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言情涉性书籍或影像

建议父母在和孩子看电视的时候，尽量避
免看爱情影片，否则会导致儿童的性发育提
前。年龄较大一点的儿童，要避免其看过多的
言情小说和爱情影片，尤其是要避免孩子观看
网络上的情色视频或者是图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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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的错颌畸
形只是影响面部美观而已。而实际
上，对于孩子自身来说，错颌畸形不
单是面部问题，还会危害口腔健康，
甚至影响孩子生长发育等等。

1、影响颅颌面的发育
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由于

错颌畸形将影响牙合颌面软硬组织
的正常发育。如前牙反牙合不及时
治疗则下牙弓限制了前颌骨的发
育，而下颌没有上下牙弓的协调关
系过度向前发育，这样形成颜面中
1/3的凹陷和下颌前突畸形，随着
错牙合畸形的严重，颜面呈现新月
状面型。

2、影响口腔的健康
排列不齐的牙齿，容易积存食

物，刷牙时也不易刷干净，易发生龋
病及牙龈、牙周炎症，严重者会导致
牙周病。

3、影响口腔的功能

错颌畸形会影响口腔颌面部
的功能。例如前牙开合、稀疏等会
影响发音；后牙锁合、反合会影响
咀嚼功能；严重下颌前突会造成吞
咽异常等。严重下颌后缩则影响
正常呼吸。

4、影响容貌外观
例如开唇露齿，双颌前突等

会影响颜面部的美观，可呈现开
唇露齿、双颌前突、长面或短面等
畸形。

5、全身危害性
有些牙合畸形严重影响外貌，

造成患者精神上的自卑感和孤僻，
甚至造成严重的心理、精神障碍；同
时咀嚼功能障碍严重者会导致消化
不良。

建议家长们对牙齿错颌畸形要
有正确的认识，及早带孩子到正规
医院进行检查，及早干预，以免错过
最佳治疗时机。 （王润）

定期检查，让孩子远离错颌畸形

八九岁就来月经、乳房发育的小
姑娘，还在读小学就已经有胡茬的小
男孩……对于孩子过早的发育，很
多家长甚感焦虑和不知所措：这会
不会是性早熟？

“性早熟是有一个年龄界定的。”
郑诗华介绍，一般是女孩在8岁以前，
男孩在9岁以前出现第二性征发育。
比如，女孩会出现乳房有触痛感，会
跟妈妈说胸疼。“另外还有外生殖器

发育、阴道分泌物增多，阴毛的增长，
还有月经的来临以及腋毛出现。”

“男孩则会出现睾丸及阴茎增
大，出现阴毛，出现一些胡须和变
声，或者有阴茎勃起以及排精。睾
丸和阴茎出现增大以后，家长也会
发现这些孩子的个头要比同龄孩子
长得快。”郑诗华认为，有类似这些
症状，才能纳入性早熟诊断的年龄
界限。

郑诗华提醒，在这个年龄界定基
础上，家长可以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及
早察觉孩子的性早熟。首先，家长在
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可以直观地发现
孩子是否出现第二性征；其次，八九
岁的孩子在短时间内突然长高，比如
一个月突然增高了1厘米，那么家长
就要引起注意。此外，家长要留心观
察孩子性格上的变化，孩子可能会由
于自己身体上的变化产生不安情绪。

暑期性早熟就诊量增多，专家提醒家长及早察觉孩子异常迹象

孩子长得太快？当心性早熟！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身体健康的他突发心梗

“我曾经有过肝炎病史，平日里
不沾烟酒，也格外注重饮食保健，这
几年来连感冒都少有。”小邢怎么也
想不到，平日里身体还算健康的自
己，竟然会出现心肌梗塞。

事发当时，小邢正在为家里装
修新房。他回忆道：“发病前两天，
我的手前臂有点说不出的疼痛，当
时没有太在意，以为是推车倒沙引
起的，想忍忍就过去了。没想到第
三天疼痛开始‘钻心’，我赶紧到了
最近的佛罗中心卫生院找医生。医
生一听完我的状况，立刻让我到乐
东第二人民医院就诊。”

在乐东第二人民医院期间，小
邢曾一度痛晕，幸好医生及时通过
电击除颤进行抢救，并对小邢实施
了溶栓治疗。之后，载着小邢的120
救护车便一路飞驰将小邢送至省三
院抢救。

濒死心肌患者转危为安

小邢的主管医生刘尚军回忆，小
邢到达省三院后，未在急诊科停留便
直接送达了心内科导管室，入科后心
前区仍有明显心悸。当时小邢的心
电图检查提示：心房颤动、前壁心肌
梗死。“当时我们向患者家属交代其
病情危重，拟行急诊经皮冠状动脉造
影和介入治疗，得到家属的同意。”

省三院介入科主任、心内科副主
任周祥群带领团队立马着手为小邢
进行手术。在为小邢手术中他发现：

小邢的冠状动脉左前降支近段完全闭
塞；右冠状动脉远段狭窄80%。年纪
轻轻就已冠状动脉多支病变，病情危
重，考虑左前降支为本次“罪犯血管”，
周祥群立即为小邢在心脏前降支植入
1枚支架，挽救了濒死的心肌。小邢
闭塞的血管被打通，转危为安。

“绿色通道”拯救
近百名国内外患者

在小邢第一次手术7天后，心内
科和介入科团队又为他顺利实施了
第二次冠脉治疗。经过10余天的精
心诊治，小邢已于近日出院。

“非常感谢两地医院开通的这条

胸痛‘绿色通道’，让我的丈夫能够得
到及时的救治。家里还有两个正在
上幼儿园的孩子，如果他倒下了，这
个家也倒了。”小邢的妻子话语中充
满感激。

据了解，省三院胸痛中心自
2017年底运行以来，建立了与三亚
市周边网络医院协同救治的机制，通
过省三院胸痛中心电话、微信群等渠
道，随时了解患者信息，为患者实行
远程协助救治。对符合条件，需介入
治疗的患者开通胸痛“绿色通道”，绕
开急诊科，将患者直接送入医院心内
科导管室接受治疗。到目前为止已
有近百例国内外胸痛患者通过胸痛

“绿色通道”成功获救。

卫星导航让大脑早衰？
你还记得上一次使用纸质地图，绞尽脑汁找

方位是在什么时候吗？在陌生的街道、荒芜的高
速路，有了先进的导航系统就不会迷路了。但英
国《自然·通讯》杂志刊登的一项最新研究称，卫星
导航会让人们的大脑衰退。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们让24名志愿者
在计算机模拟的伦敦街道中穿行，并使用功能性磁
共振成像仪监测他们的大脑活动。结果表明，当参
试者遇到伦敦的地标建筑时，大脑海马体和前额叶
皮质的活性明显增强；但是当卫星导航向他们提供
指示时，大脑的这些部位完全不会活跃起来。

该研究首席作者雨果·斯皮尔斯认为，人们
在迷路时会对自身大脑海马体和前额叶皮质提
出求救信号。海马体会为我们模拟出可行的路
径，前额叶皮质会帮助我们规划和决策到达目
的地的方式。卫星导航的出现“切断”了海马体
与前额叶皮质之间的联系，大脑对路径网络“提
不起兴趣”，不会做出任何空间推理反应。对
此，研究人员有这样的担心：久而久之，人类的
大脑海马体与前额叶皮质有可能萎缩成毫无用
处的“葡萄干”，到时我们将无法再进行与记忆
有关的工作。 （生命时报）

唾液能测出
心理压力水平

生活负担重，心理压力大，这是现代人的通
病。近日，奥地利的科学家们研发出一项新技术，
通过唾液测试人们的心理压力水平。

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招募
66名志愿者，其中40人因工作压力过大产生了
职业倦怠状态。研究人员将志愿者分成两组，
通过问卷调查比较两组之间的工作压力水平。
随后，他们在一天的早、中、晚分别提取志愿者
的唾液样本进行皮质醇水平测试。结果发现，
精神压力大、有职业倦怠现象的受试者，在晨起
和睡前两个时间段皮质醇水平都很高。皮质醇
是一种有助于对抗压力的激素。在极度压力
下，人体会释放出皮质醇来降低炎症，此时皮质
醇水平升高。初步试验显示，这种方法优于血
液测试，可以在4个小时内识别出危险的压力
水平，准确率几乎达到100%。

工作压力过大直接导致失眠、头痛、免疫力
低下等症状，长期压抑还会增加心脏病等多种
疾病的风险。据统计，全球1/3的职场人员曾
受到职业倦怠的危害。研究人员表示，新技术
可以帮助医生们更准确地发现患者病情，并更
好地帮助他们。 （生命时报）

校企联手订单式培养人才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首次招生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通讯员许林）海南健康
管理职业技术学院7月11日举行招生启动仪式，
计划面向全国招收450名学生。

据悉，该学院将采用学历制和非学历制教
育结合的方式，在首个招生学年开设健康管
理、老年保健与管理、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营
养与检测、旅游管理（健康旅游方向）五大专
业。学院采取订单培养模式，今年 4月，学院
已与微医、上海银康健康集团、旅居康养产业
联盟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机构确定订单式培
养意向，2018 年招收的新生已全部实现入学
即就业，只要顺利取得毕业证，就可以到上述
企业实现就业。

省卫校青年志愿者
暑期服务农村患者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实习生刘亦辙）暑期来
临，海南省卫生学校启动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学校多支青年志愿服务队深入定安雷鸣镇、
海口云龙镇等地村庄，开展健康扶贫、关爱老年人
等志愿服务活动。

在定安县雷鸣镇山地村，30余名省卫校师生
在这里开展为期一周的健康扶贫志愿服务工
作。他们除了协助定安县雷鸣镇山地村开展贫
困户信息收集、档卡整理、信息资料录入等工作
外，还为村里肌体功能退化的老人提供推拿按
摩、刮痧等服务，并指导老人进行肢体平衡与协
调、牵伸等训练。

在海口云龙镇的多个村庄，省卫校联合海南
省中医院，开展“精准康复关爱老年人”志愿服务
活动。服务队与来自省中医院的医生们一起，为
村里的老人提供病情评估、中医推拿、针灸、刮痧
等治疗性服务；指引老人通过康复作业治疗技术
的道具进行手指活动、上肢协调等训练。

100公里“生命接力”
救回31岁心梗患者

6月27日，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省三院）胸痛中心
接到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电话。电话那头焦急地告知，
该院接诊了一名突发剧烈胸痛的患者，当地主管医生根据患者症
状、体征，结合心电图等检查，诊断其为“急性前壁心肌梗死”，该院
为患者溶栓后用救护车转送患者至省三院实施抢救。接到电话
后，省三院立刻启动胸痛“绿色通道”，让患者到达医院后绕开急诊
科，直接入心内科导管室为其进行冠脉造影检查。通过2次治疗
为患者植入了2枚支架，成功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这场相距100公里无缝对接的“生命接力”，为年仅31岁的
患者小邢打通了生命通道。近日，小邢已经康复出院。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徐敬 实习生 刘亦辙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儿童性发育提前的现象日益增多。暑假是一年中性早熟儿童就诊的小高峰。海
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郑诗华，每年都会遇到儿童因为出现性早熟，影响生长发育，导致身高长不高的病例。“每
当这个时候就会感到相当惋惜。”她提醒，家长一定要及时察觉孩子的性早熟迹象，并尽早到正规医院诊断和加以干预。

“性早熟患儿，如果不及时治疗
干预，将直接给患儿带来身体和心理
的影响。”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儿
科主治医师郑祝龄认为，性早熟的孩
子体格提前发育，但由于过早的性发
育，性激素提早大量分泌，骨骺成熟
过快，骨龄明显超前，致骨骺提前愈
合，生长时间缩短，致使有些孩子成
人后矮小。

“性早熟对小孩子的心理影响也
比较大。”郑祝龄表示，小孩子比较敏
感，当男生出现喉结、胡茬，女生来月
经、乳房发育，而周围的小朋友又没有
这些第二性征发育时，孩子会产生自
卑心理。“像一些乳房发育比较早的女
孩子，多半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这其
实也是小孩子微妙心理的折射。”

“性早熟的孩子因身体变化，心

智也会发生变化，表现为可能出现缺
乏自信、性格孤僻，发生早恋、早孕、
性犯罪的风险也会增大。”海南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苏
朝霞提醒，心理治疗和疏导也要同步
进行，家长和老师应留意孩子情绪的
变化和不安，做他们的心理辅导员，
帮助孩子建立对性发育的正确认识，
避免自卑、焦虑等情绪出现。

是否性早熟要看年龄范围

判断性早熟学会辨“真假”

“性早熟分为真性早熟和假性早
熟两类，家长要注意区分，才好‘对症
下药’。”郑诗华介绍，真性性早熟主
要是由于颅内垂体前叶早期分泌促
性腺激素激活性腺（睾丸或卵巢），除
出现过早发育外，导致生殖能力提前
出现而引起的性早熟；假性性早熟内
源性因素可因性腺、肾上腺皮质等分

泌性激素异常所致，或因外源性摄取
含激素的药物和食物，而引起性早
熟。

“假性早熟大多是跟饮食有关，
比如孩子吃了含有激素的食品等。
对于假性早熟来说，通过调理饮食，
随诊观察一段时间基本上都会好
转。”郑诗华说，目前性早熟可以通过

药物干预来阻止，通常是让提前发育
的孩子向后推迟1～2年发育，甚至更
长时间。

郑诗华提醒，对于性早熟的孩
子，越早治疗越好，最好是在青春期
刚启动，女孩来月经前，男孩“变声”
前进行干预，骨龄超过12岁可能就错
过治疗的最佳时机了。

心理治疗不可忽视

虽然发病机制问题一直是性早熟领域
的难点，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
任医师郑诗华提醒，生活中，有以下这些原
因可能导致性早熟，家长一定要注意。

2、肥胖

有研究表明，肥胖的儿童性早熟的概率
高于正常儿童，控制儿童的肥胖，也是控制
儿童早熟的最好方法。建议家长应该控制
儿童的饮食，要尽量避免油脂多、油炸类的
食物，甜食也要尽量少吃。

1、饮食不当

过度“进补”是导致孩子性早熟的“凶手”之一。
不少爱子心切的家长给孩子吃太多冬虫夏草、蜂皇
浆等营养品，但有些食品里含有激素，如果孩子长期
摄入这些成分，就会成为性早熟患儿。

另外，反季节的蔬果，有些是通过激素来催熟
的，建议家长尽量选择当季的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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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医生100公里"生命接力"，挽救了小邢的生命。 (省三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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