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用牙线也要从娃娃抓起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任邹静指出， 应该在

孩子4岁后教会其正确使用牙线

加糖可以 尽量少加

一些年轻人会在茶水中增加

一些糖以改善口感， 营养专家指

出， 偶尔加糖并不影响饮茶的健

康，但从长远角度来考虑，长期喝

茶加糖无益于健康， 不予推荐。因

为在慢性疾病发病率直线飙升的

今天，能量的过多摄入被认为是造

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之一。但如

果将加糖茶作为一般饮料来大量

饮用， 其效果与甜饮料不相上下，

对于人体的健康有害无利。

喝茶时 温度不要太高

伊朗研究人员在2009年曾发表

研究指出，每天喝一杯热茶，容易增

加食道癌风险。而且，当茶水水温介

于65℃～69℃时，食道癌发生风险会

翻倍， 一旦茶水的水温超过

70℃，食道癌发生率会增加8倍。

若茶水倒出后2分钟内就喝完，

罹患食道癌的风险会比等4分钟

后再喝上升5倍左右。而另有研

究发现，喝茶时，茶水温度介于

56℃～60℃，对健康较为有利。

打开茶盖防农药残留

喝茶时若茶叶残留农药，

也可能不利于健康。 如果担心

农药残留问题， 可在第一泡时

将水倒掉。泡茶时将盖子打开，

不要闷住水蒸气， 这样有些农药物

质会随水蒸气蒸发。选购茶叶时，也

要尽量选有机茶叶，较为安全。

夏季可泡药茶防暑

夏季，一些家庭也常常会泡药

茶防暑。六月神仙茶：以六一散、青

蒿、荷叶为主料，该药茶具有清热

解毒、利湿消暑的作用，老少皆宜。

此时，正是服用六月神仙茶的最好

时间。消暑茶：以金银花、藿香、生

地为配方，具有清热解毒、消肿祛

暑的功效， 每天喝1杯， 可预防中

暑、热伤风等。

专家指出， 这类防暑药茶药性

偏凉，脾胃虚寒的人不宜过多服用，

以免胃部不适。即便适合服用，在入

睡前和空腹时也不要喝药茶。

（黄文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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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作为爸妈， 除了关注孩子的吃穿住行学

习，你对孩子的身体足够了解吗？对保护孩子

有足够的信心吗？ 从孩子生下来到一天天长

大， 小小的身体可能有一些地方被你忽略了：

莫名其妙就长了虫牙痛得吃不下饭， 什么

时候该箍牙， 喜欢耍手机、

IPAD

眼睛咋保

护……这个暑假， 成都商报健康工作室开

启“迎战暑期潮·打造明眸皓齿”系列报道，帮

助爸妈们共同来关心孩子的健康。首期，我们

请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著名

的“邹儿牙”邹静主任，教你对抗儿童虫牙。

半小时重塑精致V型脸

据西婵整形美容医院美容皮肤科主任冯彤医师介

绍，西婵V-Line复合轮廓瘦脸是一项非手术式的重塑面

部精致轮廓的综合微整形项目。 主要通过玻尿酸与肉毒

素的联合运用与注射，从五官塑形、轮廓修饰、面部填充

等方面，全方位实现丰下巴、瘦咬肌、紧轮廓、提面颊等目

的，真正打造线条流畅、轮廓清晰的精致V脸。

V-Line复合轮廓瘦脸以塑形、提拉、紧致三步曲，为

蓉城求美者开创了全新的瘦脸美容方式。 只需半个小时

左右，就能让大饼脸、嘟嘟脸等“大脸”告别短小的下巴、

低矮的鼻梁、凹陷的颞部、肥厚的咬肌、恼人的双下巴，重

塑面部立体轮廓，拥有精致、流畅的面部线条。

西婵整形定义V脸新标准

作为当前最为主流和最受欢迎的两大注射美容材

料，玻尿酸可以填充苹果肌、颞部，隆鼻，丰下巴，让五官

更立体美观；肉毒素可以瘦咬肌、延长下颏、收紧双侧面

颊线条，让面部轮廓更紧致流畅。相比于传统瘦脸针仅仅

只能缩小咬肌的局限性，西婵V-Line复合轮廓瘦脸将玻

尿酸与肉毒素联合注射， 开创了微整形注射美容的新流

行趋势，定义了注射美容综合瘦脸的新标准。

注射材料的联合运用对医生的理论实力和操作技术

水平要求都非常严格， 不仅需要熟习各种注射材料的美

容功效与注射原理， 还需要在实际操作中懂得整体美学

的综合运用与注射搭配。 正因为如此，V-Line复合轮廓

瘦脸经由西婵美容皮肤科、亚洲美肤研究中心、国内一线

注射美容专家总结多种注射材料的美容优势与注射美容

技巧，专为瘦脸人士量身推出。

V脸美容新趋势———

西婵V-Line复合轮廓瘦脸 给你混搭的美

韩国延世大学整形外科教授、亚洲大学整形外

科特聘教授、Aiou大学整形外科教授、 韩国娜

飞整形外科医院首席院长、国际整形外科学会会员

专攻术式：

眼部整形、面部轮廓整形、胸部整形

韩国的整形技术在全世界都享有盛

名， 韩国作为亚洲乃至全球的 “整形大

国”“变脸之都”，其专家医生的技艺可谓

堪称精妙。据悉，四川西婵整形美容医院

作为成都本地的整形医院代表机构，于

2014年盛大成立西婵韩国事业部，独家聘

请来自韩国“延世派”的一流顶级专家金

圣珉、申锐湜、姜车荣等专家医师长期坐

诊，为蓉城求美者提供纯正的超精准韩式

整形美容服务。

据西婵整形美容医院韩国事业部负责

人介绍，韩国整形美容手术方式精细、微创、

和谐，讲究人性化和整体和谐美。“延世派”

整形医师因出自于韩国顶尖医学学府———

延世大学而得名，主张“技术细腻与艺术审

美相结合，个性规划整形与终身美容管理”

的“延世派”可谓是韩国整形美容业的佼佼

者。作为韩国医学领域的先驱，韩国延世派

专家曾被著名法国时装品牌《ELLE》喻为

整形美容界的“香奈儿”。

西婵韩国事业部专家均毕业且就职于

韩国延世大学，拥有丰富的医学知识、精湛

的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从术前设计、手

术施行到术后恢复都力求完美，给求美者以

宛若天生、 看不出人工雕琢痕迹的自然美

貌。从方案设计到手术执行的全方位韩式整

形体验， 能让更多的爱美人士不出国门、不

出家门，就能尊享纯正韩整形。

（黄文娟）

十个女人八个想瘦脸！ 脸部过于圆润或者轮廓不清

晰，身体即使再瘦还是会显胖。越来越多的爱美女性都在

为“大脸”的问题烦恼。在过去，大家一谈到微整形瘦脸

首先想到的就是瘦脸针。今年夏天，四川西婵整形美容医

院创新推出V-Line复合轮廓瘦脸， 将玻尿酸与瘦脸针

进行联合注射，综合解决鼻子过塌、下巴过短、苹果肌凹

陷、咬肌肥大、双下巴、下颌轮廓不清晰等问题，以最全面

安全的微整形综合注射方案， 为蓉城爱美女性呈现

360°无死角的精致V脸。

专 / 家 / 速 / 递

韩国延世大学医学博士、教授、面部重塑年轻

化成形术研究所所长、 大韩成形外科学会会

员、美国美容成形外科学会ASPRS正会员、韩国爱美整形

外科医院首席院长

专攻术式：

面部重组年轻化、细胞移植整形、鼻整形

金圣珉

韩国延世大学医学院教授、医学博士、韩国面

部整形美容外科研究院院长、 韩国整形美容

外科学会科学总监、韩国娜飞整形外科医院院长、韩国明

星御用微创整形及非手术微整形专家

专攻术式：

鼻整形、脂肪细胞移植术、眼整形

姜车荣

申锐湜

韩国“延世派”专家坐诊西婵整形医院

为蓉城求美者打造超精准韩式整形

喝茶养生的小秘密

喝茶养生是中国的一种传统养生方式，科学也证明，饮茶尤其

是饮绿茶对于身体健康有促进作用。不过，要想更健康，喝茶也有一

些小秘密。

外国小朋友从6个月到1岁

之前就要第一次去儿童牙医那

里报到。 有的中国家长觉得奇

怪，宝贝并没有吃什么糖，但却长

虫牙，这就是“高龋风险”的孩子，

跟遗传基因有关。爸爸妈妈牙齿问题如

果比较大，再加上家庭饮食习惯是偏甜、口

腔卫生不太注意的话，孩子患虫牙的风险就更高。

牙齿烂还涉及全身健康的问题，娃娃在生长发育期，

很多东西咬不烂，营养吸收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生长发育

会滞后。正确的刷牙方法是“3、3、3”，一天三次，一次三

分钟，一颗牙齿三个面，内侧、外面和嚼东西的那一面。中

午如果没条件刷牙的娃娃，就建议用白开水漱口。

在临床遇到的案例中， 成年

人牙齿从开始烂到最后形成一个

洞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但是小

孩牙齿三个月就可以成洞， 而且烂

到深层，这个时候治疗难度大，娃娃也

痛苦。 一般一岁多一点的孩子发现虫牙

的话， 大部分是从6个月大的时候开始的。

“中国的家长发现得晚些，娃娃不会说话，不知道是

牙齿的问题，有的会跑去妇儿院去看，表现出来的症状是娃

娃上嘴唇肿来翘起，拒绝进食，晚上痛得闹腾……”

邹静建议，家长应早发现早治疗，一发现牙齿上有一

些小黑点、黄点、白点，就应该带到医院来。另外，“长第

一颗牙齿的时候，就要开始给孩子刷牙”。

有一对双胞胎，哥哥比弟弟

只大几分钟， 哥哥特别喜欢包

饭， 喜欢晚上含着奶瓶睡觉，3岁

多来医院的时候，哥哥嘴巴里有18

颗烂牙齿，弟弟比哥哥长的高出一大

截，体重也偏重。双胞胎两兄弟的差别主

要是饮食习惯，哥哥就是医学上说的“奶瓶

龋”，就是含着奶瓶睡觉的时候，上面的牙齿都浸泡在奶

里面，乳糖会造成龋齿，

邹静建议1岁半之后就不要再用奶瓶了。奶瓶用久了

不但造成大量“奶瓶龋”的产生，还会造成面颌部畸形。

在给孩子戒的过程中可以先在奶瓶里加点白开水， 慢慢

过渡到不用奶瓶，用一点安慰奶嘴。

牙齿在2岁半左右建立

完整的乳牙列， 这个时候牙

齿与牙齿之间是没有间隙的，

但是孩子4岁后就要为替换牙

齿做准备，牙齿之间慢慢会出现

缝隙，会有食物镶嵌在里面，容易

发生龋齿。4岁以后的孩子龋齿最容易

发生在两颗牙齿之间，被称为“邻面龋”。邹静

称， 一般4岁以上来看牙的孩子都能看到 “邻面

龋”， 娃娃牙齿出现间隙， 再加上不知道使用牙

线，“邻面龋”的出现几率就非常大。

邹静建议，4岁以上的孩子每天晚上刷牙后，要

学会用牙线，使用方法和大人一样，握住牙线手柄，

嵌入牙齿之间的缝隙，往上弹。高龋风险的孩子应

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一些含氟的牙膏刷牙，一些

娃娃还需要做窝沟封闭等防龋措施。

在电视上，常常可以看到

很多外国人打橄榄球或做别

的运动项目时， 嘴巴里都有护

齿套。邹静称，随着户外游戏的增

加，一些比较活跃的娃娃，牙齿摔断

的极多，尤其是中间两颗门牙最容易受

伤害。

邹静总结说，两个阶段的娃娃最容易导致牙外

伤，一是2、3岁走路不稳的娃娃，监护人一没看到，

就摔倒碰断牙齿等；另一阶段就是7、8岁的年龄段，

比如上体育课跳马栽在“马”上，课间的时候疯跑

撞到桌子上等，打球、耍滑板等出现意外……邹静

称，成都也有少量家长给娃娃戴了运动护齿套。

邹静建议，孩子出现牙外伤后应立即到正规医

院治疗。有些摔坏牙齿的孩子，在外面的诊所没有

治疗好，没办法吃饭，牙齿越来越松，最后来正规医

院时因为牙齿发炎了，只有拔掉。如果摔倒后就马

上来医院，还可以固定保守治疗。

1.乳牙萌出之前：0~6个月的宝宝

第一颗乳牙往往在宝宝6个月左右萌

出， 出萌牙前的宝宝也应每天早中晚3次

清洁口腔，每次哺乳后给宝宝喂一些温开

水。 清洁口腔时用消毒纱布蘸上清水，轻

轻擦拭宝宝的脸颊内侧口腔黏膜、舌背及

上下牙槽嵴，防治“鹅口疮”的发生。

2.乳牙萌出期：6个月~2岁半的宝宝

乳牙萌出后为了防龋齿，爸爸妈妈应

每天为宝宝及时清除牙齿表面的软垢、菌

斑以保持口腔清洁。

所需用品：

消毒纱布、清水和指套牙刷

方法 ：

爸爸和妈妈相对而坐，让爸

爸抱着宝宝。宝宝双腿分开平躺，头枕

在妈妈并拢的双腿上，妈妈用一只手固

定宝宝的头部，另一只手用消毒纱布或

指套牙刷， 蘸清水清洁乳牙的外侧面、

内侧面和咬合面。对尚处于乳牙萌出期

的宝宝， 可以轻轻擦拭按摩孩子的牙

龈， 一方面可替他缓解萌牙时的不适

感，另一方面可防治口腔不洁引起的萌

出性龈炎发生。

在美国，90%的孩子没有蛀牙； 而最近的一次全国口腔

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 中国5岁～6岁的孩子， 患蛀牙率为

66%，平均每个孩子有3.5个烂牙齿。而且我国专业儿童牙医非常

缺乏，14岁以下儿童有3亿多， 但专业的儿童牙医只有400多个，“挂

号难”的现状普遍存在。就拿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任邹

静来说，人称“邹儿牙”的她，号已经排到了今年10月。记者从市内各大

医院获悉，暑期到了，来看牙齿的娃娃打起拥堂。

很多大人都有程度不一的“齿科恐惧症”，一看到牙科诊疗床

以及各种器皿就腿软，更不要说小孩子。不过，却有不少娃娃点名

只要邹阿姨———“邹儿牙”邹静，这是为什么？邹静笑称，儿童

口腔科医生都要先学习儿童心理学， 让娃娃配合你的治疗。

“给他整痛了是一定不会再来的”，打针之前先涂点带水果

味的表面麻醉膏，进针就不会痛，表现好的小孩子给一个

小礼物作为奖励……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孩子就愿意再来

治疗。邹静说，由于传统观念中对牙齿健康的不重视，加上

乳牙比恒牙更容易患龋，娃娃的甜食吃得比大人多，口腔卫

生不如大人重视，刷牙不认真等原因，有些娃娃从1岁起就开

始烂牙齿，大量的娃娃更是拖到5、6岁才到医院诊治，这个时

候已经是“一口烂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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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如何保持口腔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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