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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歲孩子每天戴牙套12小時
誰在販賣焦慮？ 

卷卷三歲四個月的時候，就戴上了牙

套。那是一種可取下的活動牙套，學名叫雙

曲舌簧頜墊矯治器。媽媽何彩憂心女兒的下

牙覆住了上牙，這種症狀通俗的叫法是「地

包天」，學名叫「反頜」，她把矯治器卡在

女兒上頜牙裡面，每天讓她堅持佩戴12個小

時，睡眠時也盡量不摘下。

四個多月後再看，矯治器已經把卷卷的

上牙頂出來了，小女孩笑起來的時候，上下

門牙碰在一起。為了這個效果，何彩付出了

一萬元，卷卷付出了痛苦。由于後槽牙被墊

高，佩戴牙套初期，她的上下門牙無法完全

咬合，露出縫隙，導致吃飯很慢，「像沒牙

的老太婆」。佩戴牙套睡覺時，卷卷無法將

嘴巴合攏，舌頭頂在上下牙之間，她還曾用

舌頭頂掉矯治器，啃咬矯治器。

卷卷還太小，說不出自己的感受。但

何彩對效果滿意，醫生告訴她，反頜越早治

療，療程越短，且未來基本不會復發。何彩

咨詢的醫生來自廈門一家私立兒童口腔醫

院，門店開在商場裡。

近幾年，在青少年和成人整牙熱潮中，

一些商家將眼光投向低齡兒童口腔市場。在

一線城市及東部沿海地區，兒童口腔連鎖診

所已經隨處可見。《》記者走訪發現，在這

類兒童口腔診所中，低齡矯治已經蔚然成

風，甚至建議一歲半的兒童佩戴牙套，在他

們的營銷話術中，牙頜畸形越早治療，花費

的時間和金錢成本越低，「基本不復發」。

根據本世紀初口腔界泰斗傅民魁的一項

流調結果，中國兒童和青少年錯頜畸形患病

率約有70％，但在權威專家看來，「早發現

早治療」的概念在兒童領域是錯誤的。中外

許多研究顯示，所有種類錯頜畸形的最佳矯

治期均在8歲之後，有的人在8歲後矯治效果

更好，有的人4歲矯治和8歲矯治效果相同，

但出于對幼兒的人道關懷，並不倡導過早矯

治。

母嬰博主的焦慮
何彩是90後全職寶媽。平時，她喜歡將

與女兒卷卷的生活分享在社交軟件上，有幾

百粉絲。2021年7月的一天，她收到一條私

信，對方自稱本地某兒童口腔診所的推廣人

員，邀請她帶女兒到店免費體驗洗牙、全口

塗氟與顏面篩查，還提供試戴隱形牙套的機

會與100元報酬，只需事後幫忙在社交軟件上

發一篇推廣筆記。在當今的網紅經濟時代，

母嬰博主接推廣很常見。「私人診所進行這

種類似探店的宣傳還是挺正常的，同期還有

和我一樣為他們宣傳的人。」何彩說。

搜索互聯網，很容易發現這場招募當地

母嬰博主「探店」推廣的痕跡。何彩後來製

作的視頻筆記被這家兒童口腔診所社交賬號

收錄，截至2022年4月6日，其賬號下共15篇

類似筆記，這些筆記集中發佈于2021年7月23

日至8月26日，持續一個月左右，平均2至3天

一篇。筆記的作者都是當地母嬰博主，目前

粉絲數從幾百到8萬不等，他們大部分在社交

媒體上還有其他帶貨行為。

在15篇筆記中，共包括16位小患者接受

了這家兒童口腔診所的服務（其中一篇筆記

是龍鳳胎），項目包括清潔、塗氟與十項全

面篩查，小患者在三歲半到六歲不等。除了

何彩與卷卷的視頻筆記外，其餘均為圖文筆

記，涉及這家口腔診所在當地的4家店面。

記者發現，這些筆記的文案類似，例

如對「口呼吸」的科普，「口呼吸會影響牙

齒、頜骨和面型」；對兒童黃金矯正期的標

準，「5~12歲是孩子牙齒矯正的黃金期」；

還有對于某口腔診所的宣傳口徑：「他們家

售後期是貫穿了孩子整個替牙期，會一直到

孩子換完牙為止」。文案的類似並非偶然。

聯繫何彩時，推廣人員提供了一份文檔給她

參考。「沒有特別要求細寫，也沒有特別強

調哪些一定要寫。」何彩說，推廣人員只是

提出了分享方向，比如科普、體驗記錄等。

包括何彩在內，至少有8篇筆記在文中表

達了「立刻給孩子在這一診所安排矯正」的

想法，部分甚至強調「選擇了透明款」。但

除了何彩確實為卷卷戴上了矯治器，其餘博

主均沒有發佈後續進展。

何彩對女兒的面容充滿焦慮。她告訴記

者，早在卷卷一歲多的時候，她發了卷卷的

笑容在朋友圈，就有朋友留言提醒「寶寶有

些反頜」。那時卷卷剛長出10顆牙，笑的時

候露出了6顆牙齒，中間的4顆牙齒，都是下

牙包住了上牙。晚上孩子睡著後，何彩用手

機查了資料，百度顯示，兒童反頜「三歲矯

正比較合適」。

「我發現得比較早，就想著回頭孩子

三歲了要去看，但是其實那時候也不懂去

哪看病。」何彩說，帶女兒看病的想法一

度擱置，直到收到推廣人員的私信。被推

廣的兒童口腔醫院離何彩家很近，就在她

時常逛的商場裡，體驗過程也很舒適，何

彩說，私人診所不像通常認知中的醫院，裝

修富有童趣，佈置成女兒喜歡的冰雪奇緣的

主題，在等候區，玩偶、繪本和動畫片一應

俱全，工作人員服務也到位，令她感到「溫

馨貼心」。之前考慮帶女兒矯正時，何彩首

先排除了公立醫院。她認為公立醫院「冷冰

冰」，嘈雜且服務不夠耐心，女兒會在矯正

過程感到難受而排斥。

何彩獲得信息的唯一渠道就是互聯網，

她搜索後發現，這家診所在省內連鎖經營，

針對兒童口腔問題，「比較專業」，這讓她

最終下定決心讓女兒在這家診所治療。2021

年9月，卷卷三歲四個月，被診所的醫生診

斷為前牙反頜，「牙性的問題」，醫生建議

趁卷卷年齡小立刻矯正，這樣相對較快且效

果可期。于是，一副雙曲舌簧頜墊矯治器進

入了卷卷嘴裡，是一個粉色透明凝膠狀的固

體，覆有曲折的鋼絲，鋼絲頂在上牙後面，

從正面看不到。在平常佩戴的過程中，用大

拇指將矯治器往上頂後，鋼絲卡住上門牙，

聽到「卡嗒」一聲即可。醫生建議佩戴矯治

半年，然後再觀察半年，一個月複診一次。

兒童矯正並非越早越好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對幼兒進行牙齒矯

正沒有必要。在北大獲得正畸雙博士學位，

目前供職于賽德陽光口腔診所的關心介紹，

兒童早期矯治的最佳時機是在8至10歲，這段

時間是孩子的發育高峰，「骨骼生長發育塑

性特別快」，而牙齒矯正的根源就在于骨骼

的重塑，因此在這期間進行矯治，可以達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果在發育高峰前進行矯正，雖然有

時會有一定的效果，但會增加孩子的治療週

期。「本來能半年完事的矯正，如果更早開

始，很有可能拖成兩年。」關心認為，如果

孩子的童年在矯正牙齒的痛苦中度過，會降

低孩子的生活質量，也會傷害親子關係。

《逐 夢》
作者 米麗亞

轉眼補冬到，姐夫嘴饞上了。

「劏一隻兔子吧，封兔肉最補身子。

另一隻過年劏。」

獅兒放下碗筷，臉漲得血紅，淚都快

掉下了。

「不准打兩隻兔子的主意，那是獅兒

的寶貝，獅兒對好朋友的念想。誰要是動

了，就是逼我姐弟出家門。」

丈夫的心性，大姐最清楚，他手癢了

要是能克制，怎麼會先賭，後蹲戒毒所，蹲

監獄。怎麼會落到被番政府遣配回故里，蹲

家。

她不得不重磅警告，斷了丈夫的念

頭。

四、

蓮葉悄悄的塞給獅兒一個紙包。

「先拿回去藏好。」

獅兒掀起衣服，揣在腰裡。夾在今早

要用的花生藤中間。多瞄了二眼那捆燃料，

才放心再出去刷馬桶。蓮葉告訴他，這二年

沒有看見過二嬸翻它，就壓在櫥底，那鋪在

底的紙我都換了好多次，它還是壓在紙底。

「我不識字，偷偷把它順出來，收好

哈。二嬸知道了怕不把我手指剁了。」

下午，他忍不住拴了廚房門。原來是

「初學尺讀指南」與「秋水軒尺讀」，字大

部分認全。記得夫子說過，快要教念指南尺

讀，還說尺讀是寫信，要大家好好學。

外面似乎有腳步聲，他趕快又藏了。

不能連累蓮葉。他撫弄著白兔子，兔子和他

一起開心，小東西一直抬頭露著兩隻爆牙和

自己一起瞎樂。

大哥這會兒和他阿爸在一起了。

「兔子，兔子，你們趕快生一百隻、

二百隻，大哥就會回來帶我走番。」

大哥辭行時自己為什麼光顧著難過，

發呆。沒叮嚀大哥要捎批信給自己？他又想

到指南尺讀，大哥不會寫字，他不寫，我快

懂得寫給他了。

獅兒懊悔一會兒，高興一會兒。昏黃

的煤油燈下，獅兒恨不得眼透紙背，把大字

下的解釋小字看明白，然後背下全文。

索欠

謹啟者：客歲新曆元年。

代下向舍親處所移小款。現已逾期多

時。刻下前途嘵嘵不分。弟實無以處此。故

特持此箋上達。望

即惠付來人帶下。是荷此請

日安

……

獅兒越背越來精神，雞啼了第二遍才

強迫自己躺下入眠。白天，他邊做事邊神兜

兜的呢喃。

五、

過了小年，老佛爺過來了，宣佈過了

年，元月份擇日動工建金吉三落大厝，呂宋

已匯銀票存入鎮上「複成布莊。」

「獅兒我要了，讓我差用。領一份小

工的錢，過了年，他已十歲，該攢點錢準備

回家。」

「晚上就住我後房，三餐跟厝場工匠

一起。」

「有蔡溪幫襯家務，獅兒就不必回長

房了。」

老佛爺開了金口，這個家的女人們從

來明裡不敢對抗，暗地裡卻是嚼爛了舌根。

二嬸特別到廚房門口像公雞打鳴似的

尖聲尖叫。

「噯喲唉，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在

厝場阻手礙腳，別被打石匠的石星子噴瞎眼

珠子。」

獅兒習慣了她找碴，懶得聽。

他自顧自與兔子說悄悄話。

「哼，萬世人都是歹命種，吃飽了撐

的，才會畜牲跟畜牲說話。」

二嬸說完，立時警覺自己的語病。

今天，獅兒心情好，老佛爺說掙了錢

就可以回家了，想到開心處，不禁衝著二嬸

一笑。二嬸扭著水桶腰一搖三擺，急急走得

灰溜溜。獅兒忽然悟到，這幾年低著頭讓她

嘴上快活好像不對，以後要像今天這樣衝她

笑，氣死她。

獅兒開心之餘，沒有忘記央求老佛爺

把兔子帶過去。他時不時盯著兔子屁股轉，

就盼二隻小東西屁股爭氣。他的祈禱讓伙長

伯聽見了。他抓住兔子瞧了瞧，樂得臉上的

皺紋都扭了：「兩隻都是母的。」

隔天，他們在墟上逛了幾擔賣兔子

的，伙長伯挑了一隻腦袋最大的灰兔子。

「呵呵，看好了，有這隻公的，不久

就會有白的，灰的小兔崽子了。」

埕頭間的地是泥土的，有一天，從牠

們扒的地洞裡帶出來四小毛團。

「額滴個善大哥！一點也不含糊，小

白兔紅眼睛，小灰兔黑眼睛。」

獅兒望空大聲呼叫，告訴善大哥這個

驚人的發現。

六、

金吉大屋是老佛爺的願望，正順利進

行，按照呂宋寄來的厝圖。有做建築業的娘

家侄兒包工，複成代買料，帳房先生用心，

筆筆清楚在案。

老人家不必操煩，只一門心思盼大厝

早早落成，一家三代趕快搬過去，這五間張

舊宅子，還是老相公曾太爺爺所建，最近幾

年，下雨天各房都報說漏水。長工阿木報説

厝頂瓦搪溝都長了稀稀落落青草。

獅兒夜裡不必像賊，偷偷摸摸等大家

睡了才點煤油燈，他可以念出聲來背書。時

常可以跟伙長伯到鎮上趕墟日，看著他和攤

主論價，挑肥嫌瘦鹹魚鯆，聞辨豬油渣是否

新炸、香噴噴；舊的有喀喇味。

不久，他幾然能和廚房幫工挑著大

籃，替伙長伯趕集補貨。

老帳房每次到複成布莊對帳也會叫上

他。這都是老佛爺旨意。

獅兒的話漸漸多了，不再低頭走道。

老人家看在眼裡，喜在心頭。這少年假予時

日，一定能挑起浯村親家翁這一房。看那對

聰慧、發亮的眼睛；走路挺胸昂頭，老佛爺

金口斷定他必成大器。

她心中又暗責溪兒不長進，害得媳婦

怨氣傷了小胞弟心，差點讓他長大了也習慣

垂頭喪氣，沒了淩雲志向。

老人家鬆了一口氣。

獅兒看著二個帳房先生像是比賽撥珠

子，嗒嗒嗒撥打，他的眼都被滴溜溜轉的算

盤珠子眩花了。他注目著珠子隨三隻手指上

下跳躍，卻始終看不出什麼四五六。帳房先

生是呂宋金吉號老相公用過的帳房，老相公

往生，他便有告老還鄉之意，無奈二位少東

苦留不捨，念著老東家對自己的信任、幫

襯。他也走不開腳。如今故里建金吉大厝，

終於受二位少老闆重托，得償還鄉宏願。老

佛爺對他更是恭敬，禮遇。

「怎麼，想不想學？」

「想學要執弟子禮，為師房間每日潔

淨，洗衣雜役一手包，晚餐後習技。你可願

尊照？」

獅兒頭點得像山上那棵大樹上的啄木

鳥。

七、

老佛爺發現獅兒晚上不再背書，睡覺

時辰方回來，以為他又對著兩滿間兔子發

呆。

老人家琢磨著，長媳嫁了自家長房，

海外金吉公家，寄來家批（家費），數目限

格，各房均等，長房人口多，長子不長進，

累他妻、子、女。長媳自然是眼前先顧，娘

家興衰還不急於一時。老佛爺想了又想，二

媳刁鑽，口不饒人；三媳沉默滿腹玄機，咬

人三寸深，都仗娘家有財有勢。自己心裡這

桿秤要平穩呀。

溪兒與老相公打下金吉基業，才有了

牽成（引導）二兒、三兒出外。一時走差踏

錯，今後永賦閑唐山。

老佛爺尋思著，他妻的娘家必須興

旺。將來姐夫小舅互相帮襯，長房大小才不

必看二房三房臉色。

她叫來了獅兒，告訴他，呂宋山，不

是真的錢銀淹腳目，你善大哥要賺到錢回

來，少說也要好幾年。明天開始，每次趕

集，你和伙長伯把這整整兩間兔子挑去墟場

賣，買回紙筆、書，好生習字。

老佛爺的話他不敢不從命，一番說法

也著實打開了他盼著早日去呂宋見善大哥心

結。八歲那年，他聽說願哥哥也去呂宋了，

再過兩年就會回來，三年了，他不是也揮揮

留在呂宋，連二姐也沒來探望過我們。

他買回了紙筆，和一個與帳房先生一

樣的二五珠（上二顆，下五顆）算盤。

他聽帳房先生説了，上下七顆珠的總

值是15，適用於16進位元演算法，一斤等於

十六兩，這種算盤也稱為「斤兩算盤」。

八、

伙長伯聽說他要把剩下的大部分錢給

大姐，更喜歡這有情懂事的孩子了。

伙長伯教他，錢不用給你姐，咱們買

一頭小豬崽子，養在你姐廚房外牆那廢置豬

圈，工地廚餘牠吃不完，你回去告訴你姐，

讓你姐夫養著，大厝完工，豬也大了，她們

可以賣得好價。

你得說會幫著他拿廚餘，你大姐夫不

小心曾踏凹坑，一個大生意人變成這模樣，

你得慢慢改變他。

大姐夫果真放下端著的「番客」，把

豬老爺伺候得乾淨、肚皮圓嘟嘟的躺著，打

哼哼睡大覺。姐夫的臉色漸漸紅潤，他都會

自己挑家裡用水，那雙憂鬱的眼神亦慢慢有

了笑意。

大姐看著豬圈裡的肥豬，嘴角微微上

揚，獅兒看見了她臉上腚開了自己久盼的笑

靨。

九、

獅兒從小早起，習慣了，現在天朦亮

不用為大姐挑水。

大清早，洗帳房先生與自己的衣服，

然後幫忙先生整理內務，甚至連他騷夜壺也

倒了。伙長伯見帳房平日那眼睛好像只望房

頂，對誰都不哼不吭。

發現有人看，他總是故意慢條斯理的

撥動算盤珠，發出不急不徐的「嗒嗒」聲

響，宣示著他的安適與滿足。

「這德行，他該不會是誆獅兒給他做

奴才吧？」

「不要緊，他年紀大，腳沒有少年人

利索，出外人，咱幫幫他也是應該的。」

過了幾天，先生終於在晚餐後開始授

業了。「記住，你得用左手撥算盤，右手是

用來記錄珠子上答案。」

先練習端著左手肘離桌面，彎成寫字

姿勢；三指快速、轉動，作撥盤珠子狀。

三天之內，你必須會寫一至一百阿拉

伯數子，一星期內會背這張九九乘法口訣。

獅兒這才發覺左手不得勁，他轉了轉

肩胛，自己也覺得邪門，平日裡這左手沒少

提石子，怎今晚才端近二柱香久，手胳膊，

肩關節幾然酸脹得再抬不起來。

<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