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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看到有人的牙齿

变色了，经常会以为是长了蛀牙。蛀牙（龋

齿）的直观表现就是在牙齿的表面或合面

窝沟处出现黑褐色或黑色。 而临床中，除

了龋齿外还有很多牙齿变色的情况，它们

都是因何而起呢？

牙齿表面呈现分布均匀的黄色或灰

色，或者出现明显的带状着色，且患者在 8

岁之前有过四环素类药物（四环素、金霉

素、土霉素、强力霉素、米诺环素等）服药

史，可能是四环素牙。

牙齿表面有白垩（è）色或褐色斑块，

有时会有实质性缺损， 患者在 7岁之前有

在高氟地区生活史时，可能是氟斑牙。

牙齿表面靠近牙颈部呈白垩色，有明

显的浅凹陷或细沟纹，患者有正畸治疗史

或者喜欢喝碳酸饮料等， 怀疑是早期龋

（人的牙齿牙釉质表面的钙磷脱落， 因而

使牙齿色泽改变）。

牙齿表面出现带状或者窝状的棕色

凹陷，牙齿变色常呈对称性分布，可能是

釉质发育不全。

牙齿靠近牙龈部位或者两颗牙的牙

缝之间出现黑色或者黑褐色小斑块，可能

是牙结石、色素沉着或者龋齿,需要专业

医生检查后给出诊断。 对于平时喜欢吸

烟、喝咖啡的人群，牙齿表面出现着色的

可能性比较大。

虽然可以对日常的牙齿变色进行甄

别，但仍要及时就诊，由医生给出专业的

诊断以及治疗方案。 综合

医生手记

老年人容易摔跤

原因有很多

日常生活中， 人们身边总能

见到不少老年人摔跤的情况。 到

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老人容易摔跤

呢？ 贵州省骨科医院关节科副主

任医师严贤科表示， 老人摔跤的

原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 外因主

要是一些容易诱发跌倒的外界因

素，如室内外地面不平或湿滑、鞋

不合脚、鞋带过长等等。

内因则包括自身生理或病理

变化导致老人身体机能下降。 通

常存在 4 种情况，如糖尿病、高血

压、脑血管病、帕金森等老年人常

见病可导致摔跤；白内障、青光眼

等眼科疾病引起的视力下降、视

野缩小，容易导致摔跤；衰老导致

骨骼肌肉系统退化， 肌肉力量和

关节灵活性下降，容易诱发摔跤；

此外， 老年人易患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 这种情况也会因平衡能力

下降，诱发摔跤。

采访中严贤科主任告诉记

者，就在不久前，一位家住贵阳的

秦阿姨，清晨外出期间，因右脚突

感无力，结果摔倒在楼梯间。事发

当时，秦阿姨是朝右侧倒地的，结

果导致右侧髋关节骨折， 最终不

得不接受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

跌倒难以避免时

应“丢卒保车”

诱发摔跤的原因有很多，要

想依靠老人面面俱到来防止摔

跤， 可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情。 如果一些摔跤实在无法避免

时，该如何将伤害降至最低？

严贤科主任表示， 摔跤所造

成的伤害严重与否， 主要与当事

人倒地时接触地面的部位有关。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头部，一旦头

部受到外界撞击， 很有可能诱发

颅内出血，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致

命的摔伤。

此外， 摔跤引起最多的就是

各种骨折伤。步入中老年后，人体

的骨质开始逐步流失， 多数老年

人都存在骨质疏松的情况。此时，

如果不慎摔倒就会诱发各种骨

折，如摔跤时臀部先着地，由于支

撑点落在臀部， 就可能导致尾椎

骨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等。如果

是直接侧身倒地， 支撑点在身体

髋部，就有可能导致髋关节骨折。

虽然这些骨折伤不会直接致命，

但除了要承受手术的痛苦外，还

需接受长期的康复治疗， 正常生

活会受到影响。 如果遭遇上述骨

折伤后不尽快接受科学治疗，长

期卧床还会诱发肺炎、褥疮、泌尿

系感染以及血栓等多种危及生命

的并发症。

如果在摔跤时能借助用手撑

地，往往损伤的是腕关节。对此严

贤科主任解释说， 摔跤时用手撑

地，损伤腕关节，顶多导致尺骨远

端或桡骨远端骨折。 大多数老年

桡骨远端关节外的简单骨折通过

手法复位、 石膏外固定就可以获

得较为满意的疗效。同时，这种手

臂骨折在护理上不需要卧床，康

复训练也容易做， 更不会发生致

命的并发症。因此，如果跌倒难以

避免地发生时，老年人应“丢卒

保车” ，用手撑地。

老年人摔跤后

如何自救

既然摔跤会给老年人造成不

同程度的损伤，那老年人在摔倒后

该如何自救呢？ 严贤科主任强调：

当老年人摔倒后，不要急于尝试站

起来，首先检查自己的四肢情况。

若手脚活动受限： 可尝试弯

曲手臂和膝关节， 如果一活动便

痛得非常厉害， 说明可能有骨折

情况发生， 此时为了避免加重伤

情， 建议老年人不要强行起身活

动。应求助身边可以求助的旁人，

尽快拨打急救电话， 等待专业医

护人员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若手脚情况并无大碍： 可以

先侧身，转向自己觉得方便、舒服

的方向，屈腿翻转身体呈俯卧位，

使膝盖和双肘着地， 借助其力量

将整个身体撑起来。 如果身边有

比较稳定的椅子等物体， 可以借

助这些外物辅助站起来。 这个动

作最大的好处是在起身的过程

中，不容易发生二次伤害。

若摔倒后体力不支： 这时应

该做到先屈腿， 尝试用双脚和肘

移动身体，慢慢移动到床边，拿起

床上的衣物垫在身下， 保持一个

比较舒适的体位等待救援。

邹丽 谢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老人跌倒不亚于心脏病发作

贵州省骨科医院：跌倒后，不要急于站起来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 。

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

显示，全球每年有 30 多万人

死于跌倒，其中 60 岁以上者

占比超过 50%。对此曾有专家

提出，摔跤是一件不亚于心脏

病的大事。 一次看似不严重

的摔跤，往往会引发一系列危

及健康的并发症。 老年人为

什么容易摔倒？ 摔跤时如何

将伤害降到最低？ 摔倒后该

如何科学自救？ 为此，记者采

访了贵州省骨科医院关节科

副主任医师严贤科。

核心提示

本报讯 日前， 贵州省扶贫

基金会风湿基金在贵阳启动，该

基金将惠及我省千名风湿、痛风

贫困患者。

据介绍，贵州省扶贫基金会

风湿基金的设立，旨在帮助痛风、

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

（RA）、骨性关节炎（OA）等风

湿、痛风类患者改善和提高医疗

卫生条件，对经济困难的痛风、风

湿病患者， 尤其是来自贫困地区

的患者提供系统的治疗和爱心援

助，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

活动当天颁发了基金相关

帮扶政策（经审核，符合条件的

适应症患者；门诊、住院治疗费用

援助 10%-30%，药品费用除外），

并发起了征集活动。 凡是贵州建

档立卡贫困户， 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适应症患者； 享受城市 /农村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适应症

患者； 享受低收入家庭保障待遇

的适应症患者； 政府规定的其他

特殊困难的适应症患者 （如烈

属）；残疾人适应症患者；贫困地

区下岗职工及城乡待业人员；未

参加社会工作， 没有独立经济能

力的贫困群体；60岁以上中老年

人群无收入来源农村户口适应症

患者，均可申请该基金。

据悉，贵阳中医风湿病医院

将组建医疗服务志愿队，开展公

益健康普查行动，并组织义诊队

伍， 走进千家万户进行筛查，传

播健康知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贵州省风湿扶贫基金启动

将面向全省征集千名贫困户患者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眼科冯庆

阳医师强调， 青光眼严重时可致

盲。 如果突然出现眼胀、头痛、视

力下降等，一定要及时就医，以排

除青光眼的可能。

根据不同的病因， 青光眼分

为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原发性闭

角型青光眼、继发性青光

眼、先天性青光眼。

冯庆阳医师指出， 急性发

作的闭角型青光眼具有眼胀、眼

痛、头痛、恶心、呕吐、流泪、畏光、

视力减退等青光眼的典型症状，而

开角型青光眼和慢性闭角型青光

眼往往早期没有自觉症状，随病情

进展才会出现视物模糊、 眼胀、头

痛的症状，晚期会出现夜盲、行动

不便等情况。继发性青光眼是由于

白内障晶状体膨胀、 长期使用激

素、 外伤等原因引起的青光眼，可

出现青光眼的典型症状。先天性青

光眼大多由于先天的眼球发育异

常， 在婴幼儿出生一年内发病，可

出现怕光、流泪、眼球增大等症状。

什么样的人容易出现青光

眼？冯庆阳医师介绍，研究发现各

年龄层都可能出现青光眼， 但主

要集中在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特别是脾气暴躁的人， 而家族中

有亲属患有青光眼的人群更需提

高警惕。 此外，患有高血压、高血

脂、 糖尿病的人患青光眼的概率

大于正常人。

如果突然出现眼胀、头痛、视

力下降等，一定要及时就诊，详细

检查，明确是否为青光眼，若确诊

是青光眼， 则应在医生的指导下

进行降眼压及保护视神经的治

疗，按时用药，及时复查。

据《广州日报》

突然眼胀头痛 当心青光眼

牙齿变色

原因何在

身体肥胖是打鼾严重甚至睡眠时呼

吸暂停的风险因素之一。 美国一项最新研

究显示， 舌头肥大也与这类睡眠问题相

关。

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研

究人员为 67 名患者呼吸道做核磁共振成

像，得出上述结论。 这些患者均患阻塞性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且身体肥

胖。他们在体重减轻 10％后接受核磁共振

成像。 结果显示，他们的舌头也成功“减

肥” ，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症状缓解

31％。

研究报告主要作者理查德·施瓦布

说：“实际上，舌头减肥越多，呼吸暂停症

状越能得到缓解。 ” 据新华社

睡眠呼吸暂停

与舌头肥大有关

有此一说

近日， 日本北海道大学研究发现，源

自魔芋的神经酰胺能减少 β- 淀粉样蛋

白（Aβ）累积，从而降低老痴风险。

Aβ 在脑内的过度累积被认为是阿尔

茨海默病的发病因素之一，它在发病前 15

年就开始积累。 而魔芋中的神经酰胺是一

种脂类成分，常用于美肤食品和饮料。 研

究人员发现，神经酰胺能让小鼠大脑皮层

和海马区域的 Aβ 浓度降低，淀粉样斑块

（老年斑样 Aβ 沉积）减少，同时，海马区

的突触功能障碍也得到抑制。 在行为实验

中，小鼠的短期记忆得到改善。

这项研究为老年朋友带来了希望，今

后科学家有望用魔芋开发出预防老痴的

功能性食品和新药。 据《生命时报》

魔芋有助

降低老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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