拔掉。如果乳牙已经坏到必须要拔掉，
应请正畸医生检查，并制作相应的空隙保持器

（间隙保持器） 放置在拔掉的乳牙部位，以防相邻
牙齿移动，为今后在此地长出的恒牙保留空间。
间隙保持器有各种类型，由正畸专科医生根据儿
童牙齿颌骨的发育情况来选择使用。

要想儿童牙齿健康发育，家长首先要提高保
护孩子乳牙的意识，定期到口腔门诊检查牙齿，
其次是发现牙齿发育异常应及时找正畸医生进行
专业诊治，为孩子今后的一口好牙打下基础。

求解“餐后困”
胰岛有乾坤

宁志伟

养生杂谈

医说新语

医目了然

乳牙没换完不能矫正乳牙没换完不能矫正？？矫正得越早越好矫正得越早越好？？

让孩子牙齿让孩子牙齿““立正站好立正站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京英喻京英

牙齿健康是国民健康的重要标志。
全国第四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儿童患龋齿情况呈上升趋势；中年

人牙周状况较差；老年人口腔健康状况向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牙齿是消化道的起始端，其咀嚼功能关系到人体的营养摄入，维系着机体的

能量平衡。例如，口腔中的感染和炎症因子可引发或加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
慢性病，影响生活质量。因此，牙齿健康并非是小事。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不能
忽视牙健康。

我国居民牙病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改变，人
们对含糖食品及含糖饮料的摄入量提升，增加了龋齿的发生风险。另一方面，不
少人缺乏口腔健康知识，导致牙病伴终生。

中国人常说“老掉牙”。其实，人老，牙不一定老，“老掉牙”不一定是因为老，而
很可能是因为牙齿有病。要想不掉牙，就要从娃娃抓起，从口腔健康常识抓起。

本版即日起推出“健康直通车·护牙三部曲”，分别聚焦儿童、成年、老年三
个群体的牙齿健康问题，澄清护理误区，介绍保护常识，敬请关注。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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