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

■健康新知

■给您提个醒

从住院医生到长沙市口腔医院
牙周黏膜科主任， 从牙周专科毕业
生到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委
会委员， 9 年多来， 朱丽雷教授积
极投身牙周健康事业， 不仅带领长
沙市口腔医院牙周黏膜科成为长沙
市临床医学重点学科， 学科发展进
入快车道， 还积极参政议政， 让更
多人听到牙周医生的声音。 一路走
来 ， 他始终秉持自己的从业初
心———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能一生
都使用自己的牙齿。”

出生于江西九江的朱丽雷毕业
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在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口腔科工作 3 年后， 2012
年主动调入长沙市口腔医院。 从北京
到长沙， 放弃原先种植牙赚钱机会的
他一心希望实现更大的自我价值。

在朱丽雷的心中， 始终难以忘
怀的是中国牙周病学开拓者曹采方
教授在授课时播放的一张图。 那是
一位美国 92 岁的老太太从成年到
老的每年的牙齿照片， 令人震撼的
是， 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只要早
期发现早期干预， 牙齿维护好是可
以终身拥有一口好牙的。 我希望中
国的老百姓也能自信、 幸福地到
老。” 他说： “湖南有 6000 万人，
是人口大省， 当地又有嚼槟榔的习
惯， 口腔疾病多发， 老百姓对于口
腔健康的保护意识也非常薄弱， 正
需要一批又一批像我们这样的青年
学者在这里扎根。”

“很多老百姓认为牙松了、 痛了
才需要就诊， 或是认为老了就会掉
牙， 这些都是错误的。 很多人在早
期牙齿刷牙出血、 牙龈肿或是牙龈
萎缩的时候没及时治疗， 等到牙齿
松的时候， 基本要拔很多牙齿。” 朱
丽雷痛心地说， “每天出门诊都会
接诊一两个特别严重的患者， 不少
是 30岁左右就已经出现牙齿松， 而
回顾病史， 通常 20 岁左右都有牙龈
出血肿胀的历史， 但是都忽视了。”

为破除这些 “老掉牙” 的旧观
念， 树立正确的口腔健康意识， 十
年间， 朱丽雷一遍遍耐心解答， 不
厌其烦地悉心指导， 始终坚持 “预
防大于治疗” 的理念， 做患者贴心
的 “娘家人”。 对于初次就诊的患
者， 他会认真地进行口腔教育， 帮
患者回顾平日里忽视的细节， 解释
保持口腔卫生的重要性以及方法。
治疗时， 他总是尽己所能帮助患者
在保住自己牙齿的基础上解决病
痛， 为广大患者讲解保护牙齿的各
种小技巧。 他还积极参加各种口腔
健康宣教和义诊活动， 在电视台、
电台、 报纸等媒体平台进行口腔健
康宣教超 20 次， 参加进社区、 进
学校、 进单位以及院内现场宣讲超
30 次。 此外， 朱丽雷作为负责人
开展省内培训班超过 50 次， 受益
的专业人士超过 1000 人次。

朱丽雷总向同事们强调： “我
们要将目标定得大一些、 长远一

些， 不能只是给患者现在的、 专科
的治疗方案， 患者更加需要的是口
腔健康意识的建立、 全面的治疗方
案和终身的维护方案。” 现在的传
统口腔治疗方案一般是出现症状，
解决当下症状， 花费时间长， 费用
大， 效果常常为以假的替换真的。
而朱丽雷全面的治疗往往包括详细
的口腔卫生指导、 全口的治疗方
案、 终生的维护方案。 “我们的患
者治疗第一步一定是口腔卫生指
导， 这一步有时会花费 5 分钟， 然
后是操作治疗， 最后再给与个性化
的终生维护方案。”

第四次全国流调显示， 老百姓
对于口腔健康的重视程度有明显改
善， 但仍缺乏系统的口腔健康知
识。 而 2019 年湖南首次口腔健康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65 岁~74
岁年龄组， 龋病发病率 98.5%而治
疗率仅为 6.4%， 牙周健康率仅为
6.9%。 湖南咀嚼槟榔的习俗使得
口腔癌发生率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男性口腔癌发生率居全国第六位。

“道阻且长， 行则将至， 行而
不辍 ， 未来可期 ” ， 朱丽雷说 ，
“让老百姓共同拥有口腔健康， 是
我们牙周医生的终极目标， 困难很
大， 但是我将继续孜孜不倦地向患
者发声， 不卑不亢地向同行发声，
科学系统地向社会发声， 让老百姓
都能掌握拥有健康口腔的方法， 为
科学防治口腔疾病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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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将
放射性锕-225 治疗癌症的效果提
高了 40%。 据研究作者介绍， 他
们为锕开发了一种特殊的纳米包
装———一 种 聚 合 物—蛋 白 质 胶
囊， 以保护人体免受有毒的衰变
产物的侵害， 其效果是同类产品
的 6~10 倍。

锕-225 是一种放射性同位
素， 被认为是一种极具前途的放
射性药物， 可用于治疗各种形式
的癌症。 锕会发射 α 粒子射线，
其线性能量传递比 β 射线要少，

因此它可以更准确地 “击中” 癌细
胞， 而不会伤害健康细胞。 然而当
锕-225 衰变时， 会产生有毒的同位
素钫-221 和铋-213， 在肝脏、 肾脏
和脾脏中累积。 这阻碍了将其广泛
引入临床实践。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新方法，
首先将锕与白蛋白 （一种蛋白质分
子） 结合， 然后将这对组合放入基
于多肽和多糖的聚合物溶液中。 白
蛋 白 与 聚 合 物 形 成 牢 固 的 共 价
键———真正意义上的保护球， 包围
同位素。 这种聚合物—蛋白质胶囊

还能帮助中和有毒同位素， 当其中
的钫-221 和铋-213 衰变为无害同
位素后， 可降解胶囊在体内分解成
无害元素， 从而将锕-225 的治疗效
果提高 40%。

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化学和生物
医学技术研究学院首席研究员亚历
山大·蒂明解释说， 锕被认为是一
种通用的同位素， 如果解决了毒性
问题， 理论上它可以用来治疗任何
类型的癌症。

(《科技日报》 9.7，
文 /创新连线·俄罗斯)

———记长沙市口腔医院牙周黏膜科主任朱丽雷
本报记者 许琬婕 通讯员 余琼

消除“老掉牙”旧观念 做患者贴心“娘家人”
儿童肥胖已成为全球严重的

健康问题， 约 30%的肥胖者在儿
童期是胖子。 儿童越早肥胖， 成
年后就会越肥胖， 儿童期肥胖者
与成年后肥胖者相比， 有较高的
心血管疾病发病率、 较高的死亡
率， 对儿童内分泌及青春期提早
发育也有影响。 因此， 儿童期肥
胖所带来的结局可能是： 容易患
慢性疾病及不易减重的成人肥胖。
肥胖不但危害身体健康， 更容易
让儿童成为被排斥的对象。

预防儿童肥胖， 可从母亲孕
期开始， 如避免孕期体重增加过
多。 而对于学龄前儿童， 做到以
下几点可预防肥胖：

家长要建立儿童健康的饮食
习惯， 不要因为孩子不吃就处罚
他。 吃饭时的气氛非常重要， 应
维持愉悦与快乐的互动。 不要拿
食物当奖赏。 应提供广泛的食物
选择， 包括各种种类、 味道及质
地的食物。 在家庭方面， 尽量固
定时间和地点吃饭， 不要忽略任
何一餐， 特别是早餐。 用餐时不
要看电视、 看手机， 避免不必要
的甜食、 高油脂食物及饮料。 幼
儿园老师应让孩子积极参加体能
活动， 并严格执行最低体能教育，
包括一星期 2 次~3 次的剧烈运动，
每次 30 分钟~40 分钟。
（《荆门晚报》 9.6， 文 /曹淑芬）

染发剂含有诸多化学物质 ，
常用易引起接触性皮炎， 偶尔可
引起荨麻疹、 过敏反应、 支气管
哮喘等。 近期， 日本山梨大学研
究小组在 《环境研究》 杂志发表
的一项研究首次报告， 孕妇在家
庭和工作中使用染发剂， 所生孩
子易患支气管哮喘和过敏性鼻炎。

研究小组采取问卷调查的方
式 ， 对所调查的 77303 名具有完
整数据的孕妇进行了分析。 调查
内容包括孕妇染发剂使用情况 ，
如是否在美容院、 家庭、 工作中
使用及其使用频率， 以及孕妇所
生孩子在 3 岁时有无过敏性疾病
（由医生诊断） 等， 以明确孕妇染
发剂使用与所生孩子过敏性疾病
的关系。

结果表明， 在家庭和工作中
使用染发剂的孕妇， 与均不使用
染发剂的孕妇相比， 所生孩子在 3
岁时容易患支气管哮喘 （风险增
加近 2 倍） 和过敏性鼻炎 （风险
增加近 1.5 倍）。 此外， 孕妇在家
庭染发使用频率越高， 所生孩子
在 3 岁时越易患过敏性鼻炎， 在
工作中使用也有同样趋势。

宁蔚夏 译

9 月 6 日， 可以同时检测新冠
肺炎和流感的联检试剂盒正式在上
海投产分发， 第一批数万盒试剂盒
将运往全国各地的儿科门诊、 发热
门诊， 为流感和新冠肺炎疑似症状
患者的病原快速鉴定增添方便有效
的新工具。 图为工作人员在进行联
检试剂盒的包装。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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