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是一种脑发
育性障碍，以社会交往障碍、沟通交流
障碍和重复局限的兴趣行为为主要特
征。绝大多数儿童需要长期的康复训
练和特殊教育支持。省安宁医院专家
表示，早发现、早干预是孤独症儿童康
复教育最重要的基本策略。

综合国内外专家对家长的建议，
总结了七个重要的早期征兆，它们分
别是：

（1）孩子到了六个月大时：没有
灿烂的笑容或者是高兴的表情；

（2）九个月时：没有和周围人互
动的声音、笑容或者是面部表情；

（3）十二个月时：对于别人叫自
己的名字缺乏反应；

（4）十二个月时：没有婴儿语；
（5）十二个月时：没有和周围人姿

势上的互动，比如：指东西、让别人看
一个东西、伸手去拿东西或者是招手；

（6）十六个月时：没有语言；
（7）二十四个月的时候：没有有

意义的两字短语（模仿别人或者是重
复别人说话的不算）。

如果孩子符合了这些早期征兆，
家长应该尽早带孩子去找专业医生
给孩子做一个评估，确认孩子是否患
上了孤独症。

孤独症诊疗机构——
海南省安宁医院

海南省安宁医院儿童康复科于

2008年9月成立，目前主要针对“孤
独症”、“智力低下”、“语言障碍、”

“学习困难”、“发育迟缓”等特殊儿
童进行综合性康复训练。科室利用
医院的资源优势，通过运用特殊教
育训练、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等手
段，为每位特殊儿童制定个性化康
复方案。该科设有一对一语言治疗
室、音乐游戏室、行为观察室等。为
加强孤独症、智障儿童的语言能力，
干预不良情绪，科室购置了孤独症、
智障儿童语言治疗与情绪干预仪等
国内先进设备。2010年，医院被海
南省残联认定为海南省贫困孤独
症、智力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
定点机构，出色完成了海南省“十一
五”与“十二五”贫困孤独症、智力残
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被中残联
授予“全国贫困孤独症、智力残疾
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定点机构先进
单位”等荣誉称号。

治疗形式：长期开班，不分寒暑
假，治疗期为三个月。训练时间每周
一至周五上午8：00-11：30，下午14：
30-17：10 。

儿童康复科地址：海口市南海
大道 10号海南省安宁医院康复楼
二楼

咨询电话： 66892258
交通路线：海口市公交车10路、

14路、19路、20路、21路、42路。
（马珂 黄胜）

孤独症患儿
应早发现、早干预

海南省安宁医院精神卫生防治宣传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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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患龋齿别小觑
专家建议1岁前就应看牙医

别以为孩子要换牙不用做口腔检查，专家建
议，宝宝1岁内就要看牙医，且每半年检查一次口
腔健康状况。

“儿童口腔保健，应从出生开始，重在预防。”
专家指出，“培养孩子良好的口腔健康意识，是让
他们受益一生的礼物。”

当前，我国儿童口腔保健状况并不乐观。由
于家长口腔保健知识的缺乏和儿童口腔医生的严
重不足，很多儿童口腔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
干预和治疗。

龋病及其引起的并发症、牙齿发育异常等口
腔常见疾病，以及口腔不良卫生习惯等，不仅破坏
口腔健康，不利于孩子塑造个人良好形象。同时
也会影响孩子的饮食和营养摄取，如不愿吃含纤
维多的蔬菜和需要咀嚼的肉食，造成不良饮食习
惯，影响正常发育及全身健康。

有研究表明，每在口腔预防上投入1块钱，就
能在治疗上节约10块钱。专家指出，口腔疾病应
重在预防，不仅减少花费，更重要的是少受痛苦。

（宗文）

夏季如何应对宝宝厌食？
远离冰淇淋和含糖的冷饮

■ 本报记者 孙婧 通讯员 王琨

夏季天气炎热，很多孩子食欲不佳。父母总
是担心孩子吃得不够，一到吃饭时间就要跟孩子
斗智斗勇。可是宝宝们为什么会厌食呢？应该如
何应对宝宝厌食的情绪？就此，记者采访解放军
第425医院消化儿内科主任张亦民。

张亦民表示，宝宝夏天出汗较多，体内水分、
盐分丢失较快，胃肠道活动减弱，消化液分泌减
少，导致食欲下降。

该如何应对宝宝的厌食症呢？张亦民建议：
一是要增加宝宝的基本营养素。在宝宝疯玩大量
出汗后，应及时补充钾元素，减少食欲不振。

二是为宝宝及时补充水分。宝宝身体内有
70%～80%的水分，需水量是成年人的 3倍左
右。所以，要保证身体机能正常运转，水分千万不
能少。给孩子补充水分的方式是想到就喝，有时
间就喝。尤其是在宝宝每次睡醒后，先给喂水而
不是食物。

三是禁止吃零食，尤其要远离冰淇淋和含糖
的冷饮。婴幼儿身体各系统发育不完善，若吃过量
冷饮，就会稀释胃酸，还会刺激胃肠道血管收缩，使
血流量大大减少，食欲进一步下降，更加不想吃
饭。因此家长要以身作则，尽量不在宝宝面前吃这
些零食，并让宝宝远离这些影响正常饮食的东西。

张亦民说，解决宝宝厌食问题，关键还是养成
良好的饮食习惯，定时进食、不挑食、不偏食、不吃
零食、吃饭专心致志，这些皆可促进消化液的分
泌。他建议在两餐之间可以给孩子吃少量水果，但
不要吃其他淀粉类、脂肪类、高蛋白质类小零食。

同时，家长在烹调食物时可以花些心思，注意
色、香、味、形，同一种食物应尽量变换形式，如鸡
蛋可制成炒蛋、蒸蛋、荷包蛋、蛋汤、蛋糕等多种形
式，以引起宝宝的兴趣。饭菜应多样化调配，红红
的番茄、黄黄的南瓜、绿绿的菜叶、白白的米饭，外
加紫菜汤等，做到色香味俱佳，宝宝形成条件反
射，来到小饭桌就想享受美食。

■ 本报记者 马珂 特约记者 汪传喜

高考临近，考生如何在应考期间，
考出好成绩呢？近日，海口市人民医院
中医科主任、海南省医学会心理卫生学
会常务理事王德接受记者采访，为广大
考生和家长支招。

心跳加速手冷脚冷？
专家支招：

勿过度焦虑，深呼吸稳定心理

不少考生临考前会发生心跳加
速、手脚冰冷等状况。王德表示，这种
紧张焦虑是人处于应激状态下的正常
反应，适度的紧张其实是有利于考试
发挥的。这种状况会在半小时内逐渐
消失，考生不必过于担忧，下意识地扩
大焦虑感。

如果过于焦虑，王德建议考生可
以试试以下小方法：一是深呼吸，逐
渐平稳紧张的情绪。二是转移注意
力，比如想一些开心的事情，或者在
考试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喝水、上洗手
间等。

专家建议，应考过程中，同学们千
万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如果考不好
怎么办？父母会不会生气？老师会不
会对我失望？平常自己成绩比某某同
学好，高考一定不能比某某同学差”
等。切勿自行增加压力，背上包袱。
越是这样担心就越容易发挥失常，导
致失误。

考生要注意心理调节，不要太在意

别人的眼光、不要受到外界其他因素的
干扰，要善于做自我暗示，相信自己肯
定能行，把高考当做一次作业来完成，
保持良好的心态，确保心理稳定，自信
满满地走向考场。

喝牛奶反倒拉肚子？
专家支招：

饮食应符合日常生活习惯

高考期间，想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充
沛的体力，一日三餐很重要，不少家长
会花样百出地为考生调节饮食。王德
提醒，孩子的高考饮食要符合孩子日常
的生活习惯，因人而异，因体质而定。
有的孩子受家庭生活习惯的影响，从小
就是重口味，离了辣椒不吃饭。如果此
时给他提供清淡的饮食，他可能连饭都
吃不饱。人们常说牛奶有营养，但有的
考生平时很少喝牛奶。家长为了让孩
子在高考期间增加营养，买来牛奶给孩
子调养。但是，孩子喝了却出现了肠胃
不适，拉肚子的症状，严重影响应考状
态，反而适得其反。

但是，高考期间，以下饮食禁忌还
是应该注意：

食物的安全性比营养更注意，
过期的，变质的食物绝对不能吃，以
往没吃过的食物最好不要吃。

油炸食物会增加肠胃负担，
影响食欲和吸收，最好不要吃。

蛋白质不足易导致人体疲
劳，所以蛋类、牛奶、鱼类、肉类和
豆制品，合理搭配，必不可少。

甜食会产生胃管反流和反
酸，所以奶油、蛋糕、冰激凌、巧克
力这类甜食不宜食用太多。

粗粮富含多种营养，但粗粮
会延长胃排空的时间，考生不适大
量食用粗粮。

注意平衡膳食，不暴饮暴
食。有的考生怕长胖而盲目节食

或少吃，这会导致营养不良，体力不
支，影响到考试正常发挥。有的考生
为了应对考试压力，暴饮暴食，这也是
很不好的饮食习惯。晚餐只吃到八分
饱最好。

不要迷信保健品。目前还
没有足够确定的证据证明，保
健品可以提供对考生智力、身
体的有益帮助，还是食用自然

食品最好。
补充水分很重要，海南高考

正值天气炎热时期，考生的体液
流失比较快，考生宜多饮一些凉
开水、矿泉水等，少喝碳酸饮料。

考试综合征来袭，专家支招助你应考

高考期间，有的同学因为紧张而失
眠，有的同学即使能及时入睡，但睡眠
质量不高。针对此种情况，海口市人民
医院中医科主任、海南省医学会心理卫
生学会常务理事王德表示，考生要改善
睡眠，最重要的是心理上的调整和正确
对待高考的态度，睡觉时要尽量放下心
中的包袱。

如果考生有轻微的睡眠障碍，家长
可以准备一些静心安神的中成药；如果
考生睡眠障碍比较严重，则可以到医
院，由医生开一些短期的安定药物，这
些药物发挥效力的时间为4至6小时，
一般不影响考试。王德表示，尽量少用

安定药物，因为药效可能会有残留，较
为敏感的考生可能会受到影响。

王德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应注
意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睡眠：

考生千万不要看完书后倒头便
睡，这样不利于进入深度睡眠。因为
人的大脑从兴奋状态到睡眠状态，有

一个过渡、缓冲的过程。因此，应该在睡
觉前让大脑放松5分钟，可以到户外慢跑
5分钟，使思维放松下来。还可以洗一个
热水澡，起到为全身按摩的作用，这样就
能睡得香、睡得踏实。

考生睡眠质量不高，可以通过
午睡来调节。午睡的时间不宜太

长，一般应在10分钟到半小时之间。不
要小瞧这一点工夫，中午睡10分钟相当
于晚上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深度
睡眠，它能让你在下午的考试中保持充
沛的精力。

饮食调节，晚餐只吃到八分
饱。注意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如每
天吃1～2个鸡蛋、鱼类、豆制品、

牛羊肉（瘦肉）等。还可以适当食用猪
内脏、核桃、芝麻等，这些食物含有脑磷
脂和卵磷脂，有利于神经细胞代谢，促
进神经传导和大脑信息的传递。此外，
要注意新鲜水果和蔬菜的供给，以保证
机体对矿物元素和维生素的摄入，以调

节生理功能，促进大脑思维，使记忆力
处于最佳状态。

桂圆是滋补健脑的食品，适用于思
虑过度引起的神经衰弱、健忘失眠、头
晕乏力等人群。桂圆4～6枚，莲子、芡
实少许，加水炖汤睡前饮用。或者是桂
圆4～6枚开水冲泡睡前饮用，可以有效
缓解失眠。

大枣有镇静、催眠和降压作用，所
以一些身体虚弱、神经衰弱并伴有失眠
的人，经常吃大枣对身体很有益。

百合对神经官能症引起的心悸、失
眠、多梦有较好的疗效。失眠患者可以
经常食用百合莲子熬制的粥。

小米中含有大量的色氨酸，能够促
使大脑神经分泌使人困倦的血清素。
睡不好的人吃一些小米，对改善睡眠有
良好的效果。

核桃在临床上被证明可以改善睡
眠质量，配以黑芝麻，捣成糊状，睡前服
用15克，效果非常明显。

应试期间，紧张睡不着怎么办？
医生建议：保持良好心态，尽量放下心中包袱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黄胜

当今社会，不断有大学生抑郁、自杀
的情况出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成为人们越
来越关注的一个问题。5月25日是大学
生心理健康日，意在让大学生关爱自我的
心理健康，将阳光洒向整个社会。

近期，全国各地高校屡屡有学生跳楼
自杀事件发生，令人触目惊心。海南省安
宁医院心理康复科主任罗海东告诉记者，
海南大学生心理问题呈现上升趋势，人际
关系是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最大症结。

有关调查显示，我国1/3大学生有心
理健康问题。在医院接诊的心理疾病患
者中，大学生群体与日俱增。重视大学生
心理健康，刻不容缓。

罗海东曾接诊过一个孩子小华（化
名）。从小到大，父母都把学习定为他成
长的主要目标。小华高中住校后，每周都
把脏衣服打包带回家让父母洗，生活琐事
都不用自己动手，只管学习。考上一所好
的大学后，小华完全没办法自己面对生活
琐事，根本没什么朋友，不懂得该如何与
人交往。

“我不知道该跟同学说些什么。”小华
就诊时对罗海东说。

罗海东说，像小华这样的大学生，不
懂人际交往的很多。他们常常因为人际
问题无法解决焦虑、强迫、抑郁、甚至精神
分裂。这方面的疾病往往在少年时期形
成，很容易被忽视。久而久之，这些疾病
彻底爆发时，有些大学生就会跳楼自杀。

近年来，许多大学生在学业、情感、经
济等方面备受困扰，容易导致压力失衡。
罗海东表示，放松情绪的方式因人而异，
必须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来宣泄
压力。如果喜欢听音乐就听听歌，喜欢运
动就去跑跑步。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不要
钻牛角尖，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负面
事件。

学校、家长也要重视学生的心理问
题，及早发现，及时干预。如果学生存在
轻度心理问题，可通过自我调节的方式调
整。如果已出现中度或重度心理问题，要
及时到医院向医生咨询，进行医疗干预。

近期，校园大学生跳楼事件频发引发网友热议

大学生心理问题待破解

孩子撒谎
聪明父母该这么做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每个家长都希望
自己的孩子能够懂事诚实。然而，现实生活中诸
多孩子撒谎的事例让家长痛心不已。其实，对待
孩子撒谎，家长可曾想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面对孩子撒谎，家长可以怎样做呢？

懵懂撒谎，不应过度较真
孩子处于意识懵懂的时期，对很多时间，空

间，数量等概念都比较模糊。他们可能会将去外
婆家说成去奶奶家。这样的谎言是完全没意识所
产生的。

家长可以这样做：当孩子懵懂撒谎时，家长不
必过于认真计较。既然孩子是无意识的，家长也
不可严责孩子，否则孩子会觉得特别委屈。

有意撒谎，应给予适度教育
有的孩子犯错故意撒谎是为了避免家长的惩

罚，保持自己在家长心目中的好形象。他们希望
自己能够得到肯定，也不愿意去承担自己的过错。

家长可以这样做：平时，家长不要动不动犯点
小错就惩罚孩子，否则，孩子犯错了就会害怕去面
对，因此撒谎。当孩子有意撒谎时，家长可以给予
适度的教育鼓励孩子说真话。

自卑心理使然撒谎，应增加孩子自信
很多孩子撒谎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自信，希望

借谎言来增加别人的关注。事实上，生活中有不
少这样的例子，当孩子看到其他孩子会唱歌跳舞，
而自己却不会时，他们会告诉老师我也会唱歌跳
舞。

家长可以这样做：家长要注意到此类谎言是
孩子欠缺自信的表现，也是孩子希望学到唱歌跳
舞等耀眼技艺的心声。因此，家长可以带孩子学
习更多的技艺，并常常鼓励夸奖孩子，使孩子更加
自信。 （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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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转移调节
转移注意力在心理保健中是必不可少的，当你心绪不佳，有烦恼时，

可以外出参加一些娱乐活动，换换环境，换个想法，因为新鲜刺激可以使
人忘却不良的情绪。如果你能有意识地强迫自己转移注意力，对于调节
情绪有特殊的意义。

合理宣泄调节
在适当的场合下，合理地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同样可以起到心理

调节的作用。因此要学会合理宣泄情绪，首先要注意情感宣泄的对象、
地点、场合、方式等，切不可任意宣泄，无端迁怒于他人或他物，造成不良
后果。

交往心理调节
交往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社会性需要，它不仅是利益和物质的交流，也

是情感与思想的交流。因此当你心情不愉快时，不妨向同学向朋友倾诉
一番，特别是向异性朋友倾诉，会产生良好的心理调节作用。美国心理学
调查研究表明，所有的人在向异性倾诉中都可以获得比同性倾诉中高的
解决抑郁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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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南省安宁
医院儿童康复科
治疗室。
（图片由医院提
供）

应考期间家长更焦虑？
专家支招：

调整心态，为孩子做好保障服务

孩子应考，有些家长比孩子更焦
虑。专家建议，家长要调节好自己的
心态，过多的关心、关怀和不适当的
指导，只会让孩子更加无所适从。

高考期间，考生家长应尽量少追
问孩子复习得怎么样，考得怎么样等
问题。除了保证孩子的一日三餐外，
家长应做好一些看似简单但非常重
要的保障工作。过去，每年都会有高
考考生迟到或者忘带准考证等情况
发生。家长可以先列一个表，出门前
提醒孩子准备好。

天气炎热，有些考生容易午睡睡
过头，家长应做好考生“叫醒”服务。
在去往考场的途中，可能会遇上堵
车。送考家长应提前考虑，尽量提早
出门，让孩子有充裕时间轻松进入考
场。不要把时间卡得太紧，汗流浃
背，气喘吁吁进入考场，容易导致考
生心情紧张，影响临场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