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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怀这个和第一个时一
样，都很顺利，怎么就突然没胎心了
呢？”31岁的王女士，最近在市妇保院
无奈进行流产手术，伤心过度的她，始
终想不明白。

在该院再生育门诊，生殖科主任
医师、副主任吴虹桥对其进行了相关

检查和综合评估，原来，自2009年顺
产一个女孩后，王女士因不符合计划
生育政策，先后人流3次，再加上甲状
腺功能减退，直接影响了胚胎发育，导
致流产。不过，吴主任劝慰王女士，经
过进一步治疗，清宫术后3个月，等甲
功功能正常就能备孕。

吴主任介绍，很多计划生二孩的
家庭认为已经生过一个孩子，年龄又
没满35岁，再加上头一胎是顺产，生
二孩前不需要再做孕前准备和孕前
体检。她痛惜地表示，这样的想法大
错特错，因为生二宝跟生大宝时相
比，备孕夫妇年龄较大，不少人患有

内外科合并症（甲功异常、高血压、胆
囊炎、肾结石等）、剖宫产史、子宫肌
瘤等，她建议生二宝前必须到专业医
院进行全面健康体检、生育能力评
估、孕前风险评估，制定个体化的二
孩备孕方案。

（沈芸 妇幼宣）

借鉴西欧成熟的口腔健康管理模式，引入国际前沿的“家庭私人牙医”服务理
念，针对口腔特需人群的口腔保健需求而建立，提供全程预约式的高质量、高舒适
度、高私密性的专享牙科诊疗服务。

中心汇集全院一流医生，拥有全套德国KAVO顶级设备，为诊疗提供最尖端
的科技支持。全系列的数字、显微、全景影像设备不但为医生的诊断提供科学、快
捷、准确的依据，而且将人体的影响降到最低。

中心6个诊位全部为独立房间，坐拥宁静优雅、别具一格的花园景观，高档的
就诊环境和温馨私密的个人空间，让来者可以在轻松舒缓的环境中体验各类口腔
医疗服务。

今天是“全国爱牙日”，你知道吗，口腔健康已成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

市口腔医院提醒您：口腔健康事关全身
自 1989 年起，我国将每年

的 9 月 20 日定为全国爱牙日，
希望以此进行牙病预防知识
的普及教育，增强口腔健康观
念和自我口腔保健的意识，提
高全民族的口腔健康水平。
今年的主题是“口腔健康，全
身健康”。

常州市口腔医院多年来一
直专注护卫市民的口腔健康，
它创建于1986年，是集医疗、教
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口腔专
科医院，年门诊量25.1万人次，
承担着常州及周边地区口腔疾
病及疑难病例的诊治和口腔医
生的进修培训工作。它还是南
京医科大学等五所医学院校的
教学和实习基地，是市牙病防
治指导中心、市适龄儿童免费
窝沟封闭预防龋齿项目指导单
位。医院与市中医医院实行一
体化管理，充分发挥三甲优质
医疗资源优势，为口腔重大疾
病的急诊急救提供有效保障。

这所医院里，每天都上演
着无数与牙齿相关的故事。今
天，让我们跟随一颗颗“受罪”
的牙齿，来了解口腔健康与全
身健康的关系。

牙齿自白：我的主人总用嘴呼吸，把
我长期暴露在空气之中，那些粉尘、烟雾、
病菌和各种有害气体蜂拥而入，逼得我们
挤在一起，上排的兄弟姐妹们渐渐前突，
下排的则都向后缩去，甚至压迫到了呼吸
道，主人就开始上课精神不集中，有时甚
至还会头痛、头晕。几年下来，主人的脸
也变得鸟嘴一般。

专家释疑：正畸科主任秦燕军
儿童由于鼻炎、腺样体或扁桃体

肿大等疾病，迫使以口呼吸代替鼻呼
吸，时间久了导致面部发育畸形：上牙

拥挤或上颌前突，下颌后缩等，严重影
响面部美观及功能。除了治疗腺样体
肥大等问题外，建议在小学高年级开
始发育前及早进行 MRC 等功能矫治，
恢复健康。

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找他们：
口腔正畸中心——省内最早的口腔

正畸专业科室，开展的多种矫治技术，
如自锁托槽矫治技术、功能矫治结合固
定矫治技术、微种植支抗、隐形矫治技
术、牙周病的正畸治疗等，处于省内领
先水平。

牙齿自白：我已经陪伴主人走过
半个多世纪了，兄弟姐妹们接连离
去，只有我还坚持在岗位上。为此，
主人过去爱啃的排骨都不能吃了。
有时候勉强多吃了些，也嚼不碎，大
块的食物直接吞进了胃里，给消化系
统造成了负担，三天两头耍罢工。就
这样，主人日渐消瘦，食不知味，人也
变得没精神了。

专家释疑：修复科主任张仁国、
种植科主任解永富

牙齿缺失对人的正常进食影响

极大，咀嚼困难一方面会导致进食量
减少，引起营养不良；另一方面还会
加重消化系统负担，影响身体健康。
一些老年人因为缺牙或老式假牙不
得用，而变得极度消瘦，通常在种植
修复好牙齿后一个月，就能恢复原本
的状态。

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找他们：
口腔修复中心——口腔修复科

是我院最大的门诊科室之一。采用
的修复方法和修复材料均与世界先
进水平同步，多种全瓷修复、贵金属

烤瓷、改良型全口义齿、数字化修复
技术（CAD/CAM）、纯钛义齿、精密
附着体、磁性附着体等在我市处于领
先地位。

种植牙中心——拥有一支由外
籍专家、海归专业博士、资深种植专
家组成的专家团队和世界先进水平
的口腔种植系统。运用上颌窦底提
升、骨挤压、骨劈开、植骨及引导骨
组织再生等高端口腔种植核心技术
开展复杂口腔种植，省内先进，市内
领先。

牙齿自白：主人刚刚2岁，近几个月
来爱上了奶粉，每天都要含着一口入睡。
这可苦了我了，一大半时间泡在甜腻的液
体里，久而久之，我的表面上就附着了一
层酸性物质和牙菌斑，它们腐蚀掉我最外
层的牙釉质，形成了丑陋的黑洞。主人因
此常常疼哭，饭也不爱吃了。

专家释疑：市口腔医院口腔儿科主任
李琴

如今高糖分的零食越来越多，儿童
蛀牙也随之多发。有些家长认为乳牙总
是会掉的，蛀了也不要紧，但通常孩子要
6岁开始才会换恒牙，如果被蛀乳牙长
期得不到治疗，一方面可能会引起牙疼
和牙龈肿胀，影响孩子进食，从而影响生
长发育；另一方面黑黑的蛀牙会让孩子
觉得难堪，不敢笑，从而影响孩子的交
际。其实蛀牙越浅越好补，建议家长带
孩子半年检查一次口腔健康，发现蛀牙
及早诊治。

牙齿自白：我的主人有糖尿病史，我
因此经常出血，牙龈也常常红肿。慢慢
的，我开始变得松动，咬到略硬的食物就
会酸痛难忍。不仅如此，食物还会嵌塞在
我的间隙里，产生口腔异味。主人的血糖
因此难以控制。

专家释疑：市口腔医院口腔预防保健
科主任赵丽琴

牙周病是一种慢性疾病，早期症状
不太明显，有时仅表现为刷牙出血，病
人大多不以为然。牙周病和糖尿病关
系密切，牙周病会导致糖尿病患者的血
糖难以控制，并加剧病程。

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找他们：
口腔内科治疗中心——常州市重点

临床专科，分设牙体牙髓、口腔牙周、儿童
口腔、口腔粘膜、预防保健、口腔美容等6
个专业分组。几十年来的临床实践和科
学研究，为口腔牙周、牙体、口腔粘膜等各
类疑难病症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经验。

牙齿自白：我是一颗智齿，长期以来，我的主人不重视口腔卫生，我发
炎了，主人就买点消炎药洒我身上，等不疼了就把我忘了。可是我的炎症
并没有真的消除，主人也不将我拔除，于是10年来，我的尖端每天刺激舌
体组织，导致局部软组织增生明显，最终形成了一个肿块，恶化成了肿瘤。
为彻底切除肿瘤组织，主人不得不手术切除了半侧舌体组织，手术从下颌
中部皮肤切开，延至下颌，术后一条疤痕从下嘴唇一直延伸到下颌下部。

专家释疑：口腔颌面外科主任杭顺初、副主任符国新
成人智齿发炎并非一件小事，有的人痛了一阵发现不痛了，以为是好

了，其实可能是牙神经已经坏死了，感觉不到痛了。尽管不觉得痛了，但病
症还在，有可能会引发牙根炎症，甚至影响前面的好牙，所以还是建议及早
请专业医生诊治为好。据统计，颌面部感染的炎症80%来源于牙齿，保持
良好的口腔卫生环境至关重要。只有牙齿健康，才能全面健康，否则丧失
咀嚼功能，会引起或加重心脏病、胃病、糖尿病、心血管病、关节疾病及其并
发症，危害全身的健康。

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找他们：
颌面外科中心——是省内同行业技术力量较强的专科之一。开展口

腔颌面部肿瘤诊治，常规牙槽外科手术（各类困难牙微创拔除），口腔颌面
创伤整复，颞下颌关节紊乱症（耳前区疼痛、弹响和张闭口困难）等疾病的
治疗。

李青 沈芸 王颖/文 张海韵 陈暐/摄

牙齿不齐不仅影响你的脸面
呼吸不畅、精神不集中都可能与此有关

牙齿缺失不仅影响你的胃口
消化不良、营养不良都可能与此有关

蛀牙和牙周病尽管早期不明显
发育不良、糖尿病等都可能与此有关

成人智齿发炎非小事
口腔内肿瘤病发都可能与此有关

高级口腔专家诊疗中心：国际高端牙齿护理

诊疗项目：
★牙体病、牙髓病、
牙周病
★口腔外科（创伤
及牙槽外科）
★儿童口腔、牙齿
矫正等
★口腔修复（活动
义齿、烤瓷冠桥、精
密附着体）
★种植牙
★口腔美容

本报讯 10日，位于太湖中路的
常州市第四人民（肿瘤）医院三井分院
肿瘤内科病区试运行，开启了新北区
区域医疗联合体建设的新篇章。市四
院携手三井医院共建紧密合作型区域
内肿瘤专科特色病区，将以市四院肿
瘤内科病区为主体，充分发挥三级专
科医院肿瘤专科特色的优势，科学抗
癌，积极履行肿瘤防治义务，提升新北
区肿瘤防治能力，共建健康新北。

据了解，常州市第四人民（肿瘤）
医院自2015年6月起，与新北区14家
基层医疗单位签订协议成立区域化医

疗联合体，这次三井分院肿瘤内科病
区是新北区区域医疗联合体建设中，
首次以团队建设为主要形式、以专科
病区为载体的区域医疗联合体建设的
新模式。

三井分院肿瘤内科病区由市四
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江苏省抗癌协
会第一届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
委员会委员徐建忠带领的医护团队
组成，共23人。其中医师团队7人，
主任医师 2名，副主任医师 1名，主
治医师 2名，住院医师 2名；护理团
队16人，主管护师3人，护师5人，团

队用“卓越创新 仁医慈爱”的精神，
全心全意为病患提供三级专科医院

同质化的诊疗及服务。
（杜蘅 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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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出场专家：市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孙彩凤
读者提问：民间传言，“屁股大，好生养。”这种说法有科

学性吗?
专家解答：屁股大只是从外形上看得出的结论，既有可

能是因为骨盆大而形成，但也不排除脂肪多而造成的视觉误
区。因此屁股大好生养的说法并没有定论。

臀部大不代表好生养，有可能是脂肪多。事实上，好生养
与否，是要看骨盆内的宽度及斜度，骨盆的出口要比较宽，这些
从外观上都看不出来，屁股比较大或下半身比较大的人，有些
并不是骨盆大，反而只是因身体的脂肪比较多，因此更容易造

成高比例的妊娠高血压、难产、胎儿体重过重等原因。
骨盆出口大、形状宽而浅才能好生养。骨盆的出口大小

及形状对分娩的难、易影响很大，它与子宫收缩力及胎儿构
成了分娩的三要素。正常的骨盆，如宫缩及胎儿无异常情况
出现，那么胎儿就很容易分娩出来。但是明显狭窄的骨盆，
胎儿根本不能正常分娩出来。相对狭窄的骨盆，常常需要决
定于胎儿及宫缩情况。在解剖上，女性骨
盆如果是宽而浅的话，就利于胎儿通过。
但并非所有孕妈妈骨盆的形状均如此。

因此，孕妇能否顺利生产受到多种因
素的影响，包括子宫收缩能力、胎儿大小、
分娩姿势以及产妇的心理因素等，当然其
中还包括骨盆大小。对于孕妇而言，孕期
加强骨盆锻炼对于顺利分娩利大于弊。

专家解答的完整版请见今日的“悦动
悦健康”微信平台。

新北区区域医疗联合体建设开启新篇章——

市四院肿瘤内科病区落户三井医院

市第四人民（肿瘤）医院肿瘤内
科成立于1992 年，经过20 多年的发
展和积累，目前已成为治疗理念与国
际接轨，诊疗技术先进、学术水平较
高、学科管理科学、人才结构合理、在
我省具有重要学科及技术地位，是常
州及周边区域主要的肿瘤治疗专业
科室，常州市重点医学专科，有十六
个慈善援助项目评估点（包括中华慈

善总会，中国抗癌基金会）设在我科，
同时也是东南大学肿瘤研究所教研
基地和苏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硕博
士培养点。此次与三井医院组建三
井分院肿瘤内科病区并开设肿瘤门
诊，将以点带面提升三井分院的综合
诊治能力以及规范科学防治肿瘤能
力，更好地为三井乃至整个新北区居
民提供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

母体未做孕前体检，二胎宝宝不幸流产
妇幼专家提醒：需重视再生育前期准备

屁股大=好生养？

本报讯 “颅脑外伤病人立即送手
术室，通知输血科配血。”“腰部疼痛病人
CT报告出来了，腰4骨折。”“孩子能哭是
好事，等一会儿睡着了做个头颅CT……”
日前，市二院阳湖院区抢救大厅异常忙
碌。沿江高速无锡往南京方向靠滆湖段
发生车祸，一辆轿车追尾一辆面包车，轿
车内5人与面包车内3人均不同程度受
伤，8名车祸伤员被从沿江高速送来抢救。

市二院阳湖院区创伤中心接到急救
中心电话后，立即启动“重大交通事故应
急预案”，组织10名医生成立抢救小组，
并通知各相关科室做好相应准备。伤员
经绿色通道进入抢救大厅，创伤中心副
主任郁忠杰根据预检情况、伤情轻重程
度，指挥医护人员开展抢救工作。

3名轻伤员，包括1名10个月大的

女婴，经检查治疗后出院；5名重伤员
经妥善处理后分送至手术室、骨科、创
伤科等处。其中病情最重的一名脑外
伤昏迷伤员从入院到进入手术室仅用
了30分钟，手术后收住TICU病房。

8名伤员，约1个小时全部妥善处
理完毕。这场“极速”抢救的成功，依
托的是医院的综合实力和创伤中心全
新的运行模式。去年5月，市二院参照
西弗吉尼亚医学院整体急救模式，结
合自身特色，有效整合医疗资源，建立
了更适应本地环境的创伤中心，开创
了多发伤一体化救治的模式，实现了
院前急救与院内救治的无缝衔接，提
高了救治的成功率和效率，增强了对
突发性成批伤员的处理能力。

（李青 孙镇江）

沿江高速滆湖段，轿车追尾面包车

市二院妥善处理8名车祸伤员

中秋节前夕，我市中心血站向我市新市民
献血者送出300份月饼，记者在湖塘乐购献血
点看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外地市民在献完血后，
护士给他一份月饼，让他很是惊喜。中心血站
工作人员表示，近年来新市民群体对我市无偿
献血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值此中秋节来临之
际，血站联合八仙月食品公司，向他们免费赠送
具有常州地方特色的中秋月饼，与他们一起共
度中秋佳节。 （李青 周欢欢/文 陈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