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牙齿敏感又称牙本质过敏 ，
是指牙齿在各种外界刺激， 如温
度刺激 （冷热）、 机械刺激 （机械
摩擦 、 咬硬物 ）， 以及化学刺激
（酸、 甜） 下表现出酸痛症状， 以
下四种原因容易引起牙齿敏感。

1.�龋齿 当龋齿侵犯到牙本质
时， 患者就会对温度刺激产生敏
感， 最开始只是对冷敏感， 如果
龋齿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患者便
会对热产生敏感。 不仅如此， 龋
齿还可以继发牙髓炎和根尖周炎，
甚至引起牙槽骨炎症和颌骨炎症。

2.�楔状缺损 楔状缺损是指
牙齿唇颊侧发生缓慢消耗所致的

缺损， 主要是因为刷牙不当所致。
因为牙颈部釉牙骨质界处的结构
比较薄弱， 用力横向刷牙的人常
有典型和严重的楔状缺损， 而且
年龄愈大， 楔状缺损愈严重。

3.�牙周病 牙周病分为龈炎、
牙周炎、 牙周创伤、 牙周萎缩等，
是引起成年人牙齿缺失的主要原
因之一， 也是危害人类牙齿和全
身健康的主要口腔疾病。 牙周组
织长期慢性感染还可引起牙龈出
血、 牙周袋形成、 牙龈退缩、 牙
颈部和牙根暴露， 严重者牙齿可
以自行脱落。

4.�牙折 由于外力直接撞击

或咀嚼时咬到砂石、 碎骨等硬物，
导致牙本质或牙髓暴露。

那么， 该如何预防牙齿敏感
呢？ 长沙市第四医院的口腔科主
任、 主任医师李玉峰给出了详细
的建议： 1.养成早晚刷牙、 饭后漱
口的好习惯； 2.少吃酸性和刺激性
食物， 睡前不吃零食； 3.不吃过于
坚硬的食物， 更不能用牙齿开啤
酒瓶盖； 4. 选用刷毛细软的牙刷，
采用正确的刷牙方法， 避免用力
过大和横向刷牙； 5.定期牙齿体
检， 做到早发现、 早治疗； 6、 适
当使用专业的抗敏牙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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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卡通

������冬季天气寒冷， 老人可多
吃一点温热补益食物， 如羊牛
肉、 鸡肉、 海参、 虾、 鸽、 麻
雀、 鹌鹑等， 同时要多吃一些
富含维生素、 矿物质、 碘、 铁
的食物， 少吃过咸食物。

图 /文 陈望阳

冬季饮食多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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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烟草及烟草制品
烟草及其烟草制品的致癌机

制较复杂 。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 IARC） 认 定 烟 草 和 烟 草 烟 雾
（二手烟 ） 中所含的致癌物质有
70 种多种， 被认为是导致癌症的
首要危险因素， 尤其是肺癌。

【防癌措施】 戒烟对各个年龄
段的人都有益处， 美国通过投入
大量的财政资金和项目支持控烟
政策， 公共卫生社区和政府鼓励
禁烟， FDA 提供可行的戒烟帮助，
实施提高烟草税、 公共场所禁止
吸烟等策略。

2.�含酒精饮品
乙醇及其代谢产物乙醛主要

是通过导致 DNA 和蛋白质损伤、
加合物形成、 氧化应激、 DNA 修
复抑制、 细胞死亡和再生、 营养
吸收不良、 DNA 甲基化、 代谢效
应改变、 雌激素水平升高等途径
致癌， 是口腔癌、 口咽癌、 喉癌、
食管癌、 肝癌、 大肠癌、 乳腺癌
等 7 种癌症的危险因素。

【防癌措施】 美国实施提高酒
税、 运用许可证或区域划分程序
管制酒类零售店的密度、 实施酒
类商业主或零售店责任法、 限定
售酒时间及促销活动， 实施酒驾
立法等政策。

3.�体脂水平
主要是通 过 转 移 、 炎 症 、

氧化应激 、 细胞增殖 、 血管生
成 、 细胞凋亡等途径致癌 。 此
外 ， 肠道微生物菌群在体脂过
高的致癌途径中也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 流行病学研究证

明 ， 体脂过高被认为是结直肠
癌的高危因素。

【防癌措施】 首先是调整饮食
结构。 美国癌症协会 （ACS） 和
全球癌症研究基金会/美国癌症研
究所 （WCRF/AICR） 推荐以下三
种方法： ① 每天至少摄入 5 种水
果和蔬菜， 可降低患上消化道癌
症的风险； ② 选择全谷物饮食，
可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 ③
限制红肉和加工肉的摄入， 可降
低患大肠癌的发病风险 。 注意 ：
摄入大剂量的维生素补充剂不但
没有降低癌症风险的作用， 还可
能造成危害。

其次是增加体育运动。 美国
国民体育运动指南推荐以下三种
运动形式： ① 每周至少进行 150
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如快
走）； ② 每周 75 分钟的剧烈运动
（如慢跑）； ③ 以上两种运动等效
组合。

4.�感染性病原体
通过直接、 间接或慢性的免

疫刺激效应致癌， 每一种病原体
至少可引起一种癌症， 如幽门螺
杆菌可引起胃癌、 人乳头瘤病毒
可引起宫颈癌、 乙肝病毒可引起
肝癌、 EB 病毒可引起鼻咽癌等。

【防癌措施】 预防致癌病原体
传播和扩散的最有效措施是接种
疫苗， 如 HPV 疫苗和 HBV 疫苗
的普遍使用使得消除宫颈癌和肝
癌成为可能。 此外， 抗感染治疗、
对捐献的血液和器官进行警惕性
筛查以及教育卫生保健工作者如
何处理体液等措施也很重要。

5.�紫外线照射
主要通过导致 DNA 损伤及其

他免疫抑制而致癌。 暴露在 320-
400 纳米和 280-320 纳米两个紫
外波长范围内会增加皮肤癌的发
病风险。

【防癌措施】 防止过度暴露于
紫外辐射， 如使用防晒霜， 佩戴
遮阳帽 、 太阳镜 ， 着遮阳服饰 ，
对于室内晒黑设备的使用采取监
管措施。

6.�医用电离辐射
主要通过导致 DNA 损伤而致

癌。 IARC 将所有类型的电离辐射
都归为致癌物质， 而 CT 是危险因
素之首。

【防癌措施】 医用电离辐射致
癌与辐射暴露成正相关。 美国癌
症研究小组呼吁改进设备和操作
技能， 在不影响诊断质量的情况
下尽量减少辐射暴露。

7.�室内氡浓度
主要通过破坏呼吸道上皮细

胞中的 DNA 而致癌。 病例对照研
究显示， 室内氡暴露浓度增高会
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

【防癌措施】 美国国家研究理
事会的一项风险评估报告显示： 如
果将氡的含量降低到 4.0 pCi/L 以
下， 可以预防 3%~4%的肺癌死亡。
美国国家氡行动计划要求采取一系
列行动来减少由氡引起的肺癌， 包
括修改各州和地方建筑法规， 为测
试和降低氡暴露的浓度提供财政支
持， 促进医疗、 公共卫生和儿童保
健社区对氡暴露危害的认识。

本报综合

������膏方是经特殊加工制成的比较
稠厚的膏状中药制剂， 具有药物浓
度高、 药效稳定、 服用方便、 口感
好、 便于携带等优点， 是中医养生
保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传统汤剂相比， 膏方最主要
的优点是服用方便 ， 每天一汤匙 ，
开水冲服， 减少了汤剂需要每天煎
煮的麻烦 ； 同时膏方含适量糖分 ，
口感较好， 老少皆宜， 无汤剂味苦
难服之忧。 膏方是各种药材经水煎
煮浓缩而成 ， 集中了药物的精华 ，
量少而纯， 不含纤维素及杂质， 服
用起来不损伤胃气， 便于消化吸收；
而且药效温和持久， 对于平素胃肠
功能不佳 、 体弱多病者尤为适宜 。
现代研究发现， 冬令进补膏方， 可
起到调节免疫、 加强人体免疫功能、
增强人体抗氧自由基等综合调理作
用。

膏方主要适合亚健康者、 慢性
病患者， 以及需要调理身体及养生
保健者 ， 但 需 要 注 意 以 下 几 点 ：
（1） 膏方必须由经验丰富的中医师
开具处方， 根据每个人的具体体质
情况， 配制与其体质、 病症相适宜
的膏方； （2） 如遇感冒发热、 消化
不良、 胃痛、 腹痛时， 应暂时停服
数日 ， 待病情缓解后再继续服用 ；
（3） 服药期间忌食萝卜、 芥菜、 茶
叶， 以免影响疗效； （4） 服用膏方
时若发生便秘、 腹泻、 腹胀、 痰多
等不良反应， 不要强行服用， 应及
时咨询医生。

湘西民族中医院体检科
副主任医师 杨黛仙

必须知道的七种致癌高危因素
美国癌症协会发布 《癌症一级预防计划》

������癌症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因其发病具有隐
匿性， 被发现时往往已是中晚期。 其实， 癌症
并没有那么可怕， 是可以预防的。 2018 年 10
月， 美国癌症协会在肿瘤学顶级期刊 《A�
Cancer�Journal�for�Clinicians》 上发布了 《癌症
一级预防计划》， 该文章对每种可预防性危险
因素的致癌机制进行了阐述， 且对具体防癌措
施进行了详细描述， 具有借鉴意义。

预防牙齿敏感 从日常生活做起

膏方进补
一人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