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够为社会做点事情， 我感觉是
一种幸福。” 1月13日， 手捧“优秀社企
共建单位” 奖杯的熊永秀对记者说。

熊永秀是北京亦庄皓尔国际口腔医
院的院长， 也是皓尔志愿服务队的创始
人。 在她的带领下， 他们进学校、 进社
区、 进企业， 为孩子、 老人、 一线职工
等多类群体做口腔义诊， 短短几年时
间， 获益群体就达数万人。 在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举办的“2019年学雷锋志愿
服务工作推进会” 中， 他们获得了“最
美志愿者” “最美志愿服务组织” “最
美服务项目” 三项大奖； 他们的志愿服
务队还是开发区总工会特约服务商……
他们还用公益行为带动了许多爱心企
业， 携手构建一种践行社会责任的全新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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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义诊服务， 从孩子抓起

“孩子在换牙期间， 乳牙出现蛀
牙是否要治疗？” “儿童的乳牙很薄，
一旦发生龋坏会一下扩散开来！ 不仅
给孩子带来痛苦、 影响进食， 严重的
蛀牙可能导致乳牙早失 、 恒牙易位 。
甚至会造成颌骨发育异常， 从而影响
全身的健康发育。 所以一旦发现蛀牙，
一定要尽快治疗， 千万不要抱有侥幸
心理。” 皓尔国际口腔医院主任医师、
教授郅洁云详细地对孩子家长进行口
腔健康知识宣教。

近日， 皓尔国际口腔医院又一次
组织了针对儿童的口腔义诊， 3到7岁
的孩子在家长带领下， 参加了这次口
腔义诊活动， 除了孩子乳牙出现蛀牙
是否需要治疗， 诸如 “新长的门牙有
一些小锯齿， 是否正常？” “孩子的龋
齿能有多严重？” “换牙后为什么有
的孩子萌出的新牙不正， 龅牙怎么预
防？” 等问题， 也被家长们抛给了医护
人员。

除了进行口腔知识宣教， 为了让
孩子们不害怕， 适应医院的环境， 在
义诊之初， 由医护人员给孩子们换上
小白衣， 让孩子身临其境， 不再对看
牙感到害怕， 然后给孩子们洗牙、 涂
氟。 “宝宝， 你的嘴里有小黑牙， 龋
齿较严重， 要好好治疗呀。” 皓尔国际
口腔医院石其福医生笑着对7岁的熙熙
说， 熙熙则认真点点头， 望向了自己
的妈妈。

“我以前没太注意孩子口腔卫生，
之前熙熙在读幼儿园时， 咱们医院去
幼儿园做义诊 ， 听了医护人员宣讲 ，
我才意识到孩子口腔卫生的重要性 ，
但孩子之前爱吃糖， 牙齿都成黑的了，
你们得赶紧给他治治。” 熙熙的妈妈焦
急地对医生说。

记者了解到， 去年10月， 在院长
熊永秀的规划下， 皓尔已经单独成立
了 “皓尔国际儿童齿科”， 主诊儿童龋
病、 牙髓疾病、 根尖周疾病、 牙齿畸
形等， 并为孩子们提供全面跟踪的口
腔预防保健， 治疗及护理服务。 据熊
永秀介绍， 针对孩子看牙恐惧、 看牙

不配合等情况， 还专门开展了儿童舒
眠诊疗模式， 以更加耐心、 细心、 贴
心的诊疗服务， 让孩子看牙全程愉悦
舒适。 此外， 医院还多次组织医护人
员到学校、 社区去为孩子做口腔义诊，
每年服务的孩子在数千人次。

每年受益老人上万人次

“据我所知， 很多患者都是因为
口腔问题已经严重到影响正常生活了，
才会去医院看牙。” 熊永秀说， 有调查
数据显示， 我国80%至97%的人， 有不
同程度的牙周疾病。 但我国有接近60%
的人从未看过牙医， 去口腔医院检查
清理口腔的人不到2%。 “我希望通过
皓尔的公益努力， 让更多人意识到口
腔健康的重要性 。 想预防口腔疾病 ，
只是早晚刷牙还远远不够 。” 熊永秀
感慨地告诉记者。

在平时的运营中， 皓尔团队始终
坚持为顾客提供超五星级的诊疗服务，
院长熊永秀认为超五星级诊疗服务
不能局限于诊所内， 要走进社区、 校
园 、 企业 ， 广泛普及口腔健康知识 ，
增强口腔保健意识， 让大家重视口腔
健康 ， 预防口腔疾病 ， 才是真正的
“超五星”。

为了践行公益理念， 皓尔自成立
之初就开始进行科普 、 义诊等活动 ，

义诊除了关心孩子 ， 关心一线职工 ，
他们还走进了社区， 关心老年人群体。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没想到我
的牙还能治好！ 现在可以咀嚼了， 吃
东西都香了。” 90多岁的李老太激动地
对熊永秀说。

李老太曾是老革命， 牙齿已经脱
落20多年了， 平时用牙床吃饭， 基本
以流食为主， 牙床也磨得不成样子了，
前不久， 李老太的女儿女婿参加了皓
尔志愿队在荣华街道的义诊活动 ， 他
们对于义诊宣教很感兴趣， 免费做了
口腔检查、 洗了牙， 感到医院服务很
到位 ， 医护人员对待患者十分体贴 、
细致。 第二天， 便带90多岁的老母亲
直奔皓尔口腔， 做了检查， 医生给出
了详细的治疗方案， 最后为老人做了
全口吸附性义齿， 目前老人已经可以
吃东西时咀嚼了， 也不用全吃流食了，
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这让李老太一家
人都很开心。

据了解， 近几年来， 皓尔口腔医
护人员义诊的脚步几乎遍布了亦庄所
有社区 ， 他们走进社区为老人做义
诊 ， 赠送牙护用品， 进行口腔健康知
识的宣讲……每年受益的老人都有上
万人次。

联手做公益， 永远在路上

“我们做义诊就是希望越来越多的
社会群体能意识到口腔健康的重要性，
让大家都能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拥抱
幸福生活。 ”熊永秀告诉记者。

除了学校、 社区， 皓尔公益团队
还走进了企业、 养老院等机构。 不仅
如此， 皓尔团队的公益行为还带动了
周围的企业 。 和皓尔合作过的客户 ，
诸如京东、 奔驰利星行、 迪卡侬、 山

姆会员店、 蓝天等企业， 都在熊永秀
的带领下， 一起走进敬老院， 为孤寡
老人送上床单、 被罩、 按摩器、 灭蚊
灯、 折叠椅、 保温杯、 牙刷牙膏、 食
品等多种生活物资 ， 还为老人理发 、
免费洗牙、 进行口腔检查等， 并赠送
专业口腔护理用具。

与此同时， 他们的公益行动还关注
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去年初， 为了让
敬老院的200余位老人热热闹闹过个
节， 他们义诊服务时， 还为老人们献
上了一台精心准备的文艺演出。

“当时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拉着
我们的手， 泪都流下来了， 一个劲儿
说着谢谢我们来看他们， 他们很开心，
舍不得我们走， 当时我们参与公益活
动的很多企业员工眼圈都红了。” 熊永
秀激动地说。

至今， 在皓尔团队的科普和义诊
活动中受益的群体已有数万人次。 说
到未来的公益计划， 熊永秀说， 未来
会增加孕产妇关于口腔健康的课程或
讲座， 除了教她们管理自己的口腔健
康， 也会教她们如何给孩子树立正确
的口腔健康理念， 毕竟家长是孩子口
腔健康第一责任人。 然后加大幼儿和
老人相关活动的占比， 在中小学校及
托幼机构 、 养老机构进行科普讲座 ，
除了一些基础的口腔健康常识， 还会
教大家正确认读食品营养标签添加糖
的能力， 从根源上预防口腔疾病。

眼下， 又到年底了， 熊永秀正筹
划联系更多的爱心企业 ， 继续去给
敬老院的老人送去节日问候 ， 让他
们过一个幸福祥和的春节， “联合更
多爱心人士、 爱心企业关爱需要关爱
的群体， 我们永远在路上！” 熊永秀深
情地说。

走出去，把爱献给更多的人
———皓尔国际口腔医院志愿服务队义诊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