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提问 专家解答

苏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膀胱癌，即是指发生

在膀胱黏膜上的恶性肿

瘤，是全身十大常见肿瘤

之一，占我国泌尿生殖系

肿瘤发病率的第一位。 3

月 31 日 14 时至 15 时，

针对如何科学防治膀胱

癌的话题，贵州省肿瘤医

院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

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学科带头人贾本忠，

将值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与广大读者进

行交流。 贾本忠主任说，

在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导致膀胱癌的发病率也

在不断升高。

早期膀胱癌无明显

症状，最早出现的症状是

无痛性肉眼血尿，除此之

外并没有过于特殊的临

床表现，为此很多人往往

会将血尿误认为是泌尿

结石、 炎症或外伤引起，

忽视了对早期膀胱癌的

重视，最终错失最佳的治

疗时机。那引起膀胱癌的

高危因素有哪些？为何男

性比女性更易患膀胱癌？

经常憋尿会增加患膀胱

癌的风险吗？以及在日常

生活中，应该如何防治膀

胱癌？ 3月 31日 14时至

15 时， 读者可拨打热线

电话 0851-85811234 与

专家交流。读者还可关注

“贵阳晚 报 黔 生 活 ”

（gywbysh） 微信公众号

后，将欲咨询的问题进行

发送，本报将把问题转给

专家，并在贵阳晚报“健

康森林” 版面刊登专家

的相关解答内容。

几招判断是否患了龋病

既然龋病危害这么大， 那作为家

长应该如何尽早帮孩子发现是否有龋

病呢？ 对此戴泰鸣主任说家长可参照

以下几点判断。

第一是牙齿的颜色， 家长可以仔

细观察孩子的牙齿有无颜色异常改

变，主要注意前牙两牙之间的牙缝，牙

齿内外侧靠牙根部位， 后牙咬合面及

内外侧的窝沟处， 后牙邻接的边缘等

部位是否有颜色的改变。 如果这些地

方出现白垩斑或者墨浸状改变， 牙齿

可能就已经开始龋坏了。

第二是牙齿的形态， 一般发生龋

坏的牙齿的表面结构会遭到破坏，早

期龋坏会变得粗糙不光滑， 后期会形

成小洞，有的形成小碎块脱落，再往后

就是形成大洞， 造成大块牙齿的缺损

直至整个牙冠严重缺失。

第三是牙齿的质地， 被细菌和酸

侵蚀后的牙齿硬组织会脱钙、变软，患

龋的牙面探查是软的， 如果承受较大

咬合压力时牙齿的某些部位可能断

裂，形成较大的缺损。

第四是牙面的卫生情况， 易患龋

的牙齿， 牙面常常会粘附有食物残留

和黏糊糊的软垢等东西， 刷牙去除不

了的深度着色也要高度警惕。

此外，还要注意孩子牙齿的感觉，

如在遇到冷热刺激或吃酸甜食物时有

酸痛不适的感觉；吃东西容易塞牙，不

愿意吃有纤维成分的食物，如蔬菜，瘦

肉之类；不愿嚼硬东西，或偏一边嚼东

西， 嚼东西时有疼痛不适或用不上力

等。

如果发现有以上异常改变或症状

时， 孩子可能已经患上了龋病或存在

患龋的很大风险。 在此建议，家长应及

时带孩子去专业的口腔医生那里做进

一步检查并进行必要的治疗。

帮孩子做“画圈法”刷牙

戴泰鸣主任说， 对处于无牙期的

婴儿来说， 为了减少孩子后期出现龋

病和其他口腔疾病的可能， 家长也要

努力做好孩子的口腔卫生， 如要给宝

宝养成定时喂奶或按需喂奶的习惯，

喂奶时间不宜过长， 给宝宝喂奶或果

汁后，再喂少量温开水，以冲洗滞留在

口腔内的食物。

在每次喂奶后和每天晚上， 妈妈

可以用食指戴上指套或用棉签、 消毒

软纱布蘸温开水， 轻轻擦试宝宝的舌

头、牙龈及上腭等部位。 这种方式，可

以让宝宝适应物体伸进嘴里进行清洁

的动作， 为乳牙萌出后建立刷牙习惯

打下良好基础。

当孩子长出乳牙后， 家长可以开

始教儿童自己用最简单的 “画圏法”

刷牙。 其要领是将刷毛放置在龈沟处，

轻压使毛刷屈曲， 在牙面上缓慢旋转

牙刷，反复转动 5 次以上，移至另一组

牙重复以上动作， 注意每次刷牙放置

区域应相互有重叠，以免刷漏。 前牙舌

侧需要将牙刷竖放上下刷， 后牙咬合

面来回刷。 牙齿的各个面 （包括唇颊

侧，舌侧及咬合面）均应刷到。 刷牙时

间持续 3 分钟以上， 每天最少早晚各

刷牙一次，晚上刷牙后应避免进食。 需

要注意的是，对于初学刷牙的孩子，家

长还应每日帮孩子刷 1 次牙， 持续 1

至 2 年来保证刷牙效果。 如果是自理

能力弱的孩子，持续时间还应延长。

对已经换牙长出恒牙的孩子，可

鼓励他们采用更为精细的刷牙方法，

推荐使用改良巴斯刷牙法。 其要领是

将牙刷刷毛放在龈沟 （牙齿和牙龈相

接处）的位置，翻转一定角度使刷毛与

牙齿呈 45 度角，轻度加压使刷毛进入

龈沟， 以短距离来回颤动牙刷至少 10

次， 将牙刷移至下一组 2-3 颗牙重复

以上动作，注意重叠放置。 前牙舌侧需

要将牙刷竖放上下刷， 后牙咬合面来

回刷。 牙齿的各个面（包括唇颊侧、舌

侧及咬合面）均应刷到。

孩子的含氟牙膏要有选择

众所周知， 含氟牙膏具有防龋齿

的功效， 那是不是只要孩子使用含氟

牙膏，对龋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答

案是否定的，对此戴泰鸣主任解释说，

凡事都有两面性，氟化物也一样。 一般

情况下，儿童使用少量含氟牙膏刷牙，

不会引起氟牙症， 但经常过多使用含

氟牙膏的儿童就有患氟牙症的可能，

这主要是因为儿童自理能力差， 牙刷

不干净，牙膏容易残留在牙缝中。

为此，孩子在使用含氟牙膏前，需

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3 岁以下

的儿童不建议使用含氟牙膏。 其次，

4～6 岁的儿童应在家长或老师指导下

慎重使用，牙膏用量应少，约黄豆粒大

小或挤出牙膏约 5mm， 刷牙时防止吞

咽，刷牙后吐出牙膏沫并彻底漱口。 需

要注意的是，如在饮水氟含量过高（＞

2ppm）， 有地氟病流行地区，7 岁以下

儿童不推荐使用含氟牙膏。 此外还要

注意， 儿童使用含氟牙膏氟含量应低

于 1000ppm， 一些专家建议氟含量为

500ppm较好。

与此同时，牙刷是否合适，也会直

接影响到孩子的牙健康。 对此戴泰鸣

主任表示，对于幼小的儿童，手掌与口

腔较小，刷牙自理能力弱，该阶段家长

应帮孩子选择牙刷，刷头要比较小，如

此易于深入孩子的口腔， 适合在口腔

内转动和分区刷洗。 其次，儿童牙龈组

织细嫩，上皮角化程度低，为防止刷伤

牙龈组织，其刷毛应细软、富有弹性，

毛束的高度应低，便于对颊、颌、舌面

的刷洗。 最后牙刷

的握柄也应较粗

胖，让肌肉未发育完

全的幼儿易掌握，刷

柄和刷头呈直线，以

利于儿童用颤动法

和画圈法进行刷牙。

期间要注意，对

于用旧的牙刷必须定

期更换， 一般应 2 至

3 个月更换一把新牙

刷。 牙刷一旦出现弯

曲、 变形便要及时更

换，因为刷毛弯曲、变

形的牙刷的清洁效果

会明显降低， 同时还

容易对牙齿、 牙龈等

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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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应该多久进行一次口腔检查？

专家戴泰鸣：龋病与其他疾病

一样，都遵循“早发现、早治疗” 的

原则，为此能否尽早发现龋病就显

得尤为重要。

通常情况下，2 至 5 岁的儿

童，每隔 2至 3个月需检查一次口

腔；6至 12岁儿童每隔半年检查 1

次；12岁以上儿童至少每年检查 1

次。

对于有必要的患儿，可在医生

指导下，恰当使用含氟牙膏、含氟

漱口水、或到医院使用氟凝胶和氟

保护漆等预防和抗龋措施。

问： 对于还没有长牙的婴儿，

由于没有牙齿，家长还有必要帮其

处理口腔卫生吗，如果需要该注意

哪些方面？

专家戴泰鸣：出牙前良好的口

腔卫生维护，不但可以保证宝宝的

口腔健康，还可以帮助宝宝形成良

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以后预防龋

齿和其他口腔疾病的发生大有裨

益。为此对于处于该阶段的婴儿来

说，家长帮助其处理好口腔卫生是

很有必要的。

首先，要注意母亲乳头、奶具

及生活环境的清洁干净， 防止细

菌、病毒或真菌感染。

其次， 在试擦宝宝口腔时，动

作应轻柔，并避免使用任何不洁用

具擦试口腔。

期间，要注意识别宝宝牙龈上

的“马牙” 、颊脂垫等结构，切忌用

力擦试、挑破，防止创伤感染。

问：预防龋病，在饮食方面有

什么讲究呢？

专家戴泰鸣：为了促进儿童牙

颌器官、 组织及身体正常生长发

育，保持机体健康，儿童的营养素

供应应根据不同年龄的儿童生理

需要及吸收功能，合理摄入各种营

养素、能量及水。 合理膳食要做到

粗细粮结合、荤素搭配，多吃谷类，

保证鱼、肉、蛋、奶、豆类、蔬菜和水

果的摄入。

同时，要吃好早餐，保证一日

三餐的热量分配合理。 期间，要注

意膳食应软硬适度， 既要易于消

化，又要发挥咀嚼功能。

此外，还要建立良好的饮食习

惯，不挑食、不偏食、少吃零食、少

吃甜食， 吃甜食后应立即漱口，不

要在睡前刷牙后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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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 14 时至 15 时，贵

阳市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医学硕士戴泰鸣，值

守本报“专家坐诊”健康热线时表

示，虽然随着年龄增长乳牙会脱落

长出新牙，但如果对乳牙的龋坏放

任不管， 会让乳牙龋坏越来越多，

甚至还会对新生恒牙和全身健康

带来不可预估的损害。

戴泰鸣主任说， 龋病又称虫

牙、蛀牙，是细菌引起的破坏性疾

病， 按感染程度可划分为浅龋，中

龋和深龋 3 类。该病好发于乳牙和

恒牙，不仅会导致牙面颜色发黄直

至发黑，而且还会伤及牙神经。

根据 2018 年发布的全国口腔

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在过

去的 10 年间， 我国 5 岁儿童的乳

牙患龋率从 66.0%上升到 71.9%，

12 岁儿童恒牙患龋率从 28.9%上

升到 38.5%。 对此戴泰鸣主任表

示， 引起乳牙龋坏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主要是现在幼儿日常的饮食

中糖分含量高，且容易粘附在牙齿

上，此时如果孩子没有刷牙、漱口

等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一旦有致

龋细菌感染，乳牙很容易就会发生

龋坏，严重者甚至还会影响后续新

生的恒牙。

一些家长由于缺乏相应的健

康认知，常常认为乳牙坏了，换了

新牙就会好，殊不知这样不仅会让

乳牙龋坏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

而且还会对新生恒牙和全身健康

带来不可预估的损害。

戴泰鸣主任说，认为“乳牙总

是要换的，坏了不用治” 的看法是

错误的， 一旦发现乳牙出现龋病，

应该及时就医，以免延误病情。

贵阳市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专家值守本报“专家坐诊”———

乳牙会换 得了龋病不要紧？

错！

戴泰鸣 贵阳市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副主

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贵阳医学院，

后在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进修学习。 贵州省口腔

医学会口腔预防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贵州

省口腔医学会理事、贵阳市预防医学会副会长。 主

要从事口腔预防和儿童口腔相关工作。 擅长牙外

伤，儿童及青少年牙病，龋病防治等专业领域。

门诊时间：周一、周三上午（以网上实际预约

放号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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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无痛性肉眼血尿

当心系膀胱癌前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