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 康 大 讲 堂

A32020年5月2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 华孝君 电话 / 63025400健康慈溪健康慈溪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
扎实推进健康慈溪建设

慈溪市健康办宣

健 康 微 互 动

宝宝长牙后就可刷牙
问：宝宝多大开始需要刷牙？
市中西医结合医疗健康集团崇寿分院儿保科钟神爱

医师答：当宝宝长出第一颗牙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给宝
宝“刷牙”，当然并不是用牙刷，而是父母用硅胶指套
帮助宝宝清洁口腔。到宝宝约两岁半，此时宝宝乳牙全
部萌出，可以选择适合宝宝口腔大小的软毛牙刷，每天
早晚手把手教宝宝刷牙。注意的是需要使用适合宝宝年
龄段的含氟牙膏，每次使用量豌豆粒大小即可，这样就
无须担心宝宝把牙膏吃了。

想戒赌试试这几招
问：这两年我迷上赌博，为此家里常争吵，我想把

它戒了，结果戒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想想又不甘心，还
想搏一搏，请问有什么方法戒掉赌博？

市第七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施侠锋心理治疗师答：
首先，我们要有“愿赌服输”的观念，这会减少我们搏一
搏的心理。然后，自己剪断一切与赌博相关的线，如删除
赌友、删除赌博网址等。再找一份与自己相适应的工作；
如果有与赌博相关的念头出来，就把它囚禁于思想的牢
笼；多于家人待在一起，享受和睦的家庭生活。这些都有
助于你戒除赌瘾。

■全媒体记者
冯茜 整理

本报讯 初夏时节，万物
进入快速生长的季节，而皮肤
科门诊却异常“火爆”。“近
期，皮肤科门诊里皮炎的患者
多了起来，这是目前最常见的
皮肤疾病。”皮肤科医生如是
说。

“医生，前几天出游后，我
的脸突然发起红疹子，整天红
扑扑的，还又痒又干，特别难
受，这是怎么回事呀？”近日，
30出头的市民陈小姐来到市皮
肤病医院皮肤科门诊。

接诊的王一雯医生仔细查
看了陈小姐的脸部，面部红
斑、局部粟粒大小丘疹、皮肤
干燥脱屑，结合外出日晒、植
物接触史等，诊断陈小姐是

“春季皮炎”。
王医生说，初夏之交也是

皮肤最为敏感的时期。因为冬
季气候干燥，皮肤水合度低，
屏障作用有所减弱，使得冬春
交替时皮肤较为敏感，容易受
损，为皮炎的出现创造了条
件。同时，由于春夏季紫外线
骤升、花粉柳絮增多等因素，
人们外出时皮肤难以适应环境
的变化，导致了皮炎的发生。

那么，出现季节性皮炎怎
么办？王医生表示，其实治疗
并不困难。首先应祛除诱发、
加重皮肤炎症的因素，如花粉
接触、日光暴晒、热刺激等，
防止炎症进一步加剧；其次，
尽量选择医学护肤品做好基础
保湿，舒缓肌肤修复屏障；对
于症状较重、影响日常生活的
病人，可适当给予外用激素药
膏涂抹及口服抗组胺药物治疗。

“不过，在春季出现面部
红斑也并不全是春季皮炎，也
可能是其他皮肤问题，就比如
脂溢性皮炎、面部毛细血管扩
张等等，应当注意仔细区

分。”王医生介绍，脂溢性皮炎
表现为面部的红斑、鳞屑，伴或
不伴瘙痒，与春季皮炎相比，它
常常发生于面中部，可同时伴有
痤疮及头皮的丘疹、鳞屑。其病
因可能与患者皮脂溢出较多，表
皮微生物分解了皮脂中的甘油三
酯，产生的游离脂肪酸进一步刺
激皮肤产生炎症反应所致。去
脂、消炎、杀菌、止痒是脂溢性
皮炎的治疗原则。

同样，如果是面部毛细血管扩
张，也可表现为面部的红斑，但它
多以两颊潮红、灼热感为主要表
现，一般不伴有瘙痒、脱屑。可分
为原发性与继发性，治疗上多采

用冷敷、光子治疗等改善症状。
“春夏季是皮肤病多发的季

节，提前做好皮肤病的防护和皮
肤的护理，对预防春季皮炎的发
生显得尤为重要。”王医生也提醒
市民，出行前做好防护工作。喜
欢旅行者最好带上宽边防护帽或
遮阳伞、穿浅色长袖衫；皮肤敏
感者在这个季节避免换用新的护
肤品和化妆品、不染发不烫发，
用清水凉水洗脸，选用硅霜、维
生素 E乳护肤，并适量涂擦防晒
霜；喜欢户外运动的人们可先接
受小剂量紫外线照射，逐渐增加
剂量以提高机体对紫外线的耐受
性。

出游归来，脸颊却成了“红苹果”
皮肤科医生：近期注意提防面部皮炎，出行前做好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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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第 28 个“世
界无烟日”即将到来之际，记
者就吸烟的危害、如何科学戒
烟等问题采访了市第三人民医
院医疗健康集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主任沈蔚。

沈医生说，吸烟有害健康
已众所周知，但能自觉戒烟的

“老烟枪”却不多。烟草依赖
是一种慢性疾病。世界卫生组
织已将烟草依赖作为一种疾病
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确认烟草
是目前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

说到吸烟的危害，有的人
总会反驳，“你看某某，抽烟
还 不 是 活 到 90 多 、 100 多
岁”，甚至还有人来打比方，
问“熏肉容易烂还是鲜肉容易
烂？”持这种观点的人经常拿
一些个别的例子做挡箭牌。沈
医生说，对任何事情都要看整
体，不能只看个例，以偏概
全；吸烟危害大，戒烟在当
下，不可抱有侥幸心理。

吸烟害人又害己
家住孙塘新村的孙大伯体

检时被检出肺部小结节，听说
肺小结节跟肺癌有关，心里不
免有些担心。沈医生说，肺小
结节的存在，多与吸烟、肺部
感染或空气污染等因素密切相
关，预防肺癌要从戒烟做起。

“我国肺癌发病率高、死

亡率高，这与吸烟关系密
切。”沈医生说，比起不吸烟
者，吸烟者患上肺癌的几率至
少高8倍。而且，吸烟量与肺
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量效关
系，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吸
烟的时间越长，吸烟量越大，
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就越
高。据悉，2015年恶性肿瘤
发病约 392.9 万人，死亡约
233.8万人，其中肺癌发病率
居于榜首。

烟草里含有几千种物质，
除了具有成瘾性的尼古丁外，
还含有烟焦油、一氧化碳及苯
并芘等 60余种对人体有明显
危害甚至致癌的物质。其中苯
并芘是引起肿瘤的主要物质，
是一种危害很大的致癌物。烟
草燃烧所产生、释放的有害物
质，一部分吸入吸烟者体内，
部分则又被周围人吸入，即被
动吸烟者吸入二手烟；某些有
害物质可以长期附着于衣、被
等物体上，同样具有致癌危险
性，这就是所谓的三手烟危害。

吸烟除了危害呼吸系统，
如慢阻肺、肺癌等，同时还对
心脑血管系统，如急性心肌梗
塞、中风；消化系统，如胃溃
疡、胃癌；泌尿系统，还有男性
性功能都有显著危害。“有些

‘老烟枪’觉得吸烟、咳嗽很正
常，没想到等咳嗽严重了，一查
是肺癌，有些还是晚期。有的
人身体其他部位都非常健康，
就因为吸烟好几年导致肺功能
衰退，栽在了这本可预防的呼

吸系统疾病上，实在可惜。”
“ 大 家 都 知 道 雾 霾

（PM2.5） 有害健康，那么一个
30几平方的房间里，要是抽上
一根烟，PM2.5会陡升到 700以
上，更何况是直接对着嘴抽烟
呢？”沈医生说，有人认为，吸
带过滤嘴的高档烟可减少对身体
的危害，还有人用电子烟来代
替。其实，过滤嘴过滤的效果微
乎其微，不能让你从中获益，二
手烟、三手烟还是一样危害你和
你的家人。而电子烟并不能帮助
戒烟，它虽不含焦油，但仍含有
尼古丁等其他多种致癌物质，吸
食电子烟一样会成瘾，同样导致
二手烟危害。

有人说“饭后一支烟，赛过
活神仙”，实际上饭后吸烟比平
常危害更大。沈医生说，饭后吸
烟，尼古丁迅速被吸收到血液，
使人处于兴奋状态，也就出现所
谓“神仙”一样的感觉。然而，
饭后吸烟会妨碍食物消化吸收，
同时还给胃及十二指肠造成直接
损害，使胃肠功能紊乱，容易引
起腹部疼痛等症状，而且身体在
对食物消化吸收的同时，对卷烟
烟雾的吸收能力也增强，于是吸
进的有害物质也会增加。

科学戒烟越早越好
“吸烟危害如此之大，科学

戒烟越早越好。”沈医生表示，
任何时候开始戒烟，不仅身边的
人得益，而且对自身也有重要的
积极意义。吸烟对身体的危害是

可逆的，当停止吸烟 20 分钟
后，身体的一些指标，如血压、
心率就会发生相应改变；而大约
戒烟一年，获益最大的就是心
脏，可使心脏病患者的死亡风险
降低36%。所以，一些心血管病
患者把烟戒了，比每天吃阿司匹
林、降压药、降脂药的效果更
好。戒烟是治疗心脏病的一个关
键环节，随着戒烟时间延长，人
体各个器官的功能都会得到很好
的修复和改善。

研究发现，如果 40岁时把
烟戒了，可以避免未来因吸烟所
引起的疾病、残疾和死亡；而如
果在 30岁就能戒烟的话，就可
以避免 97%因吸烟引起的疾病、
残疾和死亡，所以戒烟越早越
好！即使到 60 岁才想到戒烟，
在理论上你还可以多活3年。

“不少烟民渴望戒烟，但错
误的戒烟方式却令他们事倍功
半。”沈医生说，比如最常见的
干戒，即不采用药物等辅助措施
而突然停止吸烟。这种方法失败
率高，流行病学数据显示，使用
干戒方法的戒烟者，一年之后能
够保持不吸烟的还不到 3%；还
有逐渐减量的戒烟方法，研究证
明也是很难成功的。

“想要成功戒烟，除了强烈
的戒烟意愿外，更需要专业化戒
烟干预。”沈医生表示，最好的
戒烟方法是戛然而止，也就是说
突然戒断法，再配合戒烟药物及
行为干预。专业医生会根据吸烟
者对尼古丁的依赖程度和心理状
况，采取药物和行为的双重干

预，在生理及心理上给予相应指
导。由于烟瘾影响因人而异，有
人或许几个月不抽烟就戒掉了，
有人则要坚持一年甚至更久，医
生还会在戒烟者摆脱尼古丁纠缠
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对
戒烟者的随访和指导。

沈医生指出，突然戒烟有时
会出现戒烟综合征，如烦躁易怒、
焦虑不安、睡眠障碍、体重增加，
以及血压、心率出现波动，肌肉及
骨骼出现不适等症状。对尼古丁高
度依赖者，出现上述症状的几率会
较大。此时如果有医生指导，用相
关药物辅助治疗，就可以避免这些
症状出现，有助于顺利戒烟。

“戒烟者也常因口欲而增加
点心、零食的摄取，如果不加注
意，体重会增加2～5公斤。”沈
医生说，吸烟者整体营养状况
差，面色灰暗，体重减轻，而戒
烟后因为尼古丁停止补充，身体
基础代谢恢复正常（趋缓），同
时因为嗅觉、味觉的改善，使食
物变美味，食欲增加，体重也会
随之增加。但千万不可因害怕体
重增加而拒绝戒烟，要知道吸烟
对健康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体重的
增加。为此，沈医生建议，在戒
烟的同时，基本上秉持均衡、清
淡、自然、高纤、低热量的饮食原
则，不吃零食及宵夜，同时增加运
动量，自然可以减少戒烟时体重
上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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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
“正面管教”。其关键词是温和
而坚定，而非严厉与骄纵。正
面管教是以相互尊重与合作为
基础，把和善与坚定融为一
体，并以此为基石，在孩子自
我控制的基础上，培养孩子的
各项人生能力。听起来有点抽
象，不妨先看看这三个情景：

假如家里的熊孩子不好好吃
饭，你的家庭成员会有几种反应？
情景一：

爸爸：“咋又不吃饭？再
闹收拾你了啊，给我过来。”

孩子：“就不吃！就不
吃！”

关到小屋一阵惨叫，孩子
边哭边吃。
情景二：

奶奶：“快来吃一口，乖
了，吃完就可以看托马斯啦！”

孩子：“我现在就要看！”
结果变成一边看一边吃，

或者为了吃饭满屋追着跑。
情景三：

妈妈：“现在是不饿，还是
不想吃米饭呢？如果不想吃米
饭，可以试试炸酱面怎么样？”

孩子：“不想吃！”
妈妈：“如果一会饿了，饭

可就没了，只能等晚上那顿了。”
下午孩子饿了，来问妈妈

要吃的。可无论孩子怎么恳求，
妈妈就是不答应，从此孩子记住
了一件事，吃饭也是有规矩的，
如果错过，就只能等下次。

从这三段情景中我们看
到，爸爸扮演的是严厉而坚定
的角色，这种方法简单粗暴，
但只关注了结果，显示了威
严，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奶
奶作为隔代长辈，扮演着温和
而不坚定的角色，往往孩子的
任性会变本加厉。而妈妈扮演
的就是温和而坚定的正面管教
角色，既不因为不吃饭而恼
火，也不骄纵，不对孩子的要
求听之任之，而是温和而坚定

的坚持了正确的规则，并让孩子
为自己的决定自己承担后果。

其实，孩子三岁之后，自我
意识已经非常明确了，并且对外
部世界的理解力和情商都大大提
升，应该是树立规矩和规范比较
合适的时候。而此时正面管教正
是比较适合的方法。

那么，又该如何正面管教呢？
第一步：认可和理解孩子的

情绪 （温和）。这是最为重要的
一点，先让孩子产生信任和共
情，而不是上来就指责孩子。

第二步：陈述不能这么做的
理由 （坚定）。不要认为孩子不
懂，没必要跟他说，要像与成人

沟通一样与孩子沟通。
第 三 步 ： 给 孩 子 几 个 选 择

（温和）。让对方做选择题，这是
成人世界也适用的沟通技巧。

第四步：鼓励孩子做出正确
的决定，同时承担自己选择的结
果 （坚定）。让孩子对自己的选择
负责，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和责
任感。

正面管教五字要诀：温和而坚定正面管教五字要诀：温和而坚定

监测碘缺乏
5月15日是碘缺乏病宣传日，我市疾控中心的地防人员

兵分两路走进电台与学校，通过广播、现场宣传、公众号等
多种途径宣传碘营养的重要性。图为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在
校内进行碘缺乏病监测。

■摄影 全媒体记者 冯茜 通讯员 祝梦雨

督脉灸疗
《黄帝内经》 提出“春夏

养阳、秋冬养阴”，随着气温
上升，此时，皮肤腠理 （毛
孔） 开泄，易受风寒湿邪侵
袭。市中西医结合医疗健康集
团总院中医院院区中医综合治
疗室开展的督脉灸疗法，又称
长蛇灸，通过运用具有温阳通
络的艾灸，将天火 （太阳之
火） 与地火 （艾火） 有机结
合，通过灸火的热力配合药物
的药性，能够达到散寒温经、
扶阳固脱、行气活血、预防疾
病和保健的作用。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通讯员 张汶汶

本报讯 “医生，我有
口臭，太尴尬了，平时都不
能跟别人愉快地聊天，你能
帮我治治么？”市中西医结
合医疗健康集团（市中医医
院）主治中医师朱燕华说，
门诊经常可以碰到因口臭而
烦恼的患者。

很多人有口臭自己却不
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原
来，口腔后面的软腭和鼻腔
连在一起，口腔和鼻子不能
同时呼吸，当口腔发出气体
时，还没轮到鼻子呼吸，气
味就已经消散了。或者因为
你的嗅觉神经长时间和臭味
呆在一起，已丧失了分辨能
力，所以根本闻不到一些轻
微的口臭。

那么怎么来判断自己是
否有口臭呢？当然，你可以
询问旁边的人，要是不好意
思问旁人，也可自己用手把
嘴巴和鼻子罩起来，呼一口
气，闻闻自己呼出的气体有
没有味道；或者带个口罩后
呼气，如果闻到难闻的气
味，就说明自己有口臭。

“从引起口臭的原因
看，可分为生理性口臭和病
理性口臭。”朱燕华说，生
理性口臭通常发生在吃了一
些气味独特的食物以后，如
大蒜、韭菜、臭豆腐、榴莲
等，它们经过口腔时常常会

“处处留情”。另外，节食减
肥、早晨起床后和饥饿时，
由于唾液分泌量减少，也会
造成口臭。食物引起的生理
性的口臭，不会持续太久，
也不用太在意。

然而，如果口臭持续一
周以上，往往是身体有疾病
的一个信号。这种病理性
口臭，如果一张嘴就有一
股臭鸡蛋味儿，多数是口腔
疾病的“杰作”。口腔中有
未治疗的龋齿、牙龈炎、牙
周炎、口腔干燥症等，容
易滋生细菌，尤其是厌氧

菌，其分解产生的硫化物发
出腐败的味道，便产生口
臭。如果张嘴有一股腥臭味
儿，那么可能是口腔邻近组
织疾病，如化脓性扁桃体
炎、慢性上颌窦炎、萎缩性
鼻炎等，可产生脓性分泌物
而发出臭味。

如果口腔出现烂苹果的
味道，你可能得了糖尿病。
当血糖升高，胰岛素不够分
解它们时，人体就会开始分
解脂肪。当脂肪分解加速，
分解物酮体就会增多，于是
就会发出酸臭的烂苹果味儿。

如 果 口 腔 出 现 酸 臭 味
儿，就可能是胃肠道疾病，
如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
功能性消化不良等，都可能
伴有口臭。研究还发现，幽
门螺杆菌感染者的口臭发生
率明显高于未感染者。另
外，白血病、维生素缺乏、
重金属中毒等疾病均可引起
口臭。

朱燕华建议，防治口臭
应做好以下几点：一是保持
口腔清洁卫生，最好每 8-10
小时刷一次牙，同时也要刷
舌苔。平时也要经常使用牙
线清洁牙缝残留物，避免残
留在牙缝和牙龈中的食物和
细菌分解而产生口腔异味；
二是常备漱口水，使用含抗
菌成分的漱口水可以抑制或
杀死致臭菌，不过这种漱口
水必须在医生指导下选用，
不能长期使用；三是多喝水
或茶，多喝水有助于唾液腺
分泌更多的口水，对口腔也
有冲洗作用，也可以喝些
茶，因为茶多酚可以抑制致
臭细菌的生长和产臭能力，
而且茶香会冲淡一部分口臭
的气味；四是尽量戒烟酒，
少喝咖啡，避免吃大蒜、韭
菜等食物，少吃剌激性和不
易消化的食物；五是定期看
牙，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口腔
检查，以及每年 （或半年）
洗牙一次。如果是病理性口
臭，应尽快就医，别把小病
拖成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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