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觉独立、定期规律的牙齿和口腔保健

对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的
建议、信息和帮助

“从儿时做起”



自觉独立、规律的口腔保健 —— 从儿时做起 —— 是幼儿

教育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常常是对家长和老师们一个不小的

挑战。俗话说的好，“好的习惯要从小养成”，即我们应该及早

教会孩子们正确地刷牙。

可以采用游戏的趣味方式让孩子们掌握在这方面最初的技能。

而最初开始尝试时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把儿童牙刷和清水。

不久之后就可以使用儿童牙膏了。

亲爱的家长和老师们，为了帮助您以趣味的方式轻松完成您的

幼儿教育工作，我们和经验丰富的教育家们一起设计了这本小

画册。共六页带文字说明的双面图画，以生动多彩图文并茂的

形式帮助孩子们了解以下几个重点话题：

 6  我们笑的很开心！
 从乳牙到恒牙

 8  不要忘记刷牙
 正确的刷牙方式和合适的工具

12  我们有用的工具
 牙齿的任务和功能

16  有请下一位
 定期去牙医那里进行例行检查

20  健康的饮食：健全的牙齿。
 选择正确有益的食品

24  它们对于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让我们去动物的世界看看

我们希望这本小画册能给您带来关于口腔卫生知识

方面的乐趣，并祝您在进行这项重要的工作时心

情愉快、一切顺利。

您的卫生团队

尊敬的家长和老师们！

ANZEIGE



卡洛琳     
 6 个月：

一颗牙齿

卡尔莉
 3 岁：

20 颗牙齿

洛塔
8岁:

-1 颗牙齿

汤米
  11 岁：

带着牙箍到处跑
海伦娜
  13 岁：

牙齿已全部长齐4 5



6 到 8 个月之间开始长第一颗乳牙。

不过，即使是婴幼儿也可能很早被传
染上龋齿。而不健康的乳牙又会损害
其后长出的“真正”的牙齿。因此，
爸爸妈妈们也应注意，避免让孩子“
舔干净”掉在地上的勺子或奶嘴。

三岁后，20 颗乳牙全部长齐。

在最早的四颗牙齿长出来后，就应
该以趣味的方式让孩子熟悉刷牙，
激发孩子自己使用牙刷的兴趣。

幼教人员、幼儿园和幼教机构应
全力支持家长们培养孩子规律和
独立的牙齿及口腔卫生习惯。

我们笑的很开心

从 6 岁到 14 岁这个阶段，
恒齿开始生长，并且一颗一
颗地替换掉所有的乳牙。

直到 30 岁还会长出 12 颗臼
齿。一个成年人的整副牙齿一共
有 32 颗：8 颗门齿，4 颗犬
齿，20 颗臼齿。恒齿之后只有所
谓的“全副假牙”，每颗坏了的且
无法修补的牙齿都无法再重新
长出。由于不会再自己长出新的
牙齿，出现的空隙只能用由塑料
或陶瓷制成的人造牙齿填补。

孩子越早学会如何自觉独
立并且彻底地护理和清洁牙
齿和口腔，越有益于身心健
康。因为，拥有健康清洁的
牙齿笑容会更加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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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要 忘记 刷 牙

早晨 
早餐后

晚上 
睡觉前

正确刷牙 —— 应该这样：

按照 K A I 方法来刷牙：

先是咬合面（K），

接着是牙齿的外表面（A），

最后是牙齿的内表面（I）

 
 
 
  这

把
牙刷已经不能再用

了

 
 
 
   牙

刷
应该是这个样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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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牙齿保健和口腔卫生不
仅仅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
同样重要的还有使用适当的
牙刷和选择有效的牙膏。

正确地刷牙不仅仅是为了清洁牙齿，同
时也是按摩牙龈，从而使其更牢固。

每顿饭后刷牙为最佳，因为食物残
余物将被立即去掉，让有害沉积物
（斑块）根本没有机会形成。

不过这需要的远远不止一个
时刻准备好的随手可用的牙
刷，还要有高度的自律。

无论如何，每个人应该每天两次、每次
花 2-3 分钟的时间，用彻底、上下转
圈地刷牙动作护理和维持牙齿健康。

牙刷的形状繁多、颜色也各异。不过一
个适合儿童的牙刷应具备以下特点：

• 牙刷毛圆润柔软
• 刷头短
• 刷柄紧凑便于牢牢抓住！

每个孩子都应该有自己的牙刷并且
只使用这把牙刷。所以这把牙刷应
该有一个固定的颜色并且在浴室里
放在固定的位置。孩子也应该尽可
能地使用一种特殊的儿童牙膏，其
配方特别适合纤弱敏感的粘膜。

我们建议 6 岁以下儿童使用氟
含量为 500 ppm 的牙膏。氟化
物可以固齿，也可以使牙齿不容易
生龋齿。牙膏的味道不可太辣也
不可太甜，即可以让刷牙变的有
趣但不会令孩子误吞食牙膏。

早上和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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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 
我们的好帮手

健康的牙齿
是我们的好帮手！

门牙是平的，有

锋利的边缘，而

犬齿是尖利的。

有了它们就好像

有了一把钳子，可

以用力撕咬。

臼齿是圆的，咬合面

积大。像锤子砸在铁

砧上，它们可以将嘴

里的食物碾碎，方便

将食物吞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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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颗乳牙开始，牙齿就作为
天然的“工具”伴我们到老。

就像一部由多个部件组成的可靠的
机器，上下颚的门齿、犬齿和臼齿每
天都完美地完成它们分内的工作。

没有人愿意在吃饭时少了牙齿。
不过也有一些人（主要是老年
人）必须放弃使用自己的牙齿。
即使他们使用人造牙齿吃饭时
也往往会遇到困难，导致他们
在选择食物上受到限制。

因此，我们必须像维护一台机器
一样，尽我们所能随时护理好
我们的“工具”并且定期检查，
必要时进行修复，让他们可以
随时而长久地为我们服务。

一副健康的牙齿有利于正常的
发声和吐字清晰的发音。

相反，发育不健全的下颌或
者有缺陷的牙齿，会给幼儿
在学习语言时造成困难，从
而导致日后的语言障碍。

重要的是：干净、整洁的牙
齿和清新的口气会给我们
身边的人带来好感。

我们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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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请下一位！”

不要害怕
牙医！

牙医用他的小镜子可以对牙齿做全

面彻底的检查。当他发现了一颗坏

牙齿就会立即进行修补，这样才可

以避免牙痛并保护牙齿完好。

最有趣的当然还是那座

牙医椅。躺在上面就好

像躺在床上一样舒服。

这样牙医才能最有效

地进行他的检查。

即
使
平
时

做
到
对
牙
齿的最佳护理,每年也应该去牙

医
处

检
查
两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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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及早让孩子熟悉定期到牙医
处进行牙齿的例行检查，以预防牙
齿疾病并及时发现颌骨和牙齿在发
育时期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

利用最新的技术、凭借敏锐的目光，
牙医非常认真仔细地检查整个口
腔 —— 每一颗牙齿和牙龈。他尤
其注意有没有生龋齿的迹象，这是
儿童当中最常见的牙科疾病。

龋齿的形成是由于牙齿表层的保护膜
被有害沉积物（斑块）所产生的酸液
破坏，健康的牙齿物质遭到侵蚀。

定期检查可以及时得到牙医的帮助。
他会进行必要的牙齿修复，还可以针
对个人的牙病预防提出宝贵的建议。

此外，牙齿矫正医师和牙科技师
们也用他们丰富的知识和技术，
给予牙医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例如，一个小孩可能需要在一段时
间里戴一副牙箍，可以帮助他处在
生长阶段的牙齿保持整齐的形状。

每副牙箍都是量身定制，并
且还需要逐步进行调整。

戴牙箍不一定很舒服，不过
这可能是帮助颌骨和牙齿
健全发育的最佳方法。

有请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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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饮食：  健全的牙齿。

你们认识其中哪些食物？

这么多美味的东西。它们
是否都对身体健康有益? 

通过仔细地刷牙可用剔除
牙齿之间残余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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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的饮食是每个人身心健康
最基本的条件。这对于儿童尤其
重要，因为他们正在发育的身体
全都依赖健康适当的营养。

不健康的饮食不仅对牙齿有直接
的影响，还会带来持久的损害。

健康饮食的基础由谷物制品（大约 40
％）例如面包（多吃全麦面包！）、硬
麦面条、玉米片和什锦麦片组成。
新鲜的水果和蔬菜（35％）也同样十
分重要。牛奶和奶制品（奶酪、酸奶
等）对于儿童是必不可少的。加上其
他来自动物产业的食品如肉类、家
禽、香肠、鸡蛋和鱼类等，这类食物
大约占我们饮食的 20％ 左右。

那么还剩下 5％。这里面包括脂肪、
油还有其他所有一切好吃的东西，有
的人甚至希望只吃下列食物：蛋糕、巧
克力、可乐、汽水、糖果，冰淇淋……

所有这些给我们的舌头带来甜蜜享受
的甜品却令我们的牙齿害怕和担忧。
糖分是产生对牙齿有害细菌的最佳
温床，从而提高了生龋齿的风险。

因此，家长和老师们购买食品时肩负
重要的责任。有些食品带着小牙齿的
标志，这代表这些都是对牙齿十分有
益的食品。

我们饮食中的一个问题是，越来越
多的工业成品摆上了餐桌，这些食品
中的成分都被碾磨的很细，牙齿没
有太多的事可做了。而实际上，咀嚼
略微粗糙的食物例如全麦面包对保
护牙齿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因为咀嚼可以巩固
牙龈，也就是牙齿的载体，
另一方面牙齿上的有害
沉积物也可以通过咀
嚼进行自我清洁。

祝你好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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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牙齿 —— 它们对我们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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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不仅对我们人类很重要。在动物
世界中它们也起着很大的作用。通常
他们不仅仅只是咀嚼的工具，还可以
作为狩猎或者防御的武器以及筑巢
的工具，或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用
来表明它们在同类中的领袖地位。

根据动物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它们的
生活方式以及饮食习惯，在动物王国里
可以看到很多形状迥异的牙齿。 

海狸可以用它大而锋利的门
牙将整个树干咬断，用来在水
中建造它的海狸小屋。

毒蛇不仅有着尖锐的利齿，用来捕
获它们的猎物，还有两颗毒牙，可以
麻醉猎物。这些毒牙很锋利，里面有
一根管子，通过这根管子注入毒液，
就像医生的注射器。顺便说一下，蛇
毒被我们人类用于药物制造。

鲨鱼作为最危险的猎手之一生活
在所有主要的大海和大洋中。它
强有力的颚中长着前后两排牙齿，
让它不会错过任何猎物。与我们
人类不同，鲨鱼有一个好处：它
们一辈子都可以不断地长出新
牙，直到生命的尽头。

人们普遍认为，又长又白的象牙是世
界上最大的牙齿。而它们恰恰并不是
真正的牙齿，而是两个象牙做成的防
御武器。大象真正的牙齿也在大象
用来咀嚼的地方，在它们的嘴里。

某些动物的年龄可以从牙齿的长度
判断出来，例如海象。通过牙齿的长
度，族群中年长且经验丰富的动物可
以获得全族的尊重。如果一个年轻
的海象想要在族群里争夺首领的位
置，往往需要用它的牙齿（海象牙）
和首领海象展开一场艰苦的角斗。

“伶牙俐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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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美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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