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炒菜放两次盐、忘关煤气，老年痴呆？
这是老年痴呆前兆 抽样调查显示，长沙65岁以上老人5%-�6%患老年痴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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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0日讯 今天是
全国第29个“爱牙日”， 国家卫
计委发布第四次全国口腔健
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其中5
岁 以 下 儿 童 的 龋 齿 率 为
70.9%， 比上一次调查上涨了
5.8个百分点。

儿童龋齿病高发

2岁的晴晴满口牙齿就像
老年人， 不同程度的龋坏、发
黑，“添加的辅食都没法咀嚼。”

资料显示， 在儿童常见病
中， 龋齿病已经居于首位，是
居于第二位的儿童哮喘病的5
倍。 记者今天走访长沙市多家
口腔医院发现， 爱吃甜食、不
及时清洁牙齿，是儿童龋病的
最大原因。

专家介绍， 最常见的坏习
惯就是孩子吃夜奶后就睡觉，
不进行口腔清洁。 其次是孩子
长时间含奶嘴， 甚至含着奶嘴
睡觉的，这些会导致宝宝患“奶
瓶龋”。

比起5岁以下儿童龋齿病
的高发，专家认为，更让人担忧
的是家人的“不重视”。根据数

据显示，70.9%的孩子龋齿，但
能及时接受正规治疗的， 不到
20%。 目前学校很多带牙套进
行牙齿矫正的孩子， 不少就是
乳牙时期龋齿病没有治疗，影
响恒牙的生长。

二孩政策考验儿童口腔医生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导
致儿童牙科医生在人才和技术
等资源上，存在紧缺。”日前，由
长沙市口腔医院承办的中国儿
童口腔高峰论坛在长沙举行，
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
专委会常委宋光泰透露， 儿童
口腔的专业医学知识在大学期
间是没有的， 属于“毕业后教
育”。而相比成人口腔健康的发
展，很少有“名医”来专攻儿童
口腔。

口腔科医生罗秀琴在长
沙市岳麓区经营着一家口腔
诊所，她告诉记者，目前儿童患
者占了诊所中的半壁江山，没
有专修过儿童口腔的她， 现在
四处找机会进行“毕业后加强
教育”。

■记者 李琪

本报9月20日讯“全球每3
秒钟就有一个人出现痴呆，现
有5000万痴呆患者， 但仅有
10%得到诊断和治疗。”每年的9
月21日是世界老年痴呆日，长
沙市第一医院神经医学中心主
任王爱民介绍， 曾在长沙市抽
取1600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调
研， 发现5%-6%的老人患有老
年痴呆症，其中男女比例为1:2。

老年痴呆呈年轻化

58岁的张女士最近发现常
常忘记东西放哪， 炒菜不记得
盐放过没有， 出门后总觉得忘
记关煤气， 遇到老朋友时想不
出对方名字。 她怀疑是不是得
了老年痴呆症。

无独有偶，48岁的曹女士
自从搬到儿子家后， 找不到适
合的兴趣爱好，也没人交谈，一
直郁郁寡欢， 经常目光呆滞地
望着某事物几分钟。

“这种情形叫主观认知功能
下降，是老年痴呆的前兆”，王爱
民介绍， 虽然看似有认知功能
（如记忆力、注意力、判断力等）
的下降， 但认知功能下降的主
要原因其实是来自于心理情绪
困扰， 即使有记忆力下降的感
觉，但往往“稍微想一下”“提醒
一下”就可以回想起来，对遗忘
的事仍然留有印象。 而老年痴
呆症患者的记忆退化便会使记
忆几乎完全消失，不留痕迹，即

使给予提醒、提示，病人往往也
没有印象。

照护者同样需要关爱

谭炳添今年80岁了，2013
年，老伴周丽君发现他生活能力
下降、 存在一定的认知功能障
碍， 便一直在帮他寻找治疗措
施， 自己还加入了老年痴呆照
护者培训班， 学习患者家属照
料知识、 缓解压力提升照护沟
通技巧。 现在基本都是周奶奶
一人在照顾谭爷爷，“不要激
怒，不要和他讲大道理，要照顾
他的自尊……”周奶奶和记者侃
侃而谈照料经验。

张女士退休后全心全意照
顾患老年痴呆症的妈妈，可是面
对整个行为都乱套的妈妈，张女
士自己都精神恍惚，健康状况每
况愈下，“经常失眠头痛，血压也
高了。”张女士说。

王爱民介绍，这是很多老年
痴呆症的照护者真实的困境。有
时在门诊中遇到一些家属诉说
家里老年痴呆症病人的症状时
都能掉眼泪。很多家属不了解这
种疾病， 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就
会导致自身的焦虑和抑郁。

“照料者也是需要关注的特
殊群体。这些现状都要求我们应
该加强对医生、基层和社区医生
以及照护者等的培训，让更多人
认识并了解老年痴呆症。”
■记者张洋银通讯员黄灿杨芳

本报 9月 20日讯 近日 ，
2017中西部学前教育文化节主
题活动之“最美幼师”评选在长
沙举行。 该活动由三湘都市报、
中国盈远集团、北京成智教育联
合发起，经过网络评选、专业技
能比拼、 专家打分等多个环节，
最终有24名“最美幼师”入围总
决赛， 将在10月14日举行的总
决赛上展示自我风采， 同时，主
办方还将为他们举行盛大的“红
毯秀”。

张海立是长沙合一教育集团
的英语老师兼国学经典老师。为
了让更多的家长和孩子关注“国
学教育”，她选择参加了此次“最美
幼师”评选，没想到一路过关斩将，
成功闯入总决赛。在她看来，在实
际的教学中， 幼师要学会发现和
引导孩子的善心和潜能。一次，幼
儿园给孩子们发面包， 但4岁半
的诚诚没有吃，而是带回了家，原

来，他要带回去跟爸爸妈妈分享。
尽管这是件小事， 但张海立还是
给诚诚奖励了一朵大红花， 并在
班级进行了表扬。这之后，越来越
多的孩子学会了与家人、 老师和
小伙伴分享自己的食物、玩具。“孩
子的真善美不是天生的， 是需要
引导和发现的。”

据介绍，在学前教育文化节
现场，活动主办方还将邀请海内
外幼教专家为入围的“最美幼
师”提供专业课程培训，并定期
开展学术沙龙。

■记者 黄京

24名“最美幼师”将亮相
“学前教育文化节”总决选

9月是老年痴呆健康知识宣教活动月。9月27日长沙市
第一医院神经医学中心在开福寺幸福广场开展以“记得我
爱你” 为主题的全国科普日暨世界老年痴呆日大型公益活
动，以提升居民对老年痴呆的预防及护理知识，及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老年痴呆，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公益链接

本报9月20日讯 70岁的
谭爹爹今天躺在省胸科医院内
四科病床， 因为牙龈肿痛的原
因， 他戴着口罩一边说话，“得
了牙龈结核， 以前听都没听说
过。”

今年5月开始，谭爹爹就受
尽了牙龈疼痛的折磨， 吃了很
多药都没用。直到近日，他在
省胸科医院一检查才得知，自
己这段时间出现的牙龈肿痛、
牙齿松动， 原来都是结核在
“作怪”。

“由于患者肺部结核没有
及时治疗， 加之口腔卫生护理
不当，使得细菌滋生，在牙龈黏
膜充血红肿、溃烂后，导致结核
分枝杆菌在口腔滞留， 从而引
发牙龈结核。” 省胸科医院内四
科主任肖洁介绍。

“牙龈结核多继发于肺结
核。”肖洁提醒，如果有出现咳
嗽、咳痰或咯血超过2周，应尽
早到专科医院就诊排查肺结
核。另外，个人平时应养成良
好的口腔护理习惯，以免细菌
滋生， 如出现牙龈出血肿痛，
应及时治疗。同时，肖洁还建
议成年人每半年到一年，儿童
每三个月到半年进行一次口
腔检查。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杨正强 杨艳

牙龈痛竟是结核在“作怪”

本报9月20日讯 城市癌
症早诊早治项目纳入国家重大
公共卫生专项后，目前已经在全
国18个省份铺开。 针对城市高
发的五大类癌症：肺癌、结直肠
癌、上消化道癌、乳腺癌和肝癌
进行危险因素调查和高危人群
评估、癌症筛查和卫生经济学评

估工作。
湖南中医附一在长沙市

针对城市高发的上消化道癌、
结直肠癌进行高危人群评估
和癌症筛查工作，居住满3年的
长沙户籍人口， 年龄在40—69
岁，且完成了初筛高危人群的
人员， 可免费申请普通肠镜、

胃镜检查。免费筛查活动为一
年，即日起需要预约的市民可
拨打 0731-� 85369006联系肖
老师。同时，该院还赠送价值
2600元的胶囊胃镜机器人体
检，每天限额5名，共100名，送
完为止。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陈双

普通肠胃镜免费检查

9月20日,第29个全国爱牙日,长沙市雨花区举办“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公益活动。 记者 张洋银 摄

连线

儿童牙病高发，医生和技术“紧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