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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口腔 乐享生活

大家知道，开始正规的牙齿正畸治
疗前，先要进行多项详细的检查，如颌
面部检查、颞下颌关节检查等，然后拍
摄正侧位面相及牙牙合照片和X线口
腔曲面体层片、头影测量定位片等，有
的还需进行口腔CT检查,之后再制取
牙牙合模型、然后对所得资料进行详细

的分析，如模型分析、X
线片分析、照相分析
等，再结合患者的个体
要求，设计出详细的矫
治方案。有很大一部分
患者还需拔除第一前
磨牙，拔牙后有的会有
几天不舒适。从决定治
疗到装上矫治器，要接
连几次往医院跑，暑期
时间安排方便，没有平
时担心耽误功课的困
扰，不会影响孩子正常
的生活和学习。其次，

因戴矫治器种类不同，初期可能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如说话不习惯、吃
饭不舒服、口水多、口腔溃疡以及羞于
见同学等，同时，初戴矫治器阶段复诊
频率较高（因为许多患者在戴上矫治后
不适应常常会掉托槽）因此，选择在暑
假做牙齿正畸更容易适应，且出现问题

可以有时间立即到医院就诊。另外经过
暑期一段时间的矫正过程，可以使孩子
原本参差不齐的牙齿变得较为整齐美
观，增强了孩子的自信心，使孩子更加
自信的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暑假矫正牙齿，在时间方面充裕，
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中适应矫正过程，好
处多多，所以说，暑假是给孩子矫正牙
齿的黄金时期。

暑假，矫正牙齿的黄金时间

常州市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成

立于 1985年。是全市最早专业开展牙

齿矫正的专科，也是目前常州市及周

边县市完成牙齿矫正病例数最多，采

用新技术最多、技术水平处于省市领

先地位的正规的错牙合畸形矫治（即

牙齿矫正）专科。该科经过近三十年的

发展和数万例病例的经验积累，已经

形成了覆盖各个年龄层次、由多种矫

正方法构成的完善的技术体系。目前

开展的自锁矫治技术、MBT技术、隐

形矫治技术、种植支抗等高新技术，处

于省市领先地位。科室设备精良，拥有

先进的芬兰普兰梅卡全数字牙片 X

线机、芬兰普兰梅卡数字化全景 X线

机、意大利 NewTom口腔颌面锥形束

专用 CT等专用设备。全科人员素质

高，科主任沈云娟主任医师为江苏省

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

苏省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常州市医

学会口腔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目前

科室已建成了一支由资深正畸专家、

专业正畸医师组成的高素质的专业队

伍，其中研究生比例超过 50%。

近日，在常州市行政服务中心施工图联合审查分中心，市卫
生监督所积极参与市重点工程沪蓉高速公路常州段养护排障基
地工程项目配套工程联合审图工作。根据送审的图纸，监督员抢
抓时间，在一个工作日内审核完图纸，对该项目食堂的布局、流
程、卫生设施提出整改意见。为切实做好市重点项目服务工作，
市卫生监督所开通审批服务“绿色通道”，压缩时限，进一步加快
项目审批速度,促进项目尽快落实。 卫监

常州市“放心餐饮示范工程”是市委、市政府确立的一项重
点工程，其目标为2013至2015年在全市范围内打造1000家
“放心餐饮”示范单位。

2013年我市已创建“放心餐饮”示范单位650家。为进一
步推动该项目顺利有序开展，确保在年底完成示范店的创建任
务，近日，常州市卫生监督所组织卫生监督员深入餐饮示范创
建申报单位，根据《常州市“放心餐饮”示范单位考核评价表》的
考核内容，从食品安全、诚信经营、文明服务、文化特色等方面
逐一进行细致的现场指导，解决业主单位在创建过程中碰到的
困难和疑惑，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下一步，市卫
生监督所将进一步加大“放心餐饮”示范创建工作力度，通过积
极扶持，培育、打造一批放心餐饮示范单位，进一步激发企业诚
信自律、规范管理的积极性，有力推动常州餐饮业食品安全管
理水平的整体提升，从而为广大消费者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餐
饮消费环境。 卫监

近年来，随着游泳场馆数量增多、规模扩大
及经营方式变化，游泳人数也相应出现了大幅
度的攀升。与此同时，因游泳引起的疾病也屡屡
见之于报端，究其原因多是由于泳池水未能有
效处理所造成。因此，为提升游泳池水监管及游
泳场馆水质处理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保证泳
池水的安全、卫生，市疾控中心监测所申请举办
了省级继续教育项目游泳池水处理技术学习
班。本次学习班在省内是首次举办的关于游泳
池水质处理的学习班，填补了省内的相关培训
的空白。

全省各级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及游泳场
馆水质处理相关专业人员近80人参加此次学
习班。为提升此次学习班的培训质量，学习班不
但邀请了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所丁震副所长进
行授课，还特别邀请了《游泳池水质标准》的主

要起草人中国建筑设计院赵昕高级工程师，泳
池水检测高级工程师英国百灵达技术总监范姝
兴进行授课。

在为期两天的学习过程中，授课老师就从
泳池的建造理论、设计规范、我国泳池水标准项
目的制定依据、水平衡原理等理论入手，详细解
释了在泳池水的消毒药剂选择，藻类控制、在线
监测等实际应用技术。授课老师还详细介绍了
在泳池水检测管理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为
疾控中心及卫监相关专业人员提供了较好的工
作依据。

通过此次学习培训，进一步加深了疾控中
心、卫生监督所相关专业人员对泳池水监督检
测的认识，提升了专业技术水平，加强了相关人
员的实践及履职能力，从而为泳池水安全卫生
及游泳人群的健康提供了保证。 王国强

为了全面提升常州市免疫规划工作者应对
预防接种风险沟通的能力，市疾控中心急消所
开展了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演练。新闻发布会共
3场，7个辖市（区）分成3组发言团队，分别围
绕医患纠纷、惠民新政和大范围人群接种疫苗
3项主题展开。每场发布会由主持人介绍背景、
主发言人致辞、现场记者问答等环节组成，并且

发布会结束后均有专人进行点评。各辖市、区免
疫规划分管科长、接种单位预防接种人员共计
100余人观看了发布会现场。

本次演练得到了与会成员的好评和欢迎，
有效地推动了常州市预防接种风险沟通工作的
开展，也为更好地应对预防接种突发事件工作
奠定了基础。 凌良健

过敏性疾病的冬病夏治疗法
———常州市中医医院耳鼻喉、眼专家谈鼻痒、眼痒症的穴位贴敷

你是不是一起床就会打喷嚏？你是
不是一到公园花草绿地就喷嚏连连，甚
至流涕？你是不是老感觉眼睛痒，不停
地用手揉眼睛？你是不是经常“眼泪汪
汪”，害怕强光？这些过敏性鼻炎、过敏
性结膜炎困扰着很多市民的生活和工
作，因为大多数过敏源无法彻底避免，
激素类药物又不能长期使用，只能靠增
强机体的免疫力，减少疾病的发作次
数。

众所周知，每年夏天，常州市中医
医院都会推出“冬病夏治”专病门诊，其
中穴位贴敷应用广泛，对哮喘、老慢支、
反复呼吸道感染等疾病都具有不错的
疗效，其实穴位贴敷除了治疗这些以
外，对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也有
较好的治疗作用。那么“冬病夏治”穴位
贴敷为何对这两类过敏性疾病有效果
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过敏性鼻炎
暑期治疗抓住时机

小王是一所重点中学的高二学生。
今年春天开始，老是流鼻涕，鼻塞，打喷
嚏。不仅上课时是这样，晚上睡觉也是
睡不好。白天上课时也是感到头晕晕
的，没办法集中精神，导致心情也郁郁
寡欢。幸好，家长发现的早，趁着暑假带
小王来市中医医院检查，耳鼻咽喉科主

任陈维在经过认真
仔细的检查后诊断
他为过敏性鼻炎，并
为他进行穴位贴敷。
贴到第三次，小王明
显感觉鼻子舒畅了，
不像以前那样总有
异物堵着的感觉。

耳鼻咽喉科主
任陈维：过敏性鼻炎
好发于春秋两季，为
何说它是冬病呢？因
为：1、患者为虚寒体
质，多怕冷，遇冷发
病，尤其是气候突变

时明显。2、临床为多清涕、鼻痒、喷嚏频
频，并有鼻黏膜水肿、苍白等寒症，该病
以寒、以虚为特点，它就像一年四季的
冬季，因此称之为“冬病”。

根据中医治疗原则：1、“寒者温
之”、“虚则补之”。因此要用热性药、温
补药进行治疗。2、因时制宜。鼻居面部
正中，属阳明之官，为阳中之阳，三伏天
是一年中阳性最甚的季节，同气相求，
此时人体腠理疏松，经络开放，血流畅
通,而脊柱为督脉运行之经，统辖全身
阳脉，阳气皆归于此，这时在该处相关
穴位采用冬病夏治的敷贴治疗，可起秤
砣虽小拨千斤的作用，能显著提高人体
免疫能力，从根本上改善过敏性鼻炎的
症状，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急则治
其标，缓则治其本”。夏季不是该病的发
病季节，为缓解期。因此，此时治疗是一
种治本的方法，对于防止发病有着积极
的意义。

一位正在接受贴敷的陈女士告诉
笔者，她有严重的过敏性鼻炎，每次发
作十分地难受，去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来贴敷，没想到贴敷后发作的次数不但
明显减少，程度也降低了很多，让她很
是开心，治疗信心猛增，所以今年继续
坚持。

陈维主任认为，中医外治法在临床
应用中另辟蹊径，发挥着独特疗效，穴

位敷贴疗法就是其中的一种。根据中医
“春夏养阳”的理论，在三伏天进行穴位
敷贴，药物最易由皮肤通过经络气血直
达病处，对相应的脏腑起到扶正祛邪的
效果，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过敏性结膜炎
不容小视正确应对

做销售的小李因为工作原因，平时
都要化妆，近视的她还要戴上隐形眼
镜。最近业务比较忙，她总是要在外面
跑，不是大汗淋漓就是风吹雨淋，有时
候回家晚了累了倒头就睡，都忘了摘隐
形眼镜，慢慢地她感觉眼睛痒。这次，她
实在忍受不了了，眼睛又红有肿，奇痒
难忍，去市中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
患上了过敏性结膜炎。经过穴位贴敷了
五次，效果明显。

眼科主任彭仕君：首先，从解剖学
上来说，眼和鼻通过泪道相通，粘膜形
态非常相似，所以生了过敏性结膜炎
后主要表现为明显的、难忍的眼部搔
痒、眼睑水肿和肿胀、结膜充血和水
肿，一定量患者同时伴有鼻痒，流涕，
连续性喷嚏，儿童经常不自觉地揉鼻
子，揉眼睛等，或有白色黏性分泌物，
可呈拉丝状。

祖国医学称过敏性结膜炎为“时复
目痒”、“痒若虫行”，该病多发于儿童，
眼内奇痒为主要症状，反复发作可达数
年。此为脾虚湿困，外感风邪入侵，风湿
合邪，上窜于目，而致本病。儿童肺气
虚，易感外邪，故经常感冒，咳嗽，肺卫
不固，抵抗力差。尤其在寒冷的冬季，风
寒之邪侵其腠里间，更是咳嗽迁延不
愈。而通过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可以祛
除体内寒湿之气，益气固表，提高抵抗
力，从病因上达到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
目的。此法尤其对那些伴有全身过敏反
应、哮喘、反复咳嗽的患者效果更好。

据彭仕君主任介绍：从发病因素来
说，过敏性结膜炎又称变态反应性结膜
炎,是结膜对外界过敏原的一种超敏性
免疫反应。眼睛结膜经常暴露在外，易

与空气中的致敏原如花粉、尘埃、动物
皮毛等接触，机体对过敏原产生Ⅰ型和
Ⅳ型超敏反应。儿童、成人都易发，病程
长，易反复，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严
重者会影响儿童生长发育。

现有临床常规治疗过敏性性结膜
炎的方法主要还局限在各种滴眼液，常
用的有抗组胺药物，肥大细胞稳定剂，
非甾体类抗炎药，血管收缩剂，糖皮质
激素等。由于过敏性疾病多由于体制因
素引起，所以滴眼液只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症状，初期使用抗过敏眼液时效果
可能较明显，但由于不能从根本上杜绝
过敏机制的发生，所以症情容易反复，
远期效果不佳。而糖皮质激素眼部长期
不规范使用会导致眼压升高，激素性青
光眼，眼部抵抗力下降。我们曾经碰到
一例由于过敏性结膜炎长期使用激素
眼液导致青光眼的病例，该患者一只眼
最终竟然失明，引起不可逆的眼部损
伤，因此激素的副作用不容小视。而针
对过敏原的脱敏治疗，由于过敏原大多
难以确定，即便能够确定过敏原，往往
治疗效果不理想，故很少采用。

周姝

市卫生监督所服务沪蓉高速公路
常州段养护排障基地工程项目

现场指导餐饮企业做好
“放心餐饮”示范单位争创工作

常州举办省级继续教育项目游泳池水处理技术学习班

市疾控中心开展预防接种风险沟通
新闻发布会现场演练

尊敬的市中医医院领导：
我是贵院八病区的一名患者，之

前到处求医，只有贵院让我留下深刻
印象，热情周到的服务让我感觉放
松，也让我做出了在这手术的决定。
无论是门诊还是病房，杨国清医生都
非常耐心细致，态度和蔼，工作认真
负责。术前我非常紧张，杨医生不厌

其烦地引导我，消除我的心理障碍。
术中和其他医生紧密配合，分析定
位，手术效果不错。术后安慰鼓励我，
她对病人就像对家人一样，让我们感
到很温暖很感动。我们全家从内心深
处感激杨医生的悉心照顾，如今我恢
复得不错。

恽小姐

感谢信

二院领导并致乳腺外科全体医
护人员：
我家属贺荷英于5月26日经乳

房检查伴有明显肿块，并于5月29
日住进二院城中院区乳腺外科待行
手术切除。

由于其伴有慢性糖尿病近 20
年，且有高血压、特别是由于糖尿病
眼底病变双眼均于2007年失明，后
双眼虽已失明，但眼底仍然持续出
血，并致眼压明显升高，于2008年3
月及 2009年 4月分别在我市另外
两家施行左、右眼球摘除术。此次自

感发现乳房肿块后，通过选择、比较、
咨询、筛选，最终选定常州二院城中
院区。

自门诊到病区，首先接诊和安排
我家属的是乳腺外科主任朱玉兰，她
和蔼可亲的笑容，耐心细致的问诊，
周到缜密的告诫，严密的术前安排，
一丝不苟的高超手术，真正做到医
德、医术的完美结合，手术十分成功。
难能可贵的是，成功手术后，朱玉兰
主任并未到此结束，而根据本家属的
身体状况，亲自建议并安排转至内分
泌进行术后进一步治疗。

到内分泌科后，科主任及护士长
等相关医护人员非常关心我家属的
病情，悉心护理并于6月7日上午顺
利出院。

病员家属：朱荣荣

夏季，人们很容易变得脾气暴

躁，或是高温天气的影响，或因自身

烦恼过多，或是你本身就是易怒性格

……其原因和这脾气本身一样，也是

难以捉摸，那咱暂且别去纠结。但有

一点你得充满信心：就是这脾气再火

爆，再变幻莫测，也是可以改变和控

制的，关键是你用对了方法。

情境转移法
当愤怒出现时，人有五种处理怒

气的方法，一是把怒气压到心里，生
闷气；二是把怒气发到自己身上，进
行自我惩罚；三是无意识地报复发
泄；四是发脾气，用很强烈的形式发
泄怒气；五是转移注意力以此抵消怒
气。其中，转移是最积极的处理方法。
火气上来的时候，对那些看不惯的人
和事往往越看越气，越看越火，此时
不妨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迅速
离开使你发怒的场合，最好再能和谈
得来的朋友一起听听音乐、散散步，
你会渐渐地平静下来。

理智控制法
当你在动怒时，最好让理智先行

一步，你可以自我暗示，口中默念：别
生气，这不值得发火、发火是愚蠢的，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也可以自己在即
将发火的一刻时自己下命令：不要发
火！坚持一分钟！一分钟坚持住了，好
样的，再坚持三分钟！二分钟坚持住
了，我开始能控制自己了，不妨再坚
持一分钟。三分钟都坚持过去了，为
什么不再坚持下去呢？所以，要用你
的理智战胜情感。

评价推迟法
怒气来自对“刺激”的评价，也许

是别人的一个眼神，也许是别人的一
句讥讽，甚至可能是对别人的一个误
解。这事在当时你使“怒不可遏”，可
是如果过一个小时、一个星期甚至一
个月之后再评论，你或许认为当时对
之发怒“不值得。”

来源：39健康网

夏季巧用三法“灭”火

吃苹果预防口腔溃疡？
或因体内缺乏维生素
口腔溃疡老是发作怎么办？有网

友分享经验说每天吃苹果就能预防，
医学专家认为，吃苹果能预防口腔溃
疡是个例，有些人吃苹果能预防口腔
溃疡，有些人吃橙子、吃梨能预防口
腔溃疡，归根结底是因为这类患者缺
乏维生素或某种微量元素。

口腔溃疡的病因及致病机制仍
不明确，常见的口腔溃疡多半与饮食
习惯、生活作息、女性月经周期、口腔
卫生等因素有关，口腔溃疡反复发作
的患者，可能会比常人更加偏食，于
是身体缺乏某种维生素，对于此类患
者，可通过吃苹果、梨等水果起到预
防口腔溃疡发生的效果。

专家认为，与其每天吃苹果预
防，还不如每天喝一到两杯由多种水
果混合的鲜榨果汁更有效，或每天多
吃蔬菜水果等。

口腔溃疡是遗传？
专家认为与生活习惯有关
有网友指出，自己是口腔溃疡的

“惯犯”，妈妈、姨妈也经常患复发性
口腔溃疡，由此推断口腔溃疡是遗传
疾病。对此说法，专家认为，这类家族

性口腔溃疡，与遗传因素并没有很直
接的关系，很有可能是饮食习惯、生
活作息比较相似等原因所致。比如家
人都爱吃煎炸食物或辛辣油腻的食
物或都偏爱饮食某一类食物，或都喜
欢熬夜等等。

四方面做起
不再遭口腔溃疡的罪
专家指出，预防口腔溃疡可从以

下四方面入手：
第一、不挑食、不偏食，做到营养

均衡，避免吃辛辣煎炸食物。
第二、保证充足的睡眠休息时

间。平时要注意早睡早起，避免熬夜。
如果连续熬夜后发现口腔溃疡的苗
头，建议赶紧好好补睡一觉，有可能
把口腔溃疡的发生“苗头”压下去。
第三、注意口腔卫生。牙结石、牙

齿锋利也会引起口腔溃疡高发，平时
要注意口腔卫生。
第四、经期前后提高警惕。很多

女性朋友口腔溃疡多见于经期前后，
这是因身体激素水平决定的，对于此
类患者，建议在经期前后避免引发口
腔溃疡的高危因素，可以找中医中药
调理防止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

来源：网络

吃苹果预防口腔溃疡？
专家称不绝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