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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动悦健康”是常州报业传媒集团推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以解读医疗卫生领域相关政策，传递当下最热点的医学信息和本
地卫生医疗新闻等内容为主。我们会定期邀请本市各大医院知
名专家，回答大家在微信上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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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嗓子难受，长期感
觉有东西，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
不下去，检查下来说是慢性咽炎，
这应该怎么防治呢？

出场专家：武进中医医院耳鼻
喉科主治医师胡彩枫

专家解读：慢性咽炎是指咽粘
膜、粘膜下组织及其淋巴组织的慢
性炎症。一年四季均可发病，尤其
以冬春季为多。这是一种病程较
长、症状顽固且较难治愈的疾病。
长期患有慢性咽炎会导致口臭、抵
抗力下降、感染邻近器官如耳、鼻
引起急性鼻炎、鼻窦炎、急性中耳
炎等有害影响。

临床上，慢性咽炎可表现为：
疼痛感、喉咙干、常咳嗽、异物感、
声音嘶哑、咽喉痒等。

针对慢性咽炎，通常采用的治
疗方案包括：1、病因治疗：戒烟戒
酒，改善工作和生活环境；含漱剂
漱口以利局部清洁消炎；积极治疗
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牙周炎、呼吸

道慢性炎症及其他全身疾病。2、
对症治疗：口服薄荷含片；雾化吸
入；抗组胺类药物等。3、中医治
疗：慢性咽炎是脏腑阴虚，虚火上
扰，治宜滋阴清热，可用增液汤加
减，也可使用中成药含片及中药饮
片等。

在平时生活中，应该注意进食
清淡富含营养的饮食并注意补充
维生素，多饮水，少食辛辣刺激油
煎等刺激性食物，戒烟酒；改善生
活和工作环境，保持室内空气清
新，避免接触有害气体；坚持局部
用药，注意休息；保持口腔清洁，遵
医嘱给予含漱剂漱口；积极治疗全
身 及 邻 近 组
织 的 慢 性 疾
病；坚持户外
活动，增强体
质，提高抵抗
力，防止急性
咽 炎 反 复 发
作。

慢性咽炎，自我防护很重要
孩子发热怎么办？专家来支招

见假牙有三种：活动假牙、烤瓷牙和种植牙，其中
种植牙是长期使用的；活动假牙和烤瓷牙则有使

用期限，活动假牙是 3~5 年，烤瓷牙是 5~8 年，这是指合
格产品，一些质量堪忧的“作坊式”产品就更短了。

调查显示，假牙使用者当中，大多数都出现过牙龈
出血/红肿、假牙松动/不适、咀嚼疼痛、口腔发炎等症
状，但只有极少数人会对假牙进行定期检查，劣质、超期
假牙比比皆是。

1、“定时炸弹”：口腔
环境异常复杂，活动假牙
会逐渐老化变形，贴合度

会越来越差，给人的感觉
是“越戴越松”“不硌人
了”，但这不是好事，吃东
西、睡觉误吞假牙的新闻
屡见不鲜，松动假牙成了
口腔中的“定时炸弹”。

2、损伤颌关节：活
动假牙的咬合面一般是
树脂的，耐磨性比真牙
差。经过几年的磨耗，假
牙会磨钝，假牙的高度会

降低，如果继续使用，不
仅咀嚼效率会大大降低，
而且容易导致颞下颌关
节的功能障碍。

3、牙槽骨萎缩：活
动假牙基托面积大，对牙
槽骨的压力小，“用进废
退”，由于缺乏咀嚼刺激，
牙槽骨会逐渐萎缩变矮，
与假牙的空隙会越来越
大，食物容易滞留。

4、基牙龋坏：基牙
是指固定活动假牙的真
牙，基牙上有卡环、支托，
对基牙的清洁有一定的
妨碍，因此基牙容易患
龋。

5、基牙松动：在卡
环设计不当或摘戴不当
时，基牙容易受到侧向
力。长此以往，基牙容易
松动，牙齿会越掉越多。

1、损伤牙龈：烤瓷牙
的牙冠边缘如果不够精
密，就会对牙龈造成不可
避免的损伤，包括牙龈红
肿、出血、萎缩等，这在廉
价烤瓷牙中很常见。

2、牙龈黑线：烤瓷
牙包含金属，虽然是惰性
金属，但仍会缓慢释放金

属离子，后者会将牙龈染
色，使牙龈发青、发黑，影
响口腔外观。全瓷牙就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3、基牙龋坏：基牙是
指烤瓷冠内部的真牙，如
果医生技术不合格，制作
的烤瓷冠和基牙密合度不
够，就会令细菌和食物残

渣进入基牙和烤瓷冠之间
的缝隙，导致基牙龋坏。

4、崩瓷：不合格的
烤瓷牙在咀嚼硬物时容
易“崩瓷”，“崩瓷”后的烤
瓷牙边角锐利，既容易割
伤口唇，也容易刮伤对磨
牙 ，因 此 不 能“ 将 就 着
用”，应尽快安排修复。

作为我市口腔医疗领军
品牌，北极星非常重视自身的
社会责任。为了唤醒大家对
假牙健康状况的重视，4 月
份，北极星开展了以“牙齿年
检”为主题的公益惠民活动，
措施包括：一、缺失牙免费诊
断，免费筛查牙病；二、免费检

查各种假牙的使用状况；三、
假牙升级种植牙，享受换新补
贴，其中美国种植牙补贴后只
要7900元/颗，非常超值。

有牙齿松动/缺失、假牙
不适的市民朋友，可以拨打
88066176 了 解 一 下 活 动 详
情。

4 月 7 日（本周日），江苏
省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
师、省种植专业委员会委员、
国际种植牙协会会员、口腔学
博士李明，来北极星口腔连锁

（钟楼机构）坐诊。
李博士从事口腔专业近

二十年，有着丰富的口腔种植
经验，尤其擅长全口无牙颌即
刻种植、上颌窦提升植骨术、
拔牙后的位点保存即刻种植
等手术。李博士诊疗名额有
限，缺牙市民可提前拨打电
话，预约省城专家亲诊。

在此之前，北极星还曾多
次邀请B-Star口腔研究院院
长金彩头、韩国延世大学齿科
博士金泰均和B-Star口腔研
究院副院长宋大石等韩国种植
牙大师以及上海九院种植牙博
士后邹多宏等国内种植牙名家

来龙城坐诊，服务常州市民。
长期以来，北极星与国内

外多家口腔医疗教学和科研
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不断引进种植牙高端人才和
前沿技术，令北极星的种牙技
术始终处于业界领先水平。

活动假牙必须定期复查超期须淘汰

劣质烤瓷牙是口腔健康“杀手”

北极星“牙齿年检”公益活动正在举行

本周日省口腔医院种植牙专家坐诊常州

北极星口腔大牌专家云集

春季气候变化反复无常，
昼夜温差大。由于气温变暖，
病毒、细菌相对活跃，而天气
忽冷忽热，对免疫功能较弱的
幼儿来说，很容易被病毒或细
菌感染而患病。其中，最常见
的症状就是发热。

什么是发热？

发热是指体温升高超出
一天中正常体温波动的上限，
中国、美国、日本及世界卫生
组织均以肛温≥38℃来界定。

体温有个体差异，如有约
10%的 2 岁以下孩子，日最高
温度＞38.2℃；而在同一个体，
也有体温差异，如孩子的体温
每日波动达1.0-1.3℃，即使在
发热时，依然会呈现凌晨 2-6
时最低，下午 5-7 时最高的日
节律现象。

儿童发热，多数情况下与
轻症、自限性病毒感染有关，
仅少数是可能有生命之虞的
重症感染。有数据显示，发热
有助于病毒感染后更快地康
复，当然期间会引发孩子的不
适感。当体温＞41.5℃时，中
枢神经系统开始敏感；但可能
得益于体温调节中枢及内源
性抗热物质的保护性机制，事
实上＞41℃的情形相当罕见。

度数越高，疾病越严重？

发热本身不是一种疾病，
只是机体对致热原的正常生
理反应。

一 般 认 为 ：腋 温 37.5～
38℃为低热，38.1～39℃为中
度 发 热 ，39.1～40.5℃ 为 高
热，>40.5℃为超高热；腋温低
于 35℃为体温过低（新生儿体
温过低需引起重视）。

我国 2016 年版《中国 0 至
5 岁儿童病因不明的急性发热
诊断处理循证指南》指出：＜3
月龄≥38℃和 3-6 月龄≥39℃
者，均提示可能存在严重的细菌
感染。因此，孩子疾病的轻重缓
急，医生不仅会根据热度高低，
还会综合其他因素进行判断。

退热是指体温恢复正常？

发热后的不良事件与潜
在疾病而非体温上升有关，退
热的潜在益处在于可以缓解
孩子的不适感、减少不显性失
水进而防止脱水（婴儿更要引
起注意）以及减少由于发热而
引起的消耗过多。

由于儿童对发热的耐受
程度存在个体差异，因此，专
家共识指出，3 月龄以上的孩
子体温>38.5℃和 (或)出现明

显不适时，建议采用退热药
物。不到3月龄的宝宝退热剂
治疗缺乏广泛证据，所以推荐
采用物理降温方法退热。

再次强调 ：处理孩子发
热的首要目标是改善孩子身
体的舒适度，而不应单一纠结
于让孩子体温正常。

发热到啥程度要来医院？

对家长而言，当感觉孩子
与平时的表现有些不一样的
时候，就该积极干预直至送医
院，比如孩子过度兴奋或精神
萎靡。因为，多数孩子能轻松
耐受低至中度发热，即使出现
不正常的表现也是轻微和不
易察觉的。

3 月龄以上的孩子，如果
出现精神如常或略兴奋、手脚
温热甚至有汗、耳朵屁股不
烫、皮肤无花纹或发灰、能吃
喝并有尿、爱玩耍、哭闹时能
被安抚等情况，可以居家密切
观察，若24小时后仍发热建议
送医。

不到 3 月龄的宝宝，只要
发热就要送医，如发热伴有认
知障碍/残疾、脑性瘫痪等神
经系统基础疾病，或体温偏低
时，更要及时送医院就诊。

庞高峰 王永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