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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润有光泽，无龋无痛

无出血，这样的牙齿就是健

康的吗？9月 20日是“全

国爱牙日”，提醒市民要注

意牙齿保健。如何保持口

腔健康，拥有一口好牙？桂

城医院口腔科主任熊继峰

为市民送上护牙六大秘诀。

“现在年轻人的牙齿质

量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差了

很多，由于饮食习惯改变，

出现烂牙的情况特别多。”

熊继峰说，年轻人爱吃零

食、喝碳酸饮料和奶茶，导

致口腔卫生差、口内糖分

多，便容易形成烂牙。

牙齿是人的咀嚼器官，

牙齿的好坏关系到口腔健

康，也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

康。熊继峰建议，平时除了

要牢记并做到护牙六大秘

诀外，成年人应每半年到一

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儿童

每三个月到半年进行一次

口腔检查。

目前，桂城医院口腔科

科室有主治医师7名、临床

医生 2名、护师 3名，并配

套有牙椅10张，开展牙周、

牙体牙髓、牙槽外科的修

复、正畸、种植及黏膜病等

诊疗服务。桂城医院口腔

科接诊时间为周一至周六

8：00~12：00 及 14：30~
17：30，有需要的市民可

到院咨询。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源力

通讯员/陈倩莹）近年来，随着人

们生活习惯的改变，胆道疾病

的发生越来越频繁。近日，广

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即原

平洲医院，下称“省医南海医

院”）消化内科和普外科团队，

联手完成了一例高难度的“腹

腔镜联合十二指肠镜治疗胆囊

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微创取

石，帮助患者摆脱多年的病痛，

并迅速康复出院。

腹部“打孔”即可完成手术
患者温先生(化名)反复的

上腹痛多年，一直以为自己胃

炎，便自己在家服用胃药治疗，

但是症状反复，不料，近一周不

但上腹痛较前加剧，更伴有恶心

呕吐，温先生才来到省医南海医

院求医。

省医南海医院普外科团队

接诊后，对温先生进行了肝胆

腹部 B超等相关检查，经过专

业且细致的诊查，发现温先生

除了有胆囊结石并胆总管结

石，还伴随胆囊炎及胆管炎症，

所以温先生的上腹疼痛才越来

越剧烈。

省医南海医院普外科舒柏

荣主任介绍，原来，人体每天约

有 800~1200毫升胆汁流出，

胆囊结石越小，越容易在疼痛

的过程掉落在胆总管里，而胆

总管正常仅有 8mm左右的直

径，日积月累的细小结石就容

易造成胆总管堵塞，进而出现

黄疸，甚至波及胰腺，造成胰腺

炎。因此，对于胆囊结石而言，

结石越小，越要引起重视，更应

及时就医。

在综合评估温先生的病情

后，普外科团队立即向消化内科

发出会诊，经过深入的病例讨论

制定了个性化的诊治方案。为

了尽可能让温先生快速康复，由

消化内科团队及普外团队、麻醉

科团队联手，为温先生进行“腹

腔镜联合十二指肠镜治疗胆囊

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这是一

种微创治疗技术，不用开大刀，

只需要在肚子上打几个0.5~1
厘米的小孔，就可以在腹腔镜、

十二指肠镜中完成手术，达到创

伤小、痛苦少、微创治愈的最终

目的。

腹痛饱胀需提高警惕
据介绍，经十二指肠镜治疗

胆总管结石（全称：经内镜逆行

性胰胆管造影术，即 ERCP）是

将十二指肠镜导入至十二指

肠降部，找到十二指肠乳头，

由活检管道内插入造影导管

至乳头开口部，注入造影剂后

x线摄片，以显示胰胆管的技

术。“ERCP的难点在于，十二

指肠乳头就像一个‘疙瘩’，

插入导管的过程就好比隔着

屏 幕 穿 针 。 操 作 难 度 非 常

高，十分考验医生的技术。”

舒柏荣说。这项操作在镇级

属于领先水平，消化内镜资深

的何浩然医生，操作纯熟如行

云流水，已成功开展此项“高难

动作”。

最终，温先生在省医南海

医院消化内科团队和普外科团

队的强强联合下，不到2小时，

微创手术成功完成，术后第二

天，温先生即可下床活动，充分

体现微创恢复快的优势。

据悉，胆囊结石成因非常

复杂，与多种因素有关，任何

影响胆固醇与胆汁酸磷脂浓

度比例和造成胆汁淤积的因

素都能导致结石形成，因胆囊

结石会引起上腹疼痛，很多人

把胆囊结石当胃病治。

省医南海医院普外科团队

提醒市民，一旦出现腹痛、饱

胀不适、嗳气、呃逆、恶心等

症状，需提高警惕，可以通过

照 B 超等方式检查是否有胆

囊结石。若发现得了胆囊结

石，需及时就医。

■案情回顾：
2017年 10月 9日，王女

士的母亲通过邮政快递将大

约 20件共价值近万元的衣物

邮寄给在浙江省某县的王女

士。当王女士取件的时候，发

现大部分衣物丢失，只剩 4件

衣物，仔细查看包裹发现有破

损，明显在运输过程中衣物丢

失了。王女士进行投诉，因未

保价，仅获邮政公司123元赔

偿。王女士认为邮政没尽义

务打包结实，导致快件丢失，

不服赔偿，遂向消委会投诉。

■部门说法：
本案中，王女士通过邮政

邮寄快递未保价而丢失，是按

照《邮政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进行赔付，即“未保价的给据

邮件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

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

高赔偿额不超过所收取资费

的三倍；挂号信件丢失、损毁

的，按照所收取资费的三倍予

以赔偿。”

而邮政和快递服务的性质

完全不同。邮政是国家行为，

邮政专营受国家法律保护，而

快递则是普通的商业物流行

为，受《合同法》等民商法律调

整。目前市面上某些快递公

司对丢失快件的赔偿依据《邮

政法》，一般赔偿消费者资费

的 3~5倍，实质上是在歪曲法

律，推卸责任。保价快件丢

失、损毁时，只需按保价金额

赔付即可（同时免除快递服务

费）；而不保价的快件丢失、

损毁的，赔偿的依据是《民

法》、《合同法》等关于损失赔

偿的规定，但用户一方对寄

递物品的实际价值负有举证

责任。也就是说，即使不保

价，只要用户能够证明物品

的价值及其他损失的具体数

额，都可以依法提出赔偿要

求。工商部门提醒广大消费

者，在通过快递邮寄贵重物品

时，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纷

争，最好进行保价。

■相关链接：
9 月 7 日~9 月 20 日，逢周

五到周日，南海区普法办、南

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举

办“诚信佛山，放心消费”微信

学法大赛，参与游戏答题有机

会获得微信红包等丰厚奖品，

详情可关注“南海普法”、“南

海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梁艳珊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

组织捐赠财产用于慈善活

动 的 ，依 法 享 受 税 收 优

惠。捐赠人向慈善组织捐

赠实物、有价证券、股权和

知识产权的，依法免征权

利转让的相关行政事业性

费用。

《慈善法》知多D
股权捐赠有税收优惠吗？

《慈善法》

2016 年 4 月 20 日，财政

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公

益股权捐赠企业所得税政策

问题的通知》。《通知》明确，

企业实施股权捐赠后，以其

股权历史成本为依据确定捐

赠额，并依此按照企业所得

税法有关规定在所得税前

予以扣除。公益性社会团

体接受股权捐赠后，应按照

捐赠企业提供的股权历史

成本开具捐赠票据。

配套法规

慈善组织及其取得的

收入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慈善组织、捐赠人、受益人

依法享受税收优惠的，有关

部门应当及时办理相关手

续。

慈善组织能享受税收优惠吗？

《慈善法》

2018 年 1 月 1 日，财政

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非

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实

施。《通知》明确，申请非营利

组织免税资格需同时满足八

项条件，包括工作人员工资

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

内，不变相分配该组织的财

产，其中：工作人员平均工资

薪金水平不得超过税务登记

所在地的地市级(含地市级)

以上地区的同行业同类组织

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工作

人员福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执行等。

配套法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应当建立慈善组织及其

负责人信用记录制度，并向

社会公布。

慈善组织信用建设要注意什么？

《慈善法》

2018年1月，《社会组织

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发布实

施。《办法》共26条，以建立信

用约束为核心，主要分为五

部分内容。一是明确社会组

织信用信息范畴；二是规定

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的基

本原则；三是规定活动异常

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

具体情形；四是确定信用监

管的程序要求，包括认定程

序、移出程序、异议处理等；

五是明确守信激励和失信惩

戒措施。

配套法规

南海普法 南海市场监管

工商篇——

邮寄贵重物品
应进行保价

“胃痛”愈演愈烈一查竟是胆囊结石
医生提醒市民要警惕腹痛、饱胀不适症状，有可能是胆道出问题

口腔科医生建议市民适时做检查

文/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通讯员钟恬

护
牙
六
大
秘
诀

牢记六大秘诀
拥有一口好牙

每天有效刷牙两次
龋病和牙周疾病是

两种最常见的口腔疾病，

主要是由附着在牙齿上

的牙菌斑引起，因此清除

牙菌斑是维护口腔健康

的基础。

刷牙能去除牙菌斑、

软垢和食物残渣，保持口

腔卫生，维护牙齿和牙周

组织健康。刷牙清除牙菌

斑数小时后，菌斑可以在

清洁的牙面上重新附着，

不断形成。

特别是夜间入睡后，

唾液分泌减少，口腔自洁

作用差，细菌更容易生

长。因此，每天至少要刷

牙两次，晚上睡前刷牙更

重要。坚持做到早晚刷

牙，饭后漱口。

提倡使用含氟牙膏
使用含氟牙膏刷牙

是安全、有效的防龋措施，

三岁以上的儿童每次用量

为黄豆粒大小，成人每次

刷牙只需用大约0.5~1克

（长度约0.5~1厘米）的膏

体即可。如果在牙膏膏体

中加入其他有效成分，如

氟化物、抗菌药物、抗敏感

的化学物质，则分别具有

预防龋齿、减少牙菌斑和

缓解牙齿敏感的作用。

健康饮食保护牙齿
糖是人体能量的主要

来源，同时也是引起龋病

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如

果经常摄入过多的含糖食

品或饮用过多的碳酸饮

料，会导致牙齿脱矿，引

发 龋 病 或 产 生 牙 齿 敏

感。因此，应尽量减少每

天吃糖的次数，少喝碳酸

饮料，进食后用清水或茶

水漱口，晚上睡前刷牙后

不能再进食。

乳牙龋病应及时治疗
龋病可以引起孩子

牙痛，牙龈、面部肿胀，甚

至高热等全身症状。龋病

长期得不到治疗可造成儿

童偏侧咀嚼，双侧面部发育

不对称，还会影响恒牙的正

常发育和萌出。

如果没有健康的牙

齿，孩子就不愿吃含纤维多

的蔬菜和肉食，造成偏食等

不良饮食习惯，影响全身正

常生长发育。因此，“乳牙

总是要换的，坏了不用治”

的看法是错误的。

不要带着口腔疾病怀孕
一旦妇女已经怀孕，

那么在怀孕早期和晚期接

受复杂口腔治疗，会因为

紧张和疼痛等因素，增加

胎儿流产或早产的风险。

因此，女性在计划怀孕前

就应主动接受口腔健康检

查，及时发现并处理口腔

内的疾病或隐患，避免在

怀孕期间因为可能发生的

口腔急症而带来治疗的不

便和风险。

为适龄儿童做窝沟封闭
“六龄牙”是萌出时间

最早的恒磨牙，其咀嚼功

能最强大，也最容易发生

龋病。窝沟封闭是预防恒

磨牙窝沟龋的最有效方

法。其原理是用高分子材

料把牙齿的窝沟填平，使

牙面变得光滑易清洁，细

菌不易存留，达到预防窝

沟龋的作用。

但并不是所有的孩

子都需要做窝沟封闭，要

由医生检查后，确认符合

适应症的牙齿才需要做。

同时，做完窝沟封闭的儿

童仍然要每天认真刷牙。

■桂城医院口腔科医师正在为病人看诊。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