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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蔡佳倩

海口的夏季气候炎热，又闷，对于相
对脆弱的儿童来说，最容易受到疾病的
侵袭。 日前，记者在省妇幼保健院了解
到，入夏以来，该院门诊中小患者明显
增加，其中患感冒发烧的儿童每天高达
300人次， 另外还有不少儿童被诊患上
了胃肠型感冒。 该院儿科住院部医生张
娅琴说，要让孩子安然度夏，必须多喝
水、少待在空调房里。

感冒在寒冷的冬季比较多见，然而
记者日前在省妇幼保健院采访时发现，
在炎热的夏天，感冒患儿也不少。

据了解，最近侵扰海口儿童的感冒
主要有三种：“咽结膜热”、“疱疹性咽
炎”、“胃肠型感冒”。 胃肠型感冒主要
是由一种叫“轲萨奇”的病毒引起，同
时伴有细菌性混合感染。 它的发病症状
主要是：胃胀、腹痛、呕吐、腹泻，一天排
便多次，身体感觉乏力，严重时会导致
机体脱水、体内电解质紊乱，免疫系统
遭到破坏。

张娅琴说，虽然夏季儿童感冒类型
不同，但究其原因，不少都是因为室内
空调开得太冷造成的。 她说，连续的高
温天气，一些家长担心孩子受热而在室
内长时间使用空调， 一旦来到室外，导

致孩子机体对冷热变化不适应而患上
疾病。 此外,由于孩子好动，很喜欢屋里
屋外乱跑，冷热夹击之下，孩子得感冒
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家长平时该如何预防孩子患上胃肠
型感冒呢？ 张娅琴建议，平时家里室内
外温差最好保持在 5 度以内，空调不要
直接吹着孩子， 为了保持空气新鲜，定
时开窗通风也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幼
儿在夏季应注意多饮水。 饮食应少量多
次，多吃解暑的食品，如，绿豆汤、冬瓜
汤等，不吃辛辣、甜腻或油炸的食品。 家
长要给孩子勤洗手并剪短指甲，不让孩
子用脏手揉眼睛。 避免夜间长时间用风

扇、空调降温。
如果孩子不小心患上胃肠型感冒，

张娅琴提醒父母,应该注意让室内空气
流通， 气候变化时及时给孩子增减衣
服； 如果孩子服用退热药后出了很多
汗， 每次出汗后应该及时将湿衣服换
下， 以免宝宝再次着凉而病情加重；发
热期间多给孩子喝温开水，吃易消化食
物，口味清淡，拒食辛辣、冷饮、油腻、油
炸食品。

“在孩子患病期间，孩子食欲减退是
正常反应，父母不用着急，更不要强迫
孩子进食， 应该让孩子的肠胃得到休
息，有利于宝宝的恢复。 ”张娅琴说。

夏天小儿感冒拉肚子

都是空调惹的祸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彭华

5月 30 日下午，备受海南市民关注
的“单独两孩”政策终于落地。 随之而
来的，是对二胎蠢蠢欲动的夫妻，对自
己适不适合生二胎的考虑。 你是不是
生二胎的高危人群？ 年龄超过 35 岁了
该怎么备孕？ 头胎是剖宫产，怀二胎及
分娩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对于大家
比较关心的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海
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副主任医
师劳海红。

准备怀孕前三个月
到医院做个再生育检查
政策放开后， 很多家庭有生二胎的

意愿，但是生孩子不仅要考虑社会问题、
经济条件， 还要考虑女性本身的身体条
件适不适合再怀孕生产。

劳海红介绍，经产妇（曾经生过孩子
的产妇） 生产中发生重症或者死亡等不

良后果的比例要比初产妇 （第一次生孩
子的产妇）高。 一般建议，女性有再怀孕
的意愿，起码提前 3 个月到医院做相关
检查和评估。

“特别是宫颈，如果第一次生产是
剖宫产，那我们要着重评估子宫疤痕的
情况。 这也是经产妇和初产妇的主要区
别之一。 ”劳海红说。

哪些是怀二胎高危人群？

二胎如何备孕？

劳海红建议准备生二胎的夫妻，要
做好备孕工作。 除了必要的孕前检查，
还要注意夫妻双方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精神愉快，加强锻炼，控制体重；均衡膳
食，加强营养，戒烟戒酒，保持良好作息
时间）。

另外，规律性生活，因男性精子储备

需要 2-7 天时间，频繁的性生活反而导
致精子质量下降； 避免接触有毒有害的
物质，避免在新装修房屋内生活；算好排
卵期， 在排卵期进行性生活可提高受孕
几率 （月经规律的女性排卵期在下次月
经来潮前 14 天， 若出现基础体温的升
高， 白带透亮，LH 试纸测为阳性等，均
是排卵的信号）。若经过以上措施半年之
内无法自然受孕的夫妻， 建议在有资质
的生殖医学中心指导下备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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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孩
子都喜欢吃甜食、软食、粘食，这些食物
易粘在牙齿上， 再加上平时刷牙不仔
细，不少孩子还没有换恒牙，嘴里已经
有了好几颗虫牙。 专家指出，窝沟封闭
是预防儿童龋齿的有效方法，当儿童牙
齿出现窝沟龋的时候，做窝沟封闭能保
护牙齿，使牙齿不会进一步被龋化掉。

据了解，窝沟封闭就是用一种材料
在牙齿的十字型窝沟内涂上，液态时它
可渗入到牙齿表面的窝沟内，经光照后
固化。 就如同给牙齿穿上了一层保护
衣，使牙齿免受食物侵蚀。

海南拜尔口腔医院院长羊强介绍，
6 至 8 岁是孩子最适合做窝沟封闭的
年龄。 此时孩子的恒牙刚萌出不久，需
要及时进行窝沟封闭加以保护。刚萌出
的牙与对颌牙咬合面还未完全吻合，窝
沟封闭后不会带来不适感。此时的孩子

多已入学，也懂得配合医生。
羊强院长说，因龋坏乳牙过早脱落

而使咀嚼功能降低，不能很好地嚼碎食
物，长期如此容易使患儿偏食，造成机
体营养不良，妨碍儿童生长发育。另外，
乳牙是儿童时期的咀嚼器官，由于咀嚼
功能的刺激， 才能促进颌骨的正常发
育，失去了这种正常生理性刺激，颌骨
的正常发育受到影响，可造成颌面部畸
形，这种现象一旦形成是很难矫正的。

羊强认为，目前大部分家长对儿童
口腔疾病的重视程度并不高，再加上我
省口腔医疗水平的滞后，从调查数据显
示来看， 我省儿童口腔健康不容乐观。
希望社会各界通过形式多样的公益宣
教活动，让孩子们更多地了解爱牙护牙
知识，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了解窝沟
封闭对保护牙齿的重要性。

（晓原 春荣）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彭华 付伟华

双胞胎数量增加
年轻父母想“一举两得”

2013 年，有国内媒体报道，南京某
小学新生报名，迎来 10对双胞胎。 虽然
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引起人们对双胞
胎数量增加的关注。

如今不管是在学校门口，还是在公
园里、餐馆，人们视线所及，经常能看到
双胞胎孩子。

“原来学校来一对双胞胎，我们老
师都从楼上下来，仔细看看俩孩子到底
哪里有不同。 现在多了，没有以前那么
稀罕了。 ”省内一名从教十几年的老师
告诉记者。 学校双胞胎数量增多，老师
们普遍感觉是从六七年前开始的。

省妇幼保健院产科医生告诉记者，
临床上接生双胞胎多胞胎新生儿突然

增多的情况，是从近几年开始的。“多年
前，1 个月不见得遇到一对双胞胎，现在
最多一个月能有 4 对出生。 ”该医生说
道。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以及海南医学院
附属医院生殖中心专家表示， 近几年，
80 后、90 后父母来咨询想一次怀 2 个
孩子的欲望很强。 “不少家庭都希望有
2 个孩子， 政策不允许的通过双胞胎可
以满足愿望， 政策允许的年轻妈妈则希
望一次性‘完成任务’。 ”省妇幼保健院
妇女保健科副主任医师劳海红说道。

自然受孕几率恒定
人为“定制”有风险
“自然受孕的双胞胎几率是恒定

的，且受家族的遗传因素影响较大。 ”劳
海红表示，在她们看来，如今“多产”的
双胞胎或多胞胎， 主要是靠辅助生殖技

术和服用促排卵药物而来。
按照国际上认可的数据， 全世界双

胞胎的出生率为 1∶89，就是说每 89 位
女性怀孕，会有一位生出双胞胎。

“做试管婴儿的时候，部分夫妻都
要求多培育几个胚胎，最好能一次性生
两个。 医院会根据母体的条件，尽量建
议一次怀一个宝宝好，对大人好对孩子
也好，但有些夫妻还是坚持要两个，最后
只能尊重他们自己的意见。 ”海南医学
院附属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徐雯说，曾经
移植 2 个胚胎是因为要提高成功几率，
但现在随着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单个胚
胎成功率的提升，站在优生优育的角度，
会劝夫妻尽量一次只怀一胎。

除了辅助生殖技术， 还有些女性私
下服用“多子丸”，也会增加双胞胎及多
胞胎的出生率。

徐雯说，“多子丸” 是民间的叫法，
它其实是一种处方药，通过口服促进排

卵，自己不能随便服用。如果用了促排卵
的药物，生双胞胎的几率的确会提高。

“但并不意味服用这种药物就一定
会生出多胎，还是因人而异。 ”劳海红说
到。徐雯特别指出，服药一定要在医嘱下
进行， 否则会产生多胎风险，“排卵增
多，有可能是三四个，甚至更多，一旦出
现这种情况， 则需要进行减胎， 孩子早
产、晚期流产几率很大。 ”徐雯说到。

据了解，有专家表示，一般健康女性
每月排一个卵子，人为使用促排卵药物，
卵巢多排卵， 可能出现卵巢过度刺激综
合征，会有头晕、恶心、肝肾功能损害等
表现。

怀双胎或者多胎
准妈妈要格外小心

劳海红医生表示， 怀双胞胎的准妈
妈要比怀单胎的准妈妈更辛苦。

怀着双胎或者多胎， 准妈妈要格外
小心，可能会出现下面这些情况———

怀孕的时候容易有高血压， 因为妈
妈怀着两个宝宝，心脏负担过大，必须要
有更有力的血液供应， 才能通过胎盘把
养分供给两个宝宝， 血液有力了血压就
上去了； 两个宝宝之间可能会有血管连
接彼此的胎盘， 这会导致一个宝宝获得
的血液过多，而另一个过少，这可能导致
早产；提早阵痛，怀双胎的准妈妈大多数
37-39 周生产，一般的准妈妈是 39-42
周；孩子也可能早产，早产孩子容易体重
过低，有呼吸、消化困难；超过 50%怀有
双胞胎的准妈妈要剖宫产， 剖宫产对准
妈妈和孩子来说是相对安全的方式。

劳海红提醒双胞胎爸妈要做好心理
准备，因为妈妈是一次怀了两个宝宝，两
个宝宝共享了资源， 可能导致孩子比单
胎孩子抵抗力差一点， 爸妈要特别留意
孩子的身体状况。

瑞士网球天王费德勒的妻子米尔卡近日生下第二对双胞胎，这已经是他们的第
二对双胞胎。费德勒连生两对双胞胎，引起大众对生产双胞胎的关注。细心的人不难
发现，双胞胎在生活中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罕见”。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双胞胎数量有
所增加？ 双胞胎可不可以人为定制？ 怀双胞胎的孕妇又该注意些什么？ 记者就此采
访了我省有关专家。

双胞胎数量增多

人为“定制”
不可忽略风险

生二胎，不是人人都适合

坐月子吃素
其实也能滋补

传统观念一向认为产后要多吃鱼肉等滋补食
品， 才能帮助新妈咪身体健康奶水足。 这种观念
对于不爱吃肉的妈咪们来说实在是太闹心了。 其
实，坐月子不一定要大鱼大肉，有时候食肉过多，
反而会给妈咪带来不良的影响。 坐月子吃素，不
仅可以滋补健身，还能够防止妈咪产后肥胖。

坐月子吃素讲究 4 个补身原则
原则一：加强蛋白质摄取，其中包括动物蛋白

质和植物蛋白质。 这类食物被人体消化后， 会变
成小分子的氨基酸， 会让产后伤口快速愈合。 另
外， 氨基酸还可以刺激脑部分泌出一些让人心情
振奋的化学物质，月子里多吃蛋白质，还可以有效
减少产后忧郁症的发生。 富含蛋白质的素食：豆
类、黑木耳、香菇、西兰花、紫菜、燕麦、荞麦等。

原则二：加强维生素 B 的摄取。 维生素 B 群
可以促进身体的能量代谢， 还具有帮助提高神经
系统作用和加强血液循环的功效， 对于产后器官
功能恢复有很大益处。 富含维生素 B 的素食：豆
类、糙米、西红柿、橘子、香蕉、葡萄、梨、核桃等。

原则三：适量摄取纤维质，促进排便的顺畅。
在排毒通便方面， 没有什么比蔬菜水果更天然有
效的了。 富含纤维质的素食：苹果、胡萝卜、芹菜、
蕨菜、菜花、菠菜、南瓜、白菜、油菜等。

原则四：补铁增血气。生产过程中妈咪失血过
多，所以必须多多补铁。 说到补铁食物，除了肉类
食物外， 很多蔬菜水果也含有丰富的铁。 富含铁
的素食：黑木耳、芝麻、燕麦片、黄豆、海带等。

（玛网）

熬点花式粥
巧治宝宝湿疹

湿疹在气温高的时候多发，而对于小孩来说，
任何时候的护理不当，都有可能引发湿疹。对于婴
儿湿疹，治疗以清热解毒、散风利湿和中为主，可
以试试粥疗。

荷叶粥：粳米适量，荷叶一张。先以常法煮粥，
待粥将熟时取鲜荷叶一张洗净，覆盖粥上，再微煮
片刻，揭去荷叶，粥成淡绿色，调匀即可，食时加糖
少许，可清暑热、利水湿。适用于头额、头皮等出现
丘疹或疱疹。

薏米粥：薏米 30克，砂糖、桂花少许。 先以常
法煮粥，米熟后加入淀粉少许再煮片刻，再加入砂
糖、桂花少量调匀后食用，有清热利湿、健脾和中
之效。 适用于头皮出现丘疹者。

冬瓜粥：冬瓜 50 克，粳米 60 克。 冬瓜不去
皮，洗净，切成小块，同粳米煮粥。每日早晚空腹食
用，1天 2次。 可清利湿热，适用于湿热型湿疹。

绿豆粥： 绿豆 30 克，粳米适量，冰糖少许。
将粳米、绿豆分别淘洗干净，同下锅加水煮粥，粥
熟后加冰糖适量调服。也可单独用绿豆煎水服，以
绿豆煮烂为度。 绿豆性凉味甘， 有较强的药力，
故本粥能清热凉血， 利湿去毒， 适于患湿疹者食
用，尤对发热、疹红水多、大便干结、舌红苔黄较明
显者适用。 （九三）

乳牙龋坏脱落
可造成颌面部畸形
窝沟封闭是预防儿童龋齿的有效方法

重点评估心肺肝肾、 妇科疾
病、生活习惯三大方面:

包括全身情况的评估 ， 心 、
肺、肝、肾功能能不能适合怀孕 ，
体质和营养状况好不好； 生殖系
统的评估，卵巢功能如何，有没有
妇科系统的疾病；生活、工作状态
评估，如果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处
在较恶劣的工作环境中， 都要改
变；以前生过一些畸形儿，以前有
遗传性疾病， 再怀孕， 还可能再
发，需要产前筛查。

前次妊娠合并心脏病、 贫血、肾
病、肝炎、甲亢、阑尾炎、胰腺炎、特发
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

前次妊娠合并妊娠期高血压疾
病、前置胎盘、胎儿宫内生长受限、过
期妊娠、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以及
妊娠期糖尿病等；

前次妊娠为剖宫产、 发生巨大
儿、软产道裂伤、产后抑郁、产后切口
愈合不良等。

孕妇年龄>35 岁；过度肥胖；
胎位异常、巨大儿、多胎妊娠、骨

盆异常、软产道异常；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前置胎盘、

胎盘早剥、羊水过多或过少、胎儿宫
内生长受限、过期妊娠、妊娠期肝内
胆汁淤积症以及妊娠期糖尿病等。

孩子睡觉打呼噜
警惕呼吸道不通畅

小朋友在睡觉时打呼噜， 许多年轻父母可能
会认为孩子睡得踏实，其实是一种误解， 医学上
把打呼噜又叫“鼾症”、“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是睡眠过程中发生的一种呼吸障碍， 会严重影响
孩子生长发育和健康。

小儿在睡眠时生长激素分泌最旺盛， 睡眠时
的缺氧会影响到生长激素的分泌， 进而影响到孩
子的生长发育。现在研究还发现小儿的夜间惊醒、
梦游、遗尿也跟鼾症有关。 长期鼻堵呼吸不畅，可
使心肺功能受到影响，严重者可引起心肌受损，甚
至心力衰竭。 长期张口呼吸还可影响颌面骨的发
育，形成特殊面容，即所谓的“腺样体面容”。有的
患儿因鼻堵塞还可使发音受到影响， 形成闭塞性
鼻音。 个别患儿还可因腺样体肥大压迫咽鼓管鼻
咽部开口，导致渗出性中耳炎、听力下降。

从目前研究来看， 引起儿童鼾症的原因有感
冒、肥胖、扁桃体肿大和腺样体肥大等。 感冒时由
于局部炎症肿胀、分泌物增多很容易阻塞呼吸道。
肥胖儿童睡眠时局部疏松的组织就容易压迫气道
导致气流通过障碍而发出鼾声。 儿童扁桃体过于
肥大和腺样体肥大，同样使空气出入鼻腔受阻，发
出呼噜声。

如果发现孩子在睡眠中有打鼾、 呼吸不畅等
现象，最好能到医院做详细的检查，接受正规治疗
以免延误病情，影响孩子生长发育。 （今报）

宝宝退热“火候”很重要
孩子发热是常有的事， 许多家长一看到孩子

发热恨不得用退热药快速降温，殊不知，降温过快
并不表示病情有所好转，若应用不当，还可引起宝
宝虚脱反应。

给患儿退烧要掌握好火候， 主要应注意以下
几点：把握退热“火候” 体温 37.5℃～38℃为低
热，39℃以上为高热。 发热是身体对病毒或细菌
入侵所产生的一种反应。 这种反应有利于歼灭入
侵的病毒和细菌， 从而有利于小儿的正常成长发
育。一般的轻至中度发热无需做退热处理，只要注
意居室通风与合理休息，适当补充水分、盐分、糖
分、维生素等便可。 但是体温达到 39℃以上就必
须用药。

退热药物的选择 乙酰氨基酚具有与阿司匹
林相类似的较强退热效果，而且副作用较小，成为
目前临床上最受欢迎的退热药。 百服宁、泰诺林、
必理通之类均为其制剂，其中的口服液及滴剂，尤
其适用于儿童。 退热药都有较大的副作用，因此，
在选用时要特别注意。 （北方）

劳海红介绍，具有以下特征的属于
怀二胎的高危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