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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0日讯 “前些
日子孩子牙痛， 疼得打滚，到
了晚上睡不着……”10月9日
下午，长沙市民陈先生带着孩
子来长沙市第三医院复查，3
岁半的女儿珍珍从小喜欢吃
甜食， 近段时间频繁牙疼，夜
里更是痛得睡不着觉。医生检
查发现，一口乳牙内竟有20颗
“虫牙”，绝大部分牙齿仅剩下
了“星星点点”的残冠。

国庆中秋假期期间，长沙
各大医院口腔科蛀牙患儿居
高不下，儿童龋齿已成为困扰
孩子和父母的一大难题。如何
预防及治疗？今日，口腔科专
家进行解读介绍。

爱吃甜食
3岁娃20颗牙遭“虫患”

陈先生说，由于家里就这
么一个小“千金”，对孩子比较
“放纵”，爱吃甜食的习惯也未
加约束，一直到两岁还经常喝
夜奶、含着奶嘴睡觉。孩子出
现牙痛时， 家人也尝试过就
医，可孩子一到医院就大哭大
闹，根本不配合治疗。陈先生
觉得， 坏掉的牙齿反正是乳
牙，到了换新牙时，这口蛀牙
自然也就掉了。 直到近段时
间，珍珍的蛀牙情况越来越严
重，喝水都喊痛，只好又把孩
子抱到了医院。

长沙市第三医院口腔科
主任徐红接诊了珍珍，“20颗
龋齿牙！ 其中17颗由浅龋已
经发展成了深龋， 孩子已经
出现了牙髓炎、根尖周炎，并
且严重影响到了孩子的生长
发育。”

“在全麻下进行全口牙补
牙治疗+预成冠修复手术，”徐
红介绍，经过手术治疗，珍珍
已在国庆假期成功出院。

一天接诊23名患儿
5岁娃龋齿率达七成

据统计， 中秋国庆期间，
长沙市第三医院口腔科平均
每天接诊 10多名龋齿疼痛
的孩子，最多时一天接诊23
名 。 记者走访多家医院发
现， 口腔科成为假期最为忙
碌科室之一，不少家长带着孩
子来看牙。

“儿童龋齿的形成， 与饮
食习惯和口腔卫生清洁有密
切的关系。” 根据湖南省第一
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发
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0年
间，我省3～5岁儿童乳牙患龋
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
3岁儿童患龋率为51.9%，5岁
时上升至72.2%， 均高于全国
同年龄组的患龋率。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方路 张睿琳

10月10日，国庆假期过后，长沙街头的秋意渐浓，银杏黄了，枫叶红了，桂花
的香气四下弥漫。 实习生 贺金龙 摄

喝水都痛！三岁娃长了20颗“虫牙”
乳牙龋齿不治疗，等着换新牙？ 大错特错

生活中，类似珍珍父母想法
的家长不在少数，想着乳牙龋齿
不治疗没关系，等换了新牙自然
就好了。

“这种观念大错特错， 儿童
龋齿极大可能会影响到恒牙。”
徐红解释， 龋齿会造成一定牙
体组织的缺损， 甚至部分牙齿
过早脱落， 这些都会导致孩子
的牙床变窄， 进而使新长出来
的牙齿因为牙床拥挤而排列不
整齐。其次，龋齿和炎症还会影
响恒牙的牙胚，进而影响新长出
来的恒牙。

除了对恒牙的影响，当龋齿
严重时，还可能引发牙痛、牙齿
缺失、不利咀嚼，影响食物的消
化和吸收，导致生长发育迟缓。

此外，乳牙出现龋齿会影响
到牙根发育，从而可能会导致颌
面骨发育异常， 影响孩子的面
容，严重者还可能导致语言发育
迟缓。

徐红提醒，儿童蛀牙重在预
防，从小培养起孩子良好的饮食
习惯， 注重孩子的口腔卫生习
惯，定期带孩子进行口腔检查等
都可以起到较好的预防效果。

乳牙龋齿不治疗
等着换新牙？ 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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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0日讯 父母离异，
母亲再婚，还带回了他从未见过的
继父和一对龙凤胎姊妹。17岁的肖
文（化名）感觉遭遇家人“背叛”，患
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两年后，更是
因为父亲向外公诉苦他不肯配合
服药，而心生恨意持刀相向，最终
导致悲剧发生。

今天，三湘都市报记者从长沙
市岳麓区检察院获悉，肖文因故意
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不满父亲“告状”
19岁儿子持刀相向

2019年12月10日，长沙市岳麓
区某高校门口。一名年轻男子从袖
口中抽出一把水果刀，朝中年男子
后背捅了一刀。 被捅者回神阻挡
时，年轻男子又近乎疯狂地再次抽
出刀，朝对方的腰间和背部一次又
一次地捅去。 目击市民拨打了110
电话报警。 捅人男子名叫肖文，19
岁，伤者正是他的亲生父亲。

审讯室里，肖文坦然交代了作
案细节：当晚，父亲打电话说带他
出去吃饭，认为父亲借口吃饭逼自
己吃治疗抑郁的药， 他回绝了。遭
到儿子拒绝的老曹打电话向老丈
人“诉苦”，希望老丈人能做做孩子
的思想工作。

“外公打电话过来， 骂了我几
句。”自尊心极强的肖文瞬间情绪崩
溃，“外公那么疼我， 如果不是他告
状，怎么可能会骂我，必须给他一个

教训！”失去理智的肖文给父亲打电
话，约他见面。不知情的老曹以为老
丈人做通了孩子工作， 欢欢喜喜地
应约，等待他的却是儿子的“教训”。

感觉家人“背叛”
他患上抑郁症

肖文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至今
已经两年多。

肖文出生在衡阳的农村，父母
在他出生不久后离婚。肖文被判给
母亲抚养，随母亲姓。父母离婚后
不久， 他的母亲再次去外地打工，
将他寄托给了外公外婆抚养，而这
一去就很多年都没回家。

“虽然爸妈离婚了，但他很乖，
懂事，成绩也好。”外公回忆，肖文
真正开始变化是在两年多前。当
时，外出打工多年的母亲突然回老
家了。母亲再婚了，还带回了他从
未见过的继父和一对龙凤胎姊妹。
肖文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肖文变得沉默寡言，还经常发
脾气， 严重的时候就砸东西和打
人。经诊断，肖文患上了严重的抑郁
症，需要长期服药。内心抗拒自己患
病一事， 肖文背地里偷偷减少服药
次数及药量。为了照顾孩子，老曹从
老家到长沙找了一份保安工作，专
心照顾儿子生活起居， 监督他按时
吃药。 没想到这份苦心并没有被理
解， 反而激起了他更大的反感，最
终导致悲剧的发生。■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周牧 王俐 实习生 龚正伟

本报10月10日讯 大学生是
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心理状态
处于未完全成熟的阶段，且背负着
学业、生活、情感、就业等多方面压
力，使得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比
较突出。

今日是第29个世界精神卫生
日。当天上午，“弘扬抗疫精神，护佑
心理健康”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宣
传活动在长沙举行，现场正式启动
湖南省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科普
月活动，同时，湖南省脑科医院（省
第二人民医院）与湖南大学签订医
校联动合作协议，开通学生心理危
机干预转介“绿色通道”，保障学生
心理健康。

【数据】
三成大学生自认有抑郁倾向

长沙某高校读大二的小谷（化
名），因疫情期间沉迷游戏，家庭关
系紧张； 开学后脱离家长监管，连
续通宵玩游戏， 导致网络成瘾，现
已休学住院治疗。

湖南大学心理健康中心数据
显示， 近5年来该校接待学生心理
咨询次数连续保持30%以上的增
长。2019年7月，有媒体曾做过的一
个关于大学生抑郁情况的调查显
示， 有近30%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有

严重的抑郁倾向， 只有不到10%的
人觉得自己情绪没有问题。

心理健康是健康的必要条件。
据统计， 青壮年是精神疾病最容易
发病的一个年龄， 大约一半精神疾
病患者在20到30岁左右发病，80%
在16岁到35岁左右发病，如不及时
干预，发病年龄越早，预后越差，且
易慢性化。

【举措】
抑郁症筛查有望纳入学生体检

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探
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
案》，要求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
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
容， 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
重点关注。 这次湖南大学与湖南
省脑科医院合作， 就是把专业化
心理健康服务引入校园， 依托专
业机构更有效地为大学生心理健
康提供“贴心”服务。

湖南省卫健委党组成员、 副主
任李俊华介绍， 湖南省卫生机构和
高校合力为大学生心理健康筑起
“心灵工程”，共同营造心理健康、校
园和谐的良好氛围， 让大学生的心
理“情商”和头脑“智商”协调发展。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杨文 程杰
实习生 龙飞鹏

近三成大学生自认有严重抑郁倾向
抑郁症筛查有望纳入高中及高校学生体检 我省医校联动保障学生心理健康

家庭破碎后，“乖乖仔”患上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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