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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儿童身高的

2020年7月27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侯赛 美编：许丽 检校：王振文 陈旭辉A08

聚焦

健康周刊

■■■■■ ■■■■■ ■■■■■

本期科普专家介绍：丁辉，海南省眼科医院 近
视屈光专科 副主任医师

近视激光手术已经是大众耳熟能详的摘镜方
法。目前市面上名称多样的手术方式又该如何选
择，是困扰准备摘镜人群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让我
为大家解答如何选择激光手术。

什么是近视激光手术
近视激光手术是通过使用激光精确的切削掉

部分角膜组织，使角膜表面形态发生改变，提高裸
眼视力，从而实现摘掉眼镜也可以看得清晰的一种
手术方式。

近视的发生是由于眼球的前后径长度大于正
常人，而变长的眼球是不能缩短的，所以近视不能
从根本上被治愈，但是为了摘掉眼镜、提高裸眼视
力，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实现。

近视手术有哪些
简单说来，近视激光手术可以根据角膜上切口

的大小进行分类，分为小切口的全飞秒SMILE手
术，大切口的半飞秒FS-LASIK手术以及不做切口
的表层手术。

如何选择适合你的手术方式
全飞秒激光小切口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

术）：SMILE手术的手术创口仅有2mm，具有手术
过程轻柔、舒适，术后恢复快，角膜完整性好，不存
在角膜瓣并发症风险，术后视力稳定，手术安全性
高，术后干眼发生率低等优点，适用于有参军、警
察、运动需求的手术人群。

飞秒激光辅助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
（FS-LASIK术）：FS-LASIK术简称半飞秒LASIK
术，因采用飞秒激光替代刀片制作角膜瓣，大大的
提升了手术的安全性和精准度。术后恢复较快，视
觉质量较好，但因为角膜瓣的制作使得角膜完整性
下降，角膜创口＞20mm，并且术后角膜在受到冲击
的情况下会出现角膜瓣损伤的并发症，因此，角膜
的安全性低于小切口手术方式。

表层手术（PRK/LASEK术）：表层手术不产生
角膜创口直接使用准分子激光对角膜进行切削，但
此种手术方式仅适用于低度近视的矫正，并且存在
术后视力恢复慢，术后激素用药时间长，角膜混浊
发生率相对高等缺点。

基于以上各种手术特点分析，目前临床上全飞
秒小切口手术已成为近视激光手术的主流术式，越
来越多的患者为追求更高的角膜安全性而选择全
飞秒SMILE手术。在专业领域内，全飞秒SMILE
术也因其良好的手术稳定性而得到广泛的认可。
可以说全飞秒SMILE术为近视激光手术开启了全
新时代。

成年人可以矫正牙齿吗？和
青少年有什么不同呢？

好看的牙齿千篇一律，丑陋的
牙齿各不相同！美颜滤镜虽然能
磨掉你脸上的斑点、痘痘、皱纹，能
放大你的眼睛，改变你的脸型，却
给不了你整齐的牙齿！相信有不
少朋友在少年时代因为各种各样
的原因错过了矫正牙齿的机会，但
现在有了时间有了钱，也有变美的
需求，开始考虑如何在“美”上加
分。

问：成年了，能否再做牙齿矫
正？

答：事实上，正畸治疗并没有
严格的年龄要求，从青少年到老年
人，都是可以矫正牙齿的。

问：成人和青少年正畸有哪些
差别？

答：差别并不是很大，不管是

成人还是青少年时期做正畸，牙齿
的移动原理几乎是一样的，都伴随
着牙齿周围的骨头吸收和再生。
还在颌骨成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
比颌骨发育完成且稳定的成年人
来说，矫正效果会更好一些，矫正
时间也会短一些，但不能代表成年
人就不能做矫正，更不能说成年人
的矫正效果差、时间长。

矫正效果和矫正时间是根据
医生的矫正技术和患者本人的牙
齿情况而决定的，有些人牙齿不齐
的程度不严重矫正幅度不大，矫正
时间就比较短，有些人牙齿不齐的
程度大，甚至属于疑难正畸，矫正
起来就比较耗时。

因此要选择正规的口腔医院，
要有好的设施设备和好的消毒环
境，选择有资质有经验的矫治医生，
才能在你的“美丽”上做加分项。

吃得多不如吃得对

矮小儿童饮食上几乎都存
在问题，最典型的就是挑食偏
食、暴饮暴食，以及爱吃零食。

很多家长看来，孩子就应
该多吃，吃得多，长得又高又
壮，才更健康。但人体的能量
都来源于食物的摄入，如果食
物摄入太多，能量就会过剩，然
后以脂肪的方式储存在体内或
脏器内，不仅会引发肥胖，还会
增加脂肪肝、糖尿病等疾病的
发生，不利于孩子健康。暴饮
暴食引起的肥胖，还会影响内
分泌，导致内分泌失调，不利于
身高增长。

三种食物要常吃，首先富
含蛋白质的食物，主要指肉类、
蛋类、奶类，这些食物富含优质
动物蛋白，比起植物蛋白，更容
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其次，富
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主要指
含糖的食物，但是又不是简单
的糖果，而是米饭、面条类主
食，土豆、红薯类淀粉含量比较
多的茎块类食物。第三，富含
纤维素的食物，主要包括各种

蔬菜和粗粮，食用后可以维持
肠道正常功能，保证大便畅通，
减少肠道不适。

另外黄晓燕建议，生长期的
孩子可以每天保持喝纯牛奶来补
钙。而不少家长认为骨头汤能够
补钙，其实骨头中的钙人体难以
吸收；其次，不管把骨头炖多久，
那些钙也很难溶进汤里。浓浓的
白色汤汁其实大部分是脂肪。所
以，长期喝骨头汤不但不能补钙，
反而有导致肥胖的风险。

睡得多不如睡得巧

孩子想要长高，就需要生长
激素的大量分泌，而生长激素通
常在深睡眠状态下才能分泌，而
且分泌的最佳时间是晚上，前半
夜比后半夜分泌更多一些。

因此，黄晓燕建议父母给孩
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
生长激素分泌高峰期在晚上11
点到凌晨2点之间，这时孩子必
须进入深度睡眠。所以孩子尽
量要在9点多就上床睡觉，这样
不仅可以保证孩子的充足睡
眠，还可以让孩子在睡眠中快
快长高。

然而，有些孩子放假期间习
惯晚睡，经常凌晨一两点再睡，
然后一口气睡到中午十一二点，
虽然睡眠时间十分充足，但是质
量却大打折扣，不利于长高。

不是所有运动
都有助于长高

黄晓燕介绍，运动不仅会让
孩子身心愉快，增强体质，提高
抵抗力，还可以促进生长激素分
泌，让孩子长得更高更壮，尤其
是拉伸、跳跃类的活动，比如跳
绳、篮球、摸高、游泳、跑步等，运
动时能够牵伸肌肉、韧带，刺激
骨骺软骨（下肢长骨的增长点）
的生长，促进孩子的身高增长。

而户外运动，不仅含有上述
好处，还可以让孩子接触阳光照
射，促进维生素D的合成，促进
钙的吸收，对长高也有很好促进
作用。

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孩子
的发育，但是高强度运动会导致
孩子疲劳，心肺负担过重，过量
运动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导
致骨骼过早钙化，从而影响孩子
身高。

本报讯（记者马珂）又是一年三伏天，冬病夏
治正当时。近期，省中医院一年一度的“三伏贴”开
贴，针灸科、肺病科、儿科等十余个科室结合临床专
业特点，为广大患者提供贴敷服务。

省中医院中医专家符光雄说，所谓“冬病夏
治”，是中医学“天人合一”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
疾病预防观的具体运用。而“冬病”是针对冬季寒
邪引发的身体疾病，如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胃
肠炎、慢性过敏性鼻炎、慢性关节痛、风湿、类风湿
等疾病。夏季阳气上升，经络通达，寒邪内伏不发，
选择这个时机，一方面为了扶正，一方面有助于祛
寒。

随着人们对“冬病夏治”的认识加深，越来越多
人接受了三伏天治寒病的方法。特别是年轻人、小
朋友也逐渐加入到“三伏贴”队伍中来，有些人还直
接将此视为提高自身抵抗力的良机。

但事实上，膏药穴位贴敷治疗效果比较好的疾
病，主要是治疗一些慢性病。贴敷虽然对人的身体
没有特别的不利，但也不建议人人都来贴。特别是
很多年轻人，没有特别的基础疾病，平时抵抗力还
行的，一般不需要“贴敷”。

另外，在肺炎及多种感染性疾病急性发热期，
对贴敷药物极度敏感。特殊体质及接触性皮炎等
皮肤病患者，贴敷穴位局部皮肤有破溃者及妊娠期
初期妇女，都不太适宜接受此项治疗。

据介绍，“冬病夏治”贴敷的药物也不是“一膏
贴”“一样穴（位）”。如慢支、咳喘、冬天易受凉等寒
性病症患者，在药物上选用温散性质的药材，敷贴
部位主要为定喘穴和肺俞穴。而一年四季都有可
能发病的患者，例如过敏性体质哮喘患者，主要选
择的是祛风类药物，穴位则主要选择风门等。由于
三伏贴要在准确的穴位上才有疗效，而一般人群对
穴位没有确切了解，因此，建议大家去医院进行贴
敷，以确保精确地寻找到穴位。

由于“冬病夏治”有其特定适用人群，而且在
治疗的过程中患者会有一些特殊感觉和症状表
现，所以应该根据不同体质、不同疾病种类慎重选
择这种治疗方法。否则不但不能治疗疾病，反而会
由于过用助阳之品，耗伤阴液引发其他疾病。一般
性疾病的患者如果盲目搭“冬病夏治”的顺风车，有
时不仅达不到治疗效果，敷贴药物还可能损伤皮
肤，甚至引发皮肤溃烂。痔疮、湿疹、咯血等热性病
患者如果用温性药物敷贴，反而会“火上浇油”，使
病情加重。

在贴敷期间，医生建议不要下水游泳，尽量减
少活动和汗液流出，谨防受凉和感冒，不要待在空
调房或对着风扇吹，少吃冰冻食品，不吃海鲜等过
敏、易发性食物，同时减少肥腻、辛辣食物的摄入。
贴敷不消耗体能，且能增强免疫力，贴敷者在饮食
上不需要进行温补。病情不稳定者，可配合医生进
行系列治疗。

“三伏贴”冬病夏治正当时

告别眼镜，我的选择

牙齿矫正不分年龄

海南中医药·传承与创新

■ 本报记者 马珂

前不久，一段
抖音视频爆火：一
对父母，父亲身高1
米6，母亲1米68，
儿子却蹿到 1 米
94，对此，孩子母
亲坚定认为，要不
是让孩子6岁起学
游泳，孩子不可能
长到1米9以上。

这段视频引起
众多家长对孩子身
高的讨论。父母都
想让孩子拥有理想
的身高，但很多人
却把孩子的身高完
全归结于遗传，认
为父母高孩子就
高，父母矮孩子必
定也矮，以至于很
多父母忽略了孩子
身高增长的后天因
素，错过孩子身高
管理的最佳时机。

海南日报记者
近日采访海南省妇
女儿童医学中心遗
传代谢内分泌科主
任医师黄晓燕，为
您解码孩子身高的
“秘密”。

13岁是重要身高“分水岭”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

示，中国儿童发育迟缓人数，仅次于

印度，位列全球第二。面对这样的

状况，黄晓燕期望，未来更多的孩子

不是因错过最佳身高干预时期而不

得不选择药物治疗，而是提早行动，

从小建立身高管理的习惯和计划，

更多发挥后天潜力实现优势成长，

这需要广大家长以及全社会一起行

动起来。

黄晓燕表示，儿童身高的生长

是一个连续过程，身高管理的前提

是需要家长实时精准监测孩子的身

高指标，为进一步健康管理提供依

据。

其实想知道自己孩子的身高是

否偏矮，除了与同龄人比较之外，还

可以参考一下儿童身高标准。13

岁以下的儿童，男生女生的身高是

没有显著差异的，而到了13岁，则

会突然拉开差距。

黄晓燕表示，要想让孩子长高，

家长光重视还不够，还要有具体的

增高手段。不过归根结底，所有的

增高手段本质上就三种，一种是营

养补充，一种是运动锻炼，还有一种

是充足睡眠。

孩子生长发育不能靠“等”

民间有种说法“二十三蹿一
蹿”，使得很多家长采取“等待”态
度。黄晓燕说，这种说法不科学。

“晚长”，医学上是指体质性青春期
发育延迟，如果青春期前孩子身高
落后较大，是否晚长应由专业医生
作出判断，切不可只是等待。

黄晓燕称，实际上，18岁以后
还显著长高的案例是非常少见的，
而且多为严重发育迟缓。对于大多
数孩子来说，身高在18岁已经基本
定型，而快速生长期，男孩在出现遗
精，女孩出现月经初潮后就结束快
速生长了。所以说，孩子的青春期，
也就是身高迅速提升的时间比家长
们想象得要早，有的甚至7岁就开
始了。这意味着，如果家长干预过
晚，便可能错过孩子身高的快速生
长期。

还有家长说：“孩子长得快，现
在高，将来一定没问题。”黄晓燕说，
如果通过检查确认孩子骨龄较年龄
超前，身高、体重过早快速增长，可
能就是性早熟的早期表现。早熟的
孩子体格提前发育，生长期缩短，青
春期进程加速，骨骺闭合也会提
前。因此，要关注孩子第二性征的
发育情况，看是否出现性早熟。

抓住30%后天因素，做好身高管理

让孩子更“高”一筹！

矮小症是一种病，时常会
有父母个子都高而孩子矮的
情况。父母个高，不代表孩子
不会出现生长素缺乏等疾
病。父母个矮，也不要过于悲
观，只要孩子骨骺未闭合，通
过适当治疗，可以长高。

如何判断孩子是不是矮
小症？1.横向静态比较。如
果孩子的身高与同年龄、同性
别健康儿童比低6厘米以上，
或上学总坐第一排，家长要警
惕。2.动态纵向比较。两岁
以内儿童每年身高增长不到
7厘米，4岁半至青春期不到5
厘米，青春期不足6厘米，家
长要注意。

■ 本报记者 马珂

如果遗传身高并不理想，孩子身高是否有机会“翻盘”呢？海南省
妇女儿童医学中心遗传代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黄晓燕称，遗传因素只
能决定身高的70%，而营养、睡眠、运动、情绪这些后天因素，对身高的
影响能达到30%。千万别小看这30%，它意味着平均身高只有1米6
的父母，也完全可以让孩子的身高达到1米8。

父母可以抓住这30%的后天因素，给孩子增加充足营养，养成良
好的睡眠习惯和运动习惯，让他们的身高更“高”一筹。

遗传因素
占孩子身高的70%

4岁男孩涛涛身高比同龄小
朋友矮半头，为了让孩子赶快长
高，涛涛妈妈每天都会变着花样做
美食，为孩子补充营养。即使涛涛
在幼儿园吃饱饱的，晚上回家还得
喝下一大碗骨头汤。可是，他的身
高增长却依然不理想。涛涛父母
不明白，明明自己身高都不矮，为
什么孩子就长不高呢？

经常有人说：“父母高，孩子未
来一定高。”对此，黄晓燕解释，儿
童身高发育的影响因素中，虽然父
母的遗传因素占到60%—70%，但
除遗传之外，还有疾病、营养等影
响因素，此外，生活中的运动、睡
眠、心理以及环境因素也会导致同
一对父母所生的孩子身高存在差
异。所以，父母高，孩子未来不一
定高，需要做好身高监测。

遗传身高怎么计算？黄晓燕
表示，以下这个公式可以预测下一
代的成年身高（在父母以及孩子都
无其他疾病干扰情况下）：

儿子成年身高（cm）=(父亲身
高+母亲身高+13)/2

女儿成年身高（cm）=(父亲身
高+母亲身高-13)/2

相关链接

扫一扫，听专家讲
解孩子如何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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