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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百科

■■■■■

■ 本报记者 孙婧 通讯员 王琨

小儿便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小儿肠
胃功能弱，需要用内外结合的方法，并通
过耐心的治疗才能根除小儿便秘。

解放军第425医院消化儿内科主
任张亦民提醒，家长们不要轻易给宝宝
用泻药。因为小儿消化和神经系统功
能不如成人健全，服泻药后容易导致腹
泻。

张亦民表示，应对小儿便秘要防患
于未然，生活中应该注意以下方面：

1、均衡膳食。宝宝的饮食一定要
均衡，不能偏食，五谷杂粮以及各种水
果蔬菜都应该均衡摄入，可以吃一些
果泥、菜泥，或喝些果蔬汁，以增加肠
道内的纤维素，促进胃肠蠕动，通畅排
便。小儿便秘后会造成益生菌缺水而
无法繁殖，家长此时可以给宝宝食用
一些益生菌酸奶，促进肠道蠕动，从而
改善便秘。

同时，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生
活习惯，形成有规律的生物钟，这样有利
于小儿胃液正常作用，有助于食物的消
化。家长可鼓励宝宝多吃新鲜蔬菜（菠
菜、芹菜、油菜、空心菜、白菜）、水果（香
蕉、梨）、五谷杂粮制成的食品如普通面
粉、玉米、大麦等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冰
淇淋、奶酪，精米等不要进食过量，这些
食物会加重小儿便秘。此外，注意每天
给小儿补充足量的水。

2、定时排便。训练宝宝养成定时
排便的好习惯。一般来说，宝宝3个月
左右就可以训练定时排便的习惯了。从
3个月开始，每天早晨喂奶后，家长可以
帮助宝宝定时坐盆，注意室内温度以及

便盆的舒适度，以使宝宝对坐盆不产生
厌烦或不适感。

3、保证活动。运动量不够有时也
容易导致排便不畅。因此，要保证宝宝
每日有一定的活动量。对于还不能独立
行走、爬行的小宝宝，家长要适当揉揉宝
宝的小肚子，而不要长时间把宝宝独自
放在摇篮里。

此外，还可以通过以下方法缓解宝
宝便秘。

1、按摩法。手掌向下，平放在宝宝
脐部，按顺时针方向轻轻推揉。这样能
加快肠道蠕动进而促进排便，并有助于
消化。

2、开塞露。让宝宝侧卧，将开塞露
的尖端封口剪开，管口一定要光滑，以免
刺伤宝宝皮肤。将开塞露管口放入宝宝
肛门，轻轻挤压塑料囊使药液流入肛门
内，然后拔出开塞露空壳，在宝宝肛门处
夹一张干净的纸巾，以免液体溢出弄脏
衣服或床单。尽量让药液多在宝宝体内
停留，以充分刺激肠道、软化大便，达到
最佳通便效果。

3、甘油栓。将甘油栓的包装纸打
开，缓缓推入宝宝肛门，而后轻轻按压肛
门，尽量多待片刻，让甘油栓充分融化后
再鼓励宝宝排便。

4、肥皂条。将肥皂削成长约 3厘
米、铅笔粗细的圆锥形细条，先用少许
水将肥皂条润湿，再缓缓推入宝宝肛
门，尽量让肥皂条在肛门内多停留一
段时间，以达到充分促进肠道蠕动的
作用。

如果以上方法不奏效，家长应及时
带宝宝到医院就诊，检查是否是由于其
他疾病而引起便秘。

小儿便秘不要乱吃泻药
日常生活中要均衡饮食，养成按时排便的习惯

牛奶并非越浓越有营养

牛奶营养好，又颇含钙质有助于孩子长高，所
以妈妈们都喜欢让孩子喝牛奶。但是有人认为，
牛奶越浓，身体得到的营养就越多，这是不科学
的。

所谓过浓牛奶是指在牛奶中多加奶粉、少加
水，使牛奶的浓度超出正常的比例标准。许多家
长唯恐牛奶太淡，便在其中加奶粉。

目前市场上的奶粉其实都可称为“配方奶”，
是以牛奶为基础改良的奶粉，其有效成分有固定
的比例，尽可能接近母乳。如果太浓，牛奶渗透压
力高，容易引起高渗性脱水，对肠道粘膜有损伤。

同时，长期喂养这种奶粉，会增加引发血低钙
血症、消化道梗阻的概率，严重者甚至影响维生素
吸收，引起佝偻病和缺铁性贫血。

专家表示，奶粉“越浓越有营养”的看法肯定
是错误的。当婴幼儿食用高浓度牛奶后，会使体
内水分大量流失，造成腹泻等电解质流失，进而影
响营养吸收。

牛奶中的钠含量是人体的两倍，牛奶浓度越
高含钠越多，3岁前婴幼儿喝牛奶会血钠浓度升
高，引起诸如便秘、血压上升甚至抽搐、昏迷等症
状，长此以往会影响智力。而配方奶粉调整了蛋
白质和脂肪结构、钙磷比例，又添加了一些维生
素、微量元素、核苷酸、多不饱和脂肪酸等婴幼儿
生长发育必需的成分，克服了鲜奶的缺点，更有利
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桑文）

孩子咳嗽
家长别忙着给吃止咳药

孩子咳嗽了该怎么办？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
就是给吃止咳药。但专家表示，孩子咳嗽也是有
好处的，家长不要忙着给吃止咳药。

治疗孩子咳嗽应该先化痰在止咳。如果先用
止咳药，虽然通过药物作用将咳嗽止住了，但是痰
液等异物还是存在于呼吸道并没有清除，再加上
止咳后没有了咳嗽这个排出痰液的动作，对病情
恢复反而不利。所以建议先用化痰的药物，并且
要多喝水稀释痰液，让痰液随着咳嗽排出。

专家提醒家长，如果孩子咳嗽有痰，首先要注
意排痰。怎样帮助孩子排痰？对于较大的孩子，
可以教他先深吸气，然后用力咳嗽排痰。对于小
宝宝则需要家长协助，抱起孩子，然后用空掌轻拍
孩子的背部，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一天两到三
次，每次三到五分钟，这样也有助于排痰。如果痰
液黏稠难排出，可先喝水稀释痰液，有条件的家庭
还可选择做雾化治疗。

在孩子咳嗽期间应多喝水，以利于痰液排除，
多吃富含维生素易消化的食物，应尽量避免食用
会诱发哮喘的食品，如鱼、虾、蛋、奶等含蛋白质丰
富的食物。此外，还应注意注意家居环境干净卫
生，多开窗通风。

（桑久）

孩子哭闹不愿上幼儿园怎么办？

父母应该这样做

很多孩子刚开始时都会哭闹着不愿意上幼儿
园，这是因为孩子从熟悉的家庭环境进入幼儿园，
从亲人身边来到陌生的老师和小朋友当中，心理
上会产生不安全感和分离焦虑。

这时候，家长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才能
帮助孩子舒缓情绪。孩子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
需要自己独立，而上幼儿园是走出独立的第一步，
是让孩子去接触社会的第一步。

入园前，父母要多给孩子讲集体生活中有趣
的事情，也可以带孩子参观幼儿园，看看小朋友们
是怎样交往、学习和生活的，激发宝宝参加集体生
活的愿望。其次，在入园初期，父母要以平常心来
对待孩子的“哭”，要相信老师会采取有效的措施，
使孩子慢慢停止哭闹。另外，家长要积极配合幼
儿园，帮助孩子顺利地度过适应期。如：把孩子送
进幼儿园后要立即离开，不要悄悄地躲在门外或
窗口观察他，因为一旦被孩子发现，容易引起其情
绪波动，使情绪刚刚稳定下来的孩子重新哭闹起
来。 （宗和）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钟友廷

暑期将至，很多孩子的暑期计划
已经提前安排妥当。外出旅游、夏令
营、登山、骑行、游泳……丰富多彩的
暑期生活让人眼花缭乱。如何让孩子
在玩乐的同时爱护好自己的眼睛，免
受意外伤害呢？近日，中山大学中山
中心海南眼科医院（海南省眼科医院）
小儿眼科主任龙登虹接受记者采访，
为读者支招。

平时玩耍时，孩子有时会不幸被
棍棒、弹弓、锐器等外界物体击中眼
球，造成眼外伤。这种情况下，应让患
者安静平卧，避免躁动啼哭，切忌对伤

眼随便进行擦拭或清洗，更不可挤压
伤眼，以防眼内容物被挤出。受伤后，
应立即用干净的手帕或毛巾松松包扎
伤眼，一定要对双眼进行包扎，减少因
眼球的活动带动受伤眼的转动，避免
伤眼因震动、摩擦和挤压而加重伤口
出血。

医生提醒，包扎时不要滴用不洁
的眼药水，也不要涂眼药膏，因为眼
药膏会给医生进行手术修补伤口时
带来困难。双眼包扎妥当，尽快将
患者抬送医院抢救，途中要尽量减
少震动。

眼部化学性烧伤是由化学物品的
溶液、粉末或气体接触眼部所引起的

眼部损伤。临床上较常见的眼化学伤
是酸、碱的损伤。倘若遇到化学性烧
伤，即刻用大量清水冲洗患眼是降低
酸碱伤害眼睛的首要方法。冲洗之后
尽快送眼科由专业医生处理。

日常生活中，小小激光笔发出闪
亮光芒备受小朋友的喜爱，这些高功
率的激光笔使用的随意性使得眼睛灼
伤的几率大大增加。但是，大多数的
父母并没有意识到这小小的激光笔，
会成为“视力杀手”。

龙登虹表示，在人们的视网膜
上，黄斑区承担着超过绝大部分的
视觉功能，是视力最敏感也是最脆
弱的地方。除了激光，强烈的太阳
光、雪地反射的光线、电焊光都会成
为视力杀手，更别说一些功率高的
激光笔了。人们的晶状体就如一块
凸透镜，若遇到高功率激光，光线聚
焦落到视网膜上，产生的热量会灼
伤视网膜和黄斑区。这样的情况尤
其对于眼球尚未发育完全的孩子来
说，伤害更大。

专家建议，父母应告知孩子不要
随意使用和玩激光笔，切勿用激光笔
直射他人眼睛，如意外被激光灼伤，感
到双眼有异物感和烧灼感，应即刻就
医，由专业眼科医生处理。

外出游玩，乘坐交通工具或在旅
游住宿时，车船的门窗、扶梯、桌椅、床
铺、用具上往往粘有大量细菌、病毒，
小朋友的手接触公共场所设施后再接
触眼睛，容易发生急性结膜炎（红眼
病）、角膜炎等眼病。

家长应随身带一瓶氯霉素眼药
水，尽量不要在风景区的河流、湖
泊、池塘中洗手洗脸或游泳，以免感
染眼病；自带个人用品，注意用手清
洁，切忌用脏手揉眼。一旦发现眼
睛干涩、刺痒、疼痛、红肿、流泪症状
时，要用氯霉素眼药水点眼，多闭眼
休息。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彭华

过敏性咳嗽常常表现为迁延不愈
的咳嗽，而且病情容易反复发作。有些
家长认为，这是宝宝体质差而引起的反
复感冒。但是很多患儿吃了许多感冒
药，打了不少消炎针，效果并不理想。
专家表示，其实，宝宝咳嗽不一定是感
冒，有可能是过敏性咳嗽在作怪。

如何判断孩子是不是过敏性咳嗽，
日常生活如何预防和治疗？海南省妇
幼保健院儿科主治医师王琦给大家支
招怎么说。

据介绍，过敏性咳嗽，又被称为咳
嗽变异性哮喘，是一种以慢性咳嗽为主
要临床表现的隐匿性哮喘。该病常以
咳嗽为唯一症状，临床特点缺乏特异
性，误诊率高。因此，正确认识和及早

诊断过敏性咳嗽就显得尤为重要。
过敏性咳嗽可以从以下表现判断：

1、咳嗽持续或反复发作超过3周，多为
夜间或清晨发作性咳嗽，痰少或有白色
泡沫痰，运动后加重，一般不发烧。2、
许多孩子表现为：晚上睡觉前咳一阵；
半夜醒来咳一阵；早上醒来咳一阵。3、
有的孩子喜欢揉眼睛和鼻子，可以有打
喷嚏、流鼻涕；有的孩子爱抓头皮；睡觉
时爱出汗，不安分，喜欢蜷曲着睡。4、
尤其在婴幼儿期有湿疹等个人过敏史
者，更应该注意过敏性咳嗽的可能。

从患儿生理上来说，咳嗽是一种保
护性反射，起着清洁呼吸道使其畅通的
作用，只要将痰液排出，咳嗽往往便会
自行缓解。而止咳药之所以能止咳，是
因为它能作用于咳嗽反射。但是，由于
小儿的呼吸系统发育尚不成熟，对咳嗽

的反射能力差，再加上支气管管腔狭
窄，血管丰富，纤毛运动差，痰液不易排
出。若过多地服用咳必清、咳美芬、五
味子等止咳药，就容易造成痰液大量潴
留在呼吸道内，引起气管阻塞，出现胸
闷难受、呼吸困难、脉搏加快等现象，甚
至继发细菌感染。

王琦称，过敏性咳嗽是儿童过敏疾
病中相对严重的一种，容易合并支气管
炎、肺炎等疾病。八成孩子5岁前发病，
治疗最好在5~7岁时进行，只要采取正
确的脱敏治疗，大多数孩子的病情可以
得到控制，过敏体质得到改善，达到根
治的目的。

王琦为家长提出以下建议：

1、在季节交替、气温骤变时，家长
应尽量为孩子做好防寒保暖，避免着
凉、感冒。

2、避免食用会引起过敏症状的食
物，如海产品、冷饮、碳酸饮料等。

3、家里不要养宠物和养花，不要铺
地毯，避免孩子接触花粉、尘螨、油烟、
油漆等。

4、不要让孩子抱着长绒毛玩具入
睡。由于尘螨容易依附在毛公仔上，最
好不要把毛公仔放在孩子的床上，如必
须摆放毛公仔，则最好用胶袋把毛公仔
包着又或是每星期以热水洗涤，也可每
星期把毛公仔放入冰箱里数小时，杜绝
尘螨滋生。

5、在浴室或地下室，应使用除湿机
和空气过滤器，并定期更换过滤网。

6、被褥要常晾晒。
7、小儿过敏性咳嗽的治疗应避免

滥用抗生素及激素。可通过寻找过敏
源的方法找出过敏源而进行脱敏治疗。

宝宝咳嗽不一定是感冒

小心过敏性咳嗽在作怪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汪传喜

7月4日是“国际肉瘤宣传日”。据
了解，骨肉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骨
肿瘤，好发于8—25岁的青少年。但
是，由于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活动量
大，平时难免发生磕磕碰碰，出现关节
疼痛时怕父母担心，往往能忍则忍。大

部分家长缺乏医学知识，往往将孩子这
些疼痛视为正常的生长痛或运动损伤，
不易联想到骨肉瘤。

肉瘤发病率跃居儿童
肿瘤前三位

9岁的小齐，一向健康活泼。可是，

几个月前，父母发现小齐动不动就说膝
盖痛，走不动路。父母以为他正处于长
身体的高峰期，可能出现了所谓的“生
长痛”。每次他叫痛时，就帮他揉揉或
让他多喝点牛奶补补钙。

万万没想到，3个月后，小齐连路都
走不了了，夜间膝盖更疼得厉害。到医
院检查，他竟被确诊为右膝小圆细胞骨

肉瘤，病灶已向脊柱和肺部转移，不得
不截肢、化疗以稳定病情。

据了解，肉瘤发病率占儿童肿瘤的
15%—20%，在世界各地均已排到儿童
肿瘤发病率第二或第三位。肉瘤中的
骨肉瘤更是以儿童和青少年为主要发
病人群。肉瘤中很常见的骨肉瘤，多发
生在10—20岁的孩子们身上。

海口市人民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张
寿表示，这与青少年正处于骨骼快速成
长期有关。骨头生长快，容易错位，导
致恶性骨肿瘤常发于膝关节等部位。
其发病原因还没有定论，目前比较权威
的说法主要是因为遗传因素、良性病恶
变、外伤及感染等，环境的恶化也会加
速病情发展。

骨肉瘤早期症状不明显

骨肉瘤主要发生在下肢，如股骨
下端、胫骨上端，特别是膝关节周围等
部位，而且发展迅速，恶性程度很高，大
部分患者确诊时已存在临床上不能发
现的微转移灶，约九成患者出现肺转
移。“这与骨肉瘤早期隐蔽性较强、症状
不明显有关。不要说是家长，不少非专
业的医生对它都缺乏认识，导致 60%
的病人确诊时已发展至中晚期。”张寿
称。

青少年普遍活动量大，平时难免发
生磕磕碰碰，出现关节疼痛时怕父母担
心，往往能忍则忍；而多数家长缺乏医
学知识，往往将孩子的疼痛归因为正常
的生长痛或是运动损伤等。

膝关节为最常见疼痛部位

“膝关节是骨肉瘤最常出现疼痛
的部位。”张寿结合多年的临床观察指
出，疼痛是骨肉瘤的一个主要症状。
这种病早期症状不明显，但父母通过
密切留意孩子的变化，也能发现蛛丝
马迹。

医生建议，如果孩子出现腿痛3周
不缓解或出现以下症状时，就应及时到
医院拍片排查，以便早发现、早治疗
——

1、四肢常有不规则的隐痛不适，开
始表现为关节周围间歇性疼痛、酸痛、
钝痛，服止痛药有效。但是，随着病情
加重，疼痛剧烈难以忍受且持续时间延
长，普通止痛药无效，而且疼痛会向其
他部位放射。

2、逐渐出现关节周围肿胀、肿块，
并伴有皮温升高、静脉怒张等表现；肿
块不断增大，症状日益加重。

3、出现与运动无关的疼痛，特别是
夜里疼痛明显，有可能是肿瘤的生长表
现；而当处于运动状态时，关节疼痛进
一步加重。

4、病情发展十分迅速，甚至隔天都
有加重迹象。

5、除骨关节痛外，还逐渐出现体温升
高、厌食、消瘦和面色苍白等全身反应。

莫把骨肉瘤误当孩子“生长痛”
腿痛3周不缓解需警惕

暑假来临，
谨防孩子眼部受伤

推婴儿车如何安全乘电梯
乘电动扶梯最好抱起孩子空车上梯

不少妈妈都反映在推婴儿车外出时，乘坐电
动扶梯是一件很麻烦的事，直接推上去怕危险，
但推着婴儿车不爬楼梯更不方便。推婴儿车外
出到底该如何安全乘电梯？

有关专家提醒家长，推婴儿车最好选择乘垂
直升降梯。公共场合搭乘扶梯的人较多，而婴儿
车的车身比较大，万一出现急停、人群拥挤很有
可能导致车身下滑。质监局人士提醒，不要把婴
儿车推上扶梯。因为婴儿车的轮子可能会被扶
梯踏板夹住，导致车内的婴儿随着惯性摔出去。

如果没有或没找到垂直升降梯，需要乘电动
扶梯，建议抱起孩子，空车上梯。这是最安心也
是最靠谱的带婴儿车乘电动扶梯方法。

如果妈妈一个人带宝宝外出，不方便一手抱
孩子一手推车，在推车上下电动扶梯时一定要注
意倾斜角度。首要的便是保持婴儿推车的水平
与平稳，避免车子在上下的过程中倾斜角度过
大。“倾斜程度越大，摩擦力越小”，当推车的倾斜
角度过大，妈妈在上下电梯的时候不仅需要更多
力气来稳住推车，而且也会让车内的宝宝感到不
适。乘上行扶梯时可后轮着地，前轮微微抬起，
双手扶稳车柄固定推车；乘下行扶梯时，比较靠
谱的做法是妈妈手扶推车倒退着下，后轮微微抬
起，前轮着地。 （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