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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持本本报报看看感感冒冒，，前前1100名名可可免免费费领领药药
专家：不同体质不同症型，治疗方法因人而异

本报济南1月15日讯（记者
陈晓丽) 近期流感爆发，各

大医院儿科人满为患，排队就
诊动辄要三个多小时；不少孩
子因为感冒请假，有些班级甚
至三分之一的孩子都已中招。
近日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附
属医院开通了感冒门诊，并推
出了一系列特色预防与治疗
方法。持本版齐鲁晚报到该院
就诊感冒的前10名读者，可免
挂号费、免费对症领取院内制
剂一瓶(盒)。

山东省流感监测网络显
示，截至11日，2017-2018监测年
度 全 省 共 报 告 流 感 样 病 例

441217例，较上一监测年度同
期上升17 . 66%；其中0-14岁年
龄组占到总病例数的88 . 09%。

根据专家研判，山东省的
流感目前已经基本达到最高
峰，但是由于气候继续变冷，流
感活动水平还将持续一段时
间，预计1月下旬流感活动强度
会出现减弱。为了给市民提供
更好的服务，近日山东省中医
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开通了感冒
门诊，并推出了一系列特色预
防与治疗方法。

据该院内三科副主任医师
王纬介绍，感冒可分为普通感
冒和流行性感冒，其中前者更

为多见。根据病因，中医又将感
冒细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
冒。其中，风寒感冒通常自觉怕
冷更重一些，开暖气、加衣被也
不能缓解，也不出汗；而风热感
冒自觉发热更明显一些，常有
头痛面红、咽痛口干等症状。

中医认为，无论是感冒还
是其他疾病，治病必须扶正祛
邪、标本兼治，通过增强机体抵
抗力，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因
此，针对不同人群不同体质，山
东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采
用辛温解表、清热解毒、宣肺止
咳等方法，制定了治疗感冒的
系列协定处方。同时还可根据

需要，采用推拿、灸疗等中医绿
色疗法，作用于人体经络、穴
位，以达到疏风解表、疏通经
络、调节脏腑的功效。

此外，针对不同证型的感
冒，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
医院四种院内制剂：荆桔散寒
合剂、芩石解毒颗粒、葛黄清湿
合剂和金蒲蓝合剂。持本版齐
鲁晚报到该院就诊感冒的前10
名读者，可免挂号费、免费对症
领取院内制剂一瓶(盒)，价值60
元左右，感冒门诊电话：0531-
66563990。

王纬提醒道，感冒需要
一个痊愈过程，再贵再好的

药物都不可能药到病除。不
管 是 什 么 原 因 导 致 孩 子 感
冒，家长可根据其病情表现
进行初步判断。但是如果精
神状态不好，嗜睡、烦躁交
替，甚至出现神经系统症状，
如抽搐等，则应尽快就医。

日常生活中要养成健康的
生活习惯，均衡膳食，保证睡
眠、多饮水，适度运动；要根据
气温变化为孩子增减衣物；尽
量避免接触出现流感样症状的
患者，可佩戴口罩，以降低感染
风险；空气良好时每天通风，保
持空气清新；避免带孩子去人
员密集、空气污浊的场所。

本报记者 陈晓丽

人类进化和饮食

习惯改变的结果

正常成年人有32颗牙齿，
上下颌各16颗，其中包含4颗智
齿。智齿又称第三磨牙，从正
中的门牙往里数，是第八颗
牙。由于智齿多数是16岁以后
才会逐渐萌出，此时人的生理
和心理已经开始趋于成熟，因
此才被俗称为智齿，暗含“智
慧来临”之意。

每个人智齿的萌出年龄
和数量各不相同，有的甚至终
生不会萌出，均属于正常现
象，有些智齿会埋伏于牙槽骨
内，需要拍X线片才能具体确
定智齿的位置和数量。“现如
今大多数人的智齿都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阻生或者异位”，
山东省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
科主任王旭霞表示，这是由于
随着人类的进化，下颌骨逐渐
退化变得细窄，而牙齿的退化
速度相对慢于下颌骨，导致牙
齿生长空间不足，从而无法正
常萌出。

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带

来了人们饮食习惯的巨大改
变，从粗粮向精细化饮食改
变，颌骨承受的咀嚼力减小，
骨量也相应减少。“古代猿人
的饮食非常粗糙，下颌骨比较
宽大，牙齿基本就不会出现阻
生。”王旭霞表示，仅从近几十
年的临床观察来看，智齿阻生
的情况也越来越明显。

存在口腔健康隐

患，建议预防性拔除

“当智齿萌出不全而阻生
时，部分牙冠则被牙龈覆盖，
牙龈与牙体之间形成一个狭
窄较深的盲袋。”王旭霞解释
道，在盲袋中容易积存食物碎
屑和细菌，一般的刷牙和漱口
难以清洗干净。如果出现咬合
创伤或伴有疲劳、熬夜等全身
抵抗力下降，就容易出现智齿
冠周炎，人们感到智齿疼痛，
多是这种问题所致。

“炎症出现的次数、严重
程度和患者自身的免疫力有
关，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炎症会
反复发生，严重者会出现颌面
部间隙感染甚至发生颌骨骨
髓炎。”王旭霞告诉记者，临床
上这种情况比较常见，目前山

东省口腔医院病房就住着多
位因智齿反复发炎导致下颌
骨骨髓炎的患者。

值得注意的是，智齿在萌
出过程中容易抵在相邻磨牙
上，导致邻近牙齿位置不正，
食物嵌塞，出现邻牙龋坏，甚
至压迫邻牙根而致其吸收。智
齿完全骨阻生有时会引起不
明原因的疼痛，还有可能引起
牙源性囊肿或肿瘤。“很少有
人四颗智齿都发育完全，如果
智齿的对颌没有咬合牙，就会
出现智齿过度萌出，从而影响
其他牙齿咬合情况，可能为颞
下颌关节紊乱病的诱因。”王
旭霞说道。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隐患，
王旭霞表示，目前医学上主张
对智齿进行预防性拔除，“现
在拔智齿的人越来越多，尤其
是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担心
在国外时智齿出现问题就医
困难，多在出国前拔除智齿。”

拔牙不会造成其

他牙齿松动

王旭霞强调，如果女性准
备怀孕，怀孕前必须先进行口
腔常规检查，如发现智齿部分

萌出，建议在怀孕前拔除。因
为孕期由于体内激素、饮食习
惯的改变和环境、情绪的变
化，智齿更容易发炎，而孕期
用药存在诸多限制，一旦出现
问题，孕妇会非常痛苦，有时
折腾一两个月都无法缓解，严
重的话会出现进食困难、张口
受限还会引起感染等全身症
状，甚至危及生命。

提到拔牙，很多人不免有
些紧张，认为拔牙会导致其他
牙齿松动、牙缝变宽。对此，王
旭霞表示，以上多是由牙周炎
症引起的，与拔牙没有关系。
也有人认为拔掉智齿会让脸
看起来变小、变窄，但实际上
拔掉智齿并不会改变脸形。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
所有的智齿都必须拔除，王
旭霞表示，如果智齿已经完
全萌出，并且位置很正，有上
下对应的咬合牙，平时能够
清理干净，又不存在龋坏等
问题，可以暂时不拔；如果智
齿完全埋在牙槽骨内，并且
一直没有任何不适症状，也
可以暂时不拔。具体是不是
应该拔除，应该到口腔医院
检查后，由医生做出准确的
判断。

智智齿齿，，究究竟竟要要不不要要拔拔

葛友情提示

拔牙属于创伤性手术

要到正规医疗机构

智齿每个人
都不会陌生，很
多人都经历过智
齿带来的痛苦。

“我的智齿要不
要拔”是口腔医
生最经常回答的
问题。专家表示，
由于生长空间不
足，绝大多数智
齿都存在阻生或
者位置异常，并
且带来一系列口
腔健康问题，因
此除非智齿长得
非常好，通常建
议预防性拔除。

本报记者 陈晓丽

“拔牙属于创伤性手术，
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局部或全
身反应，有一定的风险，一定
要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王
旭霞提醒道，患有心血管的
病人如有心慌、呼吸困难、严
重头痛、眩晕等情况，应先到
心内科就诊检查。近期发生
过心肌梗塞、心绞痛，或患有
心衰、心率不齐，或血压高于
180/100毫米汞柱的患者，不
能拔牙，应在病情稳定后在
心电监护下拔牙。

急性白血病患者，因拔
牙会引起出血不止和严重感
染，不应拔牙。糖尿病、甲亢、
肾炎、肝炎、血友病、出血性
紫癜等患者必须在病情得到
控制后才能拔牙。对于口腔
急性炎症或恶性肿瘤患者，
拔牙会造成炎症和肿瘤扩散
时，应禁止拔牙。月经期会引
起代偿性出血，最好避开经
期拔牙。

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口
腔卫生，王旭霞提醒，每天坚
持早晚刷牙，每次刷3分钟以
上。不要横着刷牙，也不要过
大用力。可以选择刷头小、刷
毛细而有弹性的保健牙刷，
电动牙刷由于高速旋转产生
的轻微振动，能促进牙龈的
血液循环，对牙龈组织起到
按摩效果，也是不错的选择。

利用超声洁治等手段清
洗口腔内的牙菌斑、牙结石就
是人们所说的“洗牙”，是预防
牙周病的主要手段之一。刷牙
和洗牙不能相互代替，因为牙
齿在彻底清刷后的数小时内
即可有新的菌株形成，如果我
们不注意口腔卫生或刷牙方
法不正确，牙齿表面会有大量
菌斑积聚，特别是刷牙不到的
部位，久而久之形成牙结石，
可引起牙龈炎、牙周炎等一
系列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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