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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 石胜男

面对春节期间少不了的美味
佳肴，不少市民免不了要大快朵颐
一番，再加上假期时作息不规律引
发的抵抗力下降，以及对口腔卫生
的不注意，很容易让牙齿受到较为
严重的伤害。因此，春节期间，也
是牙病的高发期。那么，春节期间
如何更好地保护牙齿呢？治疗牙
齿疾病又有那些误区呢？

春节期间“护好牙”

雅贝康口腔医院技术院长尹
晓伟介绍，人类口腔中的细菌达
几百种，其中有不利于健康的有
害菌，也有对人体有益的有益菌，
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条件致病
菌，即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导致人
体生病的细菌。平时，这些细菌
一直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
然而，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牙齿
就首当其冲，成为了最直接的“受
害者”。春节期间，不良生活习惯
带来的抵抗力下降，以及过度用
牙造成的牙齿损伤，都可能诱发
牙齿疾病。

尹晓伟表示，春节期间，大量
吸烟饮酒、通宵熬夜会使口腔唾

液分泌减少，牙周组织的抵抗力
下降，口腔细菌乘虚而入，可能导
致牙周炎急性发作。同时，食用
过冷、过热、酸、甜食品以及各类
坚果等坚硬食品，都容易对牙齿
造成损伤，甚至导致急性牙髓炎、
急性牙周炎等牙齿疾病。

尹晓伟提醒广大市民，春节
期间，广大市民要坚持科学的作
息、生活习惯，避免过度用牙，才
能有效保持牙齿的健康。

走出“治牙”的误区

尹晓伟发现，很多市民对牙齿
疾病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邵东县的曾女士小时候因蛀
牙做过药物充填（即俗称的“补
牙”），后来充填物脱落，牙齿继续
龋坏，曾女士自嘲整个牙齿只剩

“空壳”，不仅塞牙成了日常节目，
更容易诱发炎症，更严重的是，曾
女士对冷热酸甜极度敏感。前段
时间，深受牙患折磨的曾女士来
到雅贝康，希望医生帮助她拔掉
患牙。在经过仔细检查后，尹晓
伟发现曾女士的牙齿并没有达到
必须要拔掉的地步，于是为曾女
士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在经
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曾女士的

牙齿恢复了健康。
“作为医生，我们都会以保留

患者本人的牙齿为第一原则，只
有经过诊断无法治疗的牙齿才会
建议拔除！”尹晓伟表示，曾女士
这种“有问题就要拔掉牙齿”的认
识在雅贝康就诊的患者中十分普
遍，但实际上，大多数患者的牙齿
只要经过科学的治疗都会恢复健
康，比如因急性牙髓炎引起的牙
疼通过根管即可治疗恢复，因龋
齿引起的牙疼可经药物充填或根
管治疗治愈。

“除了‘拔牙一族’，还有些人
对待牙患则坚持‘抗争到底’，随
便用些药应付，等到痛得受不了
时才就医，这也是不可取的。”尹
晓伟表示，最容易引起牙疼的是
牙髓炎，根尖周炎以及冠周炎，这
些疾病通过简单的止疼药只能暂
时缓解疼痛，却不能解决根本问
题，甚至还会延误病情。

尹晓伟提醒，目前市面上有
一些声称可以治疗牙痛、牙周疾
病的药物，事实上专业口腔科医
生基本不开这些药。所以，市民
在出现牙齿疼痛时，首先应考虑
请专科医生诊治，找到问题所在，
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过春节，享受美食更要护好牙齿

贺旭艳

“过年了，这些饮食注意事项
家长一定要记牢！”每年春节的餐
桌上，各种美食云集，大吃大喝在
所难免。如果在平时，孩子的饮
食可能会有所节制，但是到了过
年，往往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突然的饮食改变，加上孩子的消
化系统发育不完善，脾胃还很娇
嫩，很可能会出现身体不舒服的
情况。为了让孩子们过一个开心
年、健康年，邵阳市小记者协会特
意邀请了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
市保健营养美食协会会长赵翮，
给各位家长们整理了关于儿童春
节饮食的注意事项。

“少喝或不喝饮料。”赵翮说，
小孩子都喜欢喝饮料，但营养专
家指出，最好让孩子多喝白开
水。因为含气类的饮料中，如可
乐、雪碧等都含有二氧化碳气体，
饮用过多会使孩子胃胀、胃痛，影
响胃肠道的消化能力；果汁饮料
虽有一定营养，但过多饮用也会
影响孩子的食欲。

“主食不能少。”节日里，有些
孩子菜吃得多，几乎不吃主食，这
种做法很不科学。副食中多是动
物性蛋白食物和蔬菜、水果，吃多
了容易损伤孩子的脾胃，影响食
物的消化吸收。因此，要为孩子
合理安排主、副食。各餐荤素搭
配，既要有充足的蛋白质，又要有
绿叶菜，最好配上一两样开胃菜。

“素菜唱主角。”节日餐桌上
一般以荤菜为主，而过多地吃荤
菜会增加孩子的肠胃及肾脏的负
担。赵翮建议，节日里应准备这
几类蔬菜：绿叶蔬菜中的青菜、菠
菜、芹菜、生菜等，都是去油腻的
最佳菜肴；块茎瓜果中的西红柿、
南瓜、黄瓜、红萝卜、土豆等，它们
除了富含维生素、纤维素、矿物质
外，还富含碳水化合物；此外，黄
豆、蚕豆、豆芽等，富含植物蛋白
和不饱和脂肪酸，对孩子的大脑
和体格的生长发育大有益处。

“饮食有规律。”春节期间，难
免会出现起早睡晚的情况，孩子的
生活规律受到影响。饮食不规律，
很容易出现暴饮暴食、肠胃不适、
情绪不佳等情况。为了避免这种
情况，家长们最好让孩子按时补充
食物，或者灵活调整作息时间。

“注意饮食安全。”节日里，孩
子吃各种豆状零食的机会也增多
了。儿科专家指出，有时大人一
时疏忽，孩子就可能出现危险，尤
其是在跑动、跳跃、嬉笑时，很容
易使豆状零食呛入气管里。因
此，尽量不要给孩子吃果冻、果
仁、花生、糖豆等豆状零食，以防
滑入气管中；进食时应保持安静，
避免逗引正在进食的孩子。

赵翮还特别提到春节期间，
有五类食物尽量不要给孩子吃。

一是糖果。糖在营养学上被
称为“空能量”食物，如果多吃会
影响正常的食欲，导致蛋白质及

其他营养物质摄入不足，从而出
现营养不良，影响儿童的生长发
育。糖吃多了，还会消耗体内的
钙和硫胺素，导致抵抗力下降；导
致小儿肥胖症，增加长大后心脑
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等。

二是巧克力。巧克力本身是
一种高能量食品，主要含有糖和
脂肪，贪食巧克力会损伤小儿食
欲，常发生厌食症。巧克力中蛋
白质、无机盐和维生素含量低，贪
食巧克力会影响少儿大脑的生长
发育，妨碍神经胶质的增殖，使智
力落后。

三是坚果。坚果类本身是有
营养的零食，问题在于吃的时候不
注意，对小孩来说容易发生危险。
所以太小的宝宝不建议吃，大点的
也要大人专心喂着吃。即便是 5
岁以上的宝宝，在吃这类东西时最
好能坐在大人视线范围内吃，不要
边吃边打闹。很多过敏体质的孩
子吃的时候也应当注意，因为有些
小孩子对某种坚果过敏。

四是汤圆。汤圆的外皮一般
都以糯米粉为食材。糯米含较多
淀粉，粘性高，不易消化。小孩子
在食用汤圆时应特别留意，以免
造成消化不良或吞咽阻碍，1岁以
下的宝宝很可能将元宵粘在食道
而阻塞呼吸道。晚上不要吃，尽
量放在早上或者中午吃，吃完后
记得喝点煮了汤圆的汤，因为“原
汤化原食”。

五是油炸类食物。油炸类食
物破坏了食物本身的营养，而且
吃多了还不容易消化，上火，引起
积食。积食生百病，小孩子消化
不良了很多毛病跟着就来了，所
以要少吃此类食物。

儿童春节饮食须留心

本报讯 血液质量是血站工作之
本。2月9日，记者从市中心血站获悉：
过去的一年，市中心血站始终坚持“质
量第一”的指导思想，狠抓“管理、基建、
检测”三大关口，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
系，严格采供血全过程、全环节质量控
制和监督，全年无一例因血液质量问题
引起的事故和纠纷。

近年来，市中心血站不断完善全员
参与、自上而下的质量管理网络，根据
各科室、各岗位工作特点，制订了严格
详细的《质量管理考核方案》和《标准化
管理考核办法》，站质量管理委员会成
员每月到各科室现场进行质量督查，对
发现的问题依规严肃处理，同时要求及
时整改到位，并在每月一次的质量分析
会上分析讨论。该站还把去年12月定
为“质量管理月”，组织了质量标语征
集、质量建言、质量培训、内审评比、知
识抢答赛等一系列活动，站领导和有关
科组负责人分别授课培训，全站员工踊
跃参与，进一步深化了职工的质量管理
意识，充分调动了全站职工参与质量管
理的积极性。同时坚持分组培训模式，
科室自主培训和全站集中培训相结合，
确保全年职工培训 75 学时以上，有效

提高了全站职工的业务能力和水平。
一年来，市中心血站大力推进基础

建设步伐，建成了环境舒适的成分献血
室，增添了两套进口的机采设备仪器，填
补了我市作为全省人口第一大市而无机
采血小板供应的空白；购置了全自动血
液分析仪、凝血分析仪、全自动酶免仪等
血液质量监测设备；在市区城南公园、洞
口县城分别建成了外观漂亮、布局合理
的“爱心献血屋”，极大方便了献血者，为
确保血液质量安全提供了硬件支持。

实验室建设是血液质量安全的核
心。一年来，市中心血站严格按照《血
站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明确实
验室岗位职责，强化对仪器设备的维护
校准保养，对采集的血液进行规定项目
的全项初、复检，做到检测结果审核签
发率 100%，血型鉴定准确率 100%，血
液标本核酸检测覆盖率、及时率100%，
参加国家、省级室间质评活动合格率
100%。2017年，该站共初筛标本34427
人次（含机采人次），初复检 32505 人
次，其中合格人数 31454 人，报废率为
3.23%；共检测核酸标本31925人次，检
出84例乙肝，检测报废率为2.63‰，无
一例漏检、错检项。 （记者 李超）

市中心血站：

狠抓“三关”保障血液安全

贺旭艳

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有谁愿意
为一位年老体弱的病人义务上门服
务？辛苦不说，万一有事，责任风险如
何担当？但是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内分泌代谢科的护士岳海梅做到了。
说起她的这桩“傻事”，护士长李晖站在
管理的角度没法去鼓励，但心底里却又
不得不赞叹和佩服她对病人的这份心。

今年 36 岁的岳海梅去年获评“全
国优质护理服务表现突出个人”，前不
久又毫无悬念地当选医院优秀护士。
按护士长的话说，“除非她主动让给别
人，否则只要评优秀护士，大家都会投
她的票。”一名优秀的护士该具备哪些
素质？岳海梅给出的答案是：责任心、
同情心和爱心。

“对护士这份职业有着虔诚的态
度”，这是刚参加工作时大家给岳海梅的
评价。10多年来，她事无巨细体现出高
度的责任感。每次交接班，她从不流于
形式。病人的情况全部察看并问清楚，
上一班的交待全部记录在案，能在自己
这一班解决的问题绝不拖到下一班，下
一班该注意的问题也是一一交待清楚。
她说，如果因医护人员的疏忽而对病人
造成伤害，那将无法弥补。所以，作为主
管护士的她，总是带领其他护士“仔细仔
细再仔细，生怕出错，如履薄冰。”

身为白衣天使，岳海梅对病人有着
强烈的同情心。市区72岁的王素志老
人因骶尾处溃烂久治不愈而入住该科
室。之前在别处换了一年多的药，伤处
溃烂的窟窿比一个拳头还大。老人因
子宫癌做过化疗，化疗区的皮肤生长特
别慢。刚从华西医院进修回来的孙权
医生和岳海梅护士，运用学到的自体富
血小板凝胶、负压辅助闭合技术精心施

治，老人的伤口慢慢地长出了新肉芽。
出于经济考虑，住院一个半月后，老人回
家继续上药。为了把老人治好，岳海梅
提供了近两个月的上门服务。先是每天
下了班就去，后期两三天一去，不仅给老
人换药，还帮着插导尿管。“我不是没有
考虑过风险，但是如果不精心护理，老人
的伤口永远长不好。她已经痛苦了这么
久，儿女们的经济负担也很重。我只能
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

在工作中，岳海梅公认的形象是
“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随喊随到，
一脸带笑。而站在病人的角度，为病人
着想，更是成了她的习惯性思维。小时
候一次因大面积烫伤而住院的经历，让
她记住了一位温柔的护士阿姨，“只要
是她来上药，就觉得不痛，不害怕。”所
以，她在给病人换药时，都会用心地开
导他们，陪他们说话，帮助他们减轻痛
苦。自称曾经很内向的她，也因此变得
开朗多了。有一位病人曾经夸她，“每
次看到你笑，病就好了一大截。”科室收
治的糖尿病足病人，因伤口愈合慢，往
往不等痊愈就回家护理，她在他们出院
后也经常保持联系，提供健康宣教、指
导护理甚至上门换药等义务服务。

岳海梅的丈夫是该院一位医生，有
时做手术、倒晚夜班，两人三四天见不
上面。工作本就忙碌，下班后还要为病
人操心，六岁的孩子没法照料，只有交
给公公婆婆带。孩子现在有点不合群，
就连科内同事也批评她，作为母亲，她
在家里的表现不合格。但是说起科室
发生的暖心事件：一位 70 多岁的老大
爷从家里挑来萝卜、白菜前来致谢，新
邵一位病人由家属推着轮椅前来送粽
子表达心意，心酸之后的她眉眼又开
了，“我们的职业是神圣的，所有的付出
也都是值得的。”

有 一 种 爱 叫 责 任
——记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优秀护士岳海梅

春节期间，
享受美食必不可
少。为了避免因
饮食不当而突发
疾病，专家提醒
要 正 确 选 购 食
物、健康摄取食
物，远离“吃出
来”的困扰。

朱慧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