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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有2000余“透析人”，记者走近部分患者

男子“透龄”20年 几次勇闯生死线
乐观顽强是对抗疾病的法宝

语，到如今的呱哩呱啦，每 为卉子的心态好、精神状
天都开心得像个孩子，成 况平稳，她的病情也得到
了病房的‘开心果’。”正因 有效控制。

你知道什么是“透龄”吗？这是尿 多小时的血透，有人称他们为“透析
毒症患者进行血液透析的年数，也是 人”。昨天，记者走进市友好医院血透
他们与病魔抗争的年数。每周1次-3 中心，走近“透析人”，了解他们的喜怒
次，他们要去医院躺在病床上进行4个 哀乐。

【故事】

“透析人”
【数据】 我市有2000余
顽强乐观地与疾病抗争

60岁男子“透龄”20年
几次勇闯生死线

60岁的老郑是江都人，20年前确 支持下、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老郑
诊病情后，先在邵伯江苏油田总院看 都顽强地挺过来了。如今，老郑每周二、
病，后又到市友好医院求医，整整透析 四、六一早乘99路车从江都来扬州透
了20年。“才知道自己患上尿毒症时， 析，中午再乘车赶回去。
想死的心都有了，想不到这一路走来， “你们看我像个病人吗？这么多年
竟然已经过去了20年。”老郑躺在病床 来，我都习惯了。回家我还能洗衣、做
对记者说。
饭。”老郑爽朗地说，
“既然得了这个病，
这20年一路坎坷，老郑遭遇几次 就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要笑对人
病危，其中还有一次肾破裂。在家人的 生。”

34岁女子“透龄”10年
笑对疾病 成“开心果”

今年34岁的卉子（化名）“透龄”已
有10年。那年，刚查出尿毒症，正值青
春妙龄的她，觉得天都快塌了。她想过
轻生，与其重病缠身，不如悄无声息地
离去。后来，在友好医院血透中心主治
医师张丽霞的帮助下，她开始积极面对
疾病。

“我和她说到大地震、海啸，很多富
有、健康的人就这样突然地离开人世。
你虽然身体有疾病，但比起他们要幸福
得多……”张丽霞的话如春风细雨，化
开了卉子冰冻的心。
如今的卉子，还找到了一份身体
所能承受的工作。“从一开始的沉默不

记者了解到，因为饮食 出现恐惧、焦虑、抑郁的情
习惯等诸多原因，我国因肾 绪。“这时候特别需要家属
功能慢性衰竭而需要进行 的关心和医护人员规范专
透析的病人每年递增。市二 业的指导，帮他们度过最
院（惠民医院）血透中心主 艰难的日子。”张丽霞说。
任冯彬介绍：“ 我市大约有 “过了那个坎后，他们的心
2000名透析病人，每年还有 态就会越来越平和，病情
一定增幅。市区目前有7家 也会得到有效控制。”
医院有血透中心。”
作为一名血透中心的
冯彬说，随着医疗设备 医护人员，张丽霞上班时
的不断完善和医疗水平的 要承担繁重的工作，来回
提高，透析病人的“透龄”一 奔波于各张病床，下班后
再增长。“10多年、20多年 电话也要开成“咨询热
‘透龄’的病人经常可见。” 线”。“透析病人会有各种
在友好医院，记者还 病发症，与普通人相比，他
看到了两位90多岁的透析 们的生活从饮食、用药，都
病人，他们的“透龄”有两 要有严格的规定。稍一偏
三年，目前都乐观地生活 差，就可能出现问题，要对
着。
他们进行及时地引导。”
通讯员 蒋敏
需要注意的是，透析
主治医师张丽霞关心病人老郑身体状况 病人得知病情后，大多会
记者 张庆萍 文/图

一吃饭就塞牙 一刷牙就出血
从没洗过牙“老烟枪”患上牙周炎

市民老张最近吃饭总是塞牙，还
时常出血。经牙医检查，他患上了较重
的牙周炎，这与他爱抽烟、从不洗牙有
关；一年轻女孩爱喝碳酸饮料，结果导
致牙齿龋坏露出牙神经。记者从市口
腔医院了解到，不良的生活习惯对口

医生提醒：睡前要刷牙，少喝碳酸饮料

腔健康危害很大。据悉，目前我市10个
人中约有7人患有牙周炎、牙龈炎等不
同程度的口腔疾病。牙科医生提醒，口
腔卫生关乎身体健康，市民平时应养
成正确的口腔护理习惯，并定期到专
业机构检查、治疗。

一吃饭就塞牙

“老烟枪”原是牙周炎

老张今年48岁，最近时常牙疼。 主任曾诚介绍，老张之所以一吃饭就
“一吃饭就塞牙，一刷牙就出血。”老 塞牙，就是因为牙结石积累太厚，导
张还发现自己有“口臭”，跟别人说 致牙龈受损，牙之间的缝隙也随之变
话，常能看到对方尴尬的神情。昨天 大。
下午，老张到市口腔医院就诊。
为何老张有这么严重的牙周炎？
检查后医生发现，老张的口腔卫 曾诚分析，这与他不良的生活习惯
生情况不太好，不仅口腔有异味、舌 有关。首先，老张是个“老烟枪”，烟
苔发黄，而且靠近舌头一侧的牙面全 龄较长，口内烟斑形成导致结石沉
部覆盖了牙结石。“他牙结石很厚，发 积，局部菌斑刺激使牙周炎加重；其
黄发黑，几乎把牙根部都包裹起来 次，40多年来，老张从未洗过牙，厚
了，明显牙周炎的症状，也是口腔异 厚的牙结石也导致牙齿问题越发严
味的来源。”市口腔医院牙周黏膜科 重。

爱喝碳酸饮料

女孩牙釉质被“溶解”

“不良的习惯对牙齿的损伤真的 质侵蚀，牙齿矿物质被溶解，牙齿就
很大。”曾诚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接诊 会变得脆弱和敏感。而且碳酸饮料中
了一个25岁女孩，一张嘴，前牙区7、8 也含有糖分，当口腔里的细菌遇上高
颗牙都是黑黑的，全都龋坏了。更严 糖，也会发酵产酸，导致牙釉质脱矿
重的是，她的牙釉质被“溶解”，牙神 溶解。
经都露了出来。跟女孩交流后，曾诚
曾诚在门诊发现，近来，年轻人
得知，原来女孩爱喝碳酸饮料，几乎 患可乐牙的比例越来越高。“以前还
每天一两瓶。
不怎么多见，现在一个月我就能接诊
“这是牙齿酸蚀症，是由于长期 一两个这样的患者。”医生表示，可乐
摄入可乐等碳酸饮料后发生在牙齿 牙的初期只是牙齿怕冷、怕酸等症
上的一种疾病，因为主要由于碳酸饮 状，如果发展下去，前牙的结构可能
料引起，所以也称之为‘可乐牙’。”曾 逐渐变薄甚至折断；或者牙齿表面变
诚介绍，碳酸饮料中含有酸性成分， 得脆弱、碎落，继而出现牙体缺损，牙
长期饮用很容易使牙齿受到酸性物 龈暴露。

牙周疾病趁早治

10人中约7人有口腔疾病

记者从市口腔医院了解到， 外，他们还普遍存在牙周炎症
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 状。据估算，特别是老年人群，患
无龋洞、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 牙周疾病的有八九成，“ 牙龈炎
常、无出血现象”。由于口腔护理 主要表现为牙龈出血，可治愈但
意识淡薄，目前我市约有70%的 易反复；牙周炎是牙龈炎进一步
市民患有牙周炎、牙龈炎等不同 发展的结果，可出现牙龈红肿出
程度的口腔疾病。也就是说，10 血或退缩、牙齿松动、移位、口腔
个人中约有7人牙齿有问题。 异味等。”
“对于儿童来说，龋齿是最
口腔虽小，但关乎全身，甚至
常发生的疾病。”曾诚说，不少家 会影响心、脑、肺等脏器的功能。曾
长存在误区，认为幼儿乳牙会换 诚表示，有些严重的牙周炎，甚至
恒牙，所以出现蛀牙也没关系。 会引起肾脏、心脏等器官损伤，
“牙
这其实是个认识误区。“幼儿乳 周疾病会诱发或加重全身性疾
牙龋坏了也是要进行修补的，不 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早
然以后会影响恒牙萌出，甚至影 产、老年痴呆等。”所以牙龈炎要
响孩子咬合功能及面部发育。” 早治疗，时间拖久了，牙龈炎就发
而对于青年人、中老年人来 展成牙周炎，错失治疗良机。
记者 王诗韵
说，除了存在牙齿畸形、龋齿以

绘图 沈江江

【医生提醒】

晚上刷牙更重要
“ 保持口腔健康 ， 就是要在平时养成好习
惯 。 ”医生建议 ，例如刷牙就很重要 ，每次刷牙一
定要刷够三分钟 。 另外 ，晚上不刷牙比早上不刷
牙危害更大 。 白天喝水会冲走牙菌斑 ，吃东西后
唾液分泌增加也会 “杀死 ”牙菌斑 ，晚上少了这些
“帮手 ”又不刷牙 ， 堆积在牙齿缝隙里的食物残渣
会滋生大量的牙菌斑 。 好多孩子喜欢在睡前喝牛
奶 ，高脂的甜牛奶也是牙菌斑最好的培养基 。
医生还提醒 ， 喝碳酸饮料一定要适量 ， 注意
保护牙齿 。 同时提醒青少年及其家长 ，刚刚萌出
的恒牙牙釉质比较薄 ， 更容易被碳酸饮料软化 、
溶解 。 如果真的想要喝碳酸饮料 ， 建议使用吸
管 ，减少饮料在口腔里与牙齿接触的时间 ， 喝完
之后马上漱口 ， 但不要马上刷牙 ， 半个小时或一
个小时后再刷牙 。 因为喝完碳酸饮料 ，牙齿的牙
釉质被酸蚀 ， 牙齿表面会变软 ， 立即刷牙的话对
牙齿的磨损比较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