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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家长们都非常关
注孩子的身高，但并不了解儿
童生长发育的规律，也不知道
如何给孩子提供均衡营养。
那么，儿童矮小症是一种什么
样的病症？又该如何界定和
判断的呢？

医学里定义矮小症，是指
在相似生活环境下，同种族、
同性别和年龄的个体身高低
于正常人群平均身高2个标准
差者（-2SD）或低于第3百分
位数（P3）。也就是说，100个
同龄孩子排队，从低到高，排
在前面的三个人，一般可能就
是矮小症孩子。

黄晓燕介绍，每隔十年，
全国就会进行一次生长发育
情况调查，制作出标准差或百
分位的标准数值表，目前常用
的是2005年的九省市儿童体
格发育调查数据。

在日常生活中，黄晓燕给
家长们推荐了一些简单的判
断方法，比如看看孩子是否
是班级排队时站在前3位，或
者几年前衣服都还可以穿，
那就要提高警惕，说明孩子
可能属于矮小范围了，需要
带孩子到儿童内分泌专科进
行检查评估。

孩子不长个
别拿“晚长”做赌注

误区一
父母都不高，孩子难长高

有些父母身高比较矮，就悲观
地认为孩子一定也不会高，其实不
然，如果把握好后天30%机会，孩子
就有可能达到理想身高。比如家族
性矮小的孩子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来
改善身高。

误区二
父母都很高，孩子肯定会高

父母很高，孩子的遗传靶身高
相应会比较高，但需要注意后天监
测。如果孩子出现性早熟等疾病因
素影响，可能就会影响孩子身高。

误区三
从小就高，以后肯定矮不了

有的孩子从小就比同龄孩子要
高，因此就认为以后身高也不会
矮。但殊不知孩子有可能是出现了
发育过早，骨龄超前等情况，只是把
身高增长快速期提前了，整个生长
时间就缩短了，最终身高也会达不
到理想预期。

误区四
多吃长高论

吃太多，尤其是过多地进食高
热卡食物，可能会引起肥胖。目前
研究发现脂肪可以分泌雌激素，促
进骨骺发育成熟，导致骨龄超前，从
而影响身高。因此强调营养要均
衡，不要过度。

误区五
激素有害论

有些矮小的孩子，明明已经矮
小得很严重了，经详细检查明确为
生长激素缺乏症，建议给予生长激
素治疗，但家长一听激素就色变。
如果明确为生长激素缺乏，那就有
指征补充生长激素来帮助孩子长
高，否则孩子将会属于侏儒症。使
用生长激素需要专科医生进行详细
严密的检查和评估，用药过程中需
要密切监测疗效以及不良反应。

误区六
吃啥都不如喝汤

很多家长的饮食习惯，认为喝
汤是最有营养的，其实不然。汤确
实味道鲜美，但里面仅仅有一些电
解质、油脂等，并没有蛋白质等营养
元素。如果油脂过多，还有可能导
致肥胖，不利于长高。

（马珂 辑）

“以前月经血量大到用成人纸
尿裤都兜不住，痛到没一个晚上能
睡得好，去了多家医院，医生都建
议切除子宫，整个人都绝望了。”子
宫腺肌病患者王女士用“不敢相
信”形容了此次求医经历。

今年5月，王女士慕名找到海
南省肿瘤医院介入科主任牛惠敏，
经诊断为子宫腺肌病，并进行了子
宫动脉栓塞术治疗。9月中旬，在
接受介入治疗四个月后，王女士回
到医院复查,影像检查结果显示，
治疗后其子宫体积已缩小了一半，
大子宫、经期长、出血多、痛感强等
症状均得到有效改善。

牛惠敏介绍，子宫腺肌病是育
龄期女性常见的良性妇科疾病，是
指子宫内膜腺体和间质侵入子宫
肌层形成的弥漫或局限性的病
变。通俗说，即子宫内膜长错了位
置，跑到了子宫肌层里，在子宫肌
层内弥漫性生长，使子宫壁增厚，
子宫增大，同时影响到子宫肌壁的
收缩，子宫肌层同样出现内膜周期
性增生、出血，从而引起一系列异
常症状。

牛惠敏介绍，子宫肌腺病是富

血管性疾病，病灶的生长需要血液
的供应和血液中雌激素、孕激素及
其他生长因子的刺激，对缺血、缺
氧非常敏感。子宫动脉栓塞后，长
错位置的内膜因缺血坏死，出血停
止，患者可恢复正常月经周期，而
病灶在经期不再出血。随着内膜
组织的吸收，子宫恢复正常的大
小、结构，有效缓解痛经而达到治
疗目的。介入栓塞术是微创治疗，
对正常子宫和卵巢的影响较小。
术后24小时王女士即可下床活动，
3天后出院。

据悉，类似王女士这样的治疗
方式，在省肿瘤医院介入科已经开
展多例，均达到了症状缓解或消
除、保留子宫的目的。

“根治性手术可解除患者病
痛，但需切除子宫甚至卵巢，丧失
生育功能，术后激素水平下降，甚
至出现卵巢功能早衰现象。”牛惠
敏介绍，在子宫腺肌病治疗中，保
留子宫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可以保
留生育功能，还能避免患者脏器缺
失，使患者在术后心理得到更好的
康复。

牛惠敏提醒，子宫腺肌病是育
龄期妇女的常见病、多发病，但近
年来，子宫腺肌病在年轻未生育女
性中发病率也不断增加。“子宫腺
肌病患者有一部分会导致不孕，因
此，一旦发现还应早日治疗。”牛惠
敏提醒，当女性出现严重痛经、月
经失调、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等
症状时，要警惕子宫腺肌病。

牛惠敏表示，患者可根据自身
情况，谨遵医嘱选择适合自己的治
疗方案。症状较轻的患者，可进行
保守治疗；病情严重的患者，若年
龄较大，在不打算再生育的情况
下，切除子宫是一种彻底的根治手
段；年轻或有生育功能需求的患
者，可采取微创介入手术进行治
疗，增加妊娠机会。 （文/庄晓珊）

严重痛经、月经失调、月经量增多

警惕子宫腺肌病

本报讯（记者马珂）海南日报记者从近日

举行的海南省中医药大会上获悉，目前海南中

药种植面积达200多万亩，年产值200亿元以

上，建立国家级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2个，中药

种质资源库1个，南药和黎族医药资源开发持

续推进。

海南种植的中药品种达 30多种，其中槟

榔、益智、草豆蔻、牛大力、海巴戟、裸花紫珠等

海南省特色中药材种植超过万亩。经统计，仅

海南省两个国家中药材种苗基地向全省各地区

提供种苗已达257.2万株，种子20吨，带动5700

多户农民推广种植 7000多亩中药材，产值约

1.96亿元。

中药材已成为海南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产

业扶贫的重要支柱。在中药制药方面，海南省共

有中药及中成药文号240多个。2019年中成药

及中药饮片产值达32.6亿元，约占全省医药总产

值的12.4%，其中枫蓼肠胃康颗粒等4个品种产

值过亿元，逐步打响了“海南宝岛出好药”的品

牌。

根据海南省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

目前全省已收集记录野生药用植物共229个科

1104个属2462个种，发现药用植物新种1个，中

国新记录种1个，海南新记录种11个，组织完成

了《中国中药资源大典（海南卷）》的编写。

海南对黎族医药进行系统全面的挖掘整

理，组织完成海南省首部《黎族医药》审编、出

版工作，在海南省中医院试点开设黎族医药门

诊部，并组织海南医学院启动黎族医药现状调

查。

对于我国珍稀濒危南药资源沉香，海南各

级部门联合制定方案，进行有效保护和可持续

开发利用：海南省政府出台《沉香产业发展规

划》，现已形成了多部门联动推进沉香产业发展

的工作机制；林业部门积极推进“海南沉香”地

理标志申报；科技部门将沉香列入省重点研发

计划，支持科研单位成功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名贵南药沉香大品种开发关键技术突破与

产业化应用”；农业部门启动“沉香小镇”建设；

全省金融机构发放沉香产业相关贷款共计5.08

亿元。

据悉，我省将中医药生态、绿色和健康的

理念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打造中医药健康旅

游新业态新模式。同时将中医药服务贸易作

为全省服务贸易的重点领域进行创新试点，在

全国率先制定了《中医药服务贸易服务规范》

和《中医药健康旅游与服务贸易示范基地建设

规范》两项地方标准。建设了海口市、三亚市、

琼海市3个海南省中医药健康旅游和服务贸易

示范基地。

一边脸大，一边脸小

小儿斜颈别耽误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12月22日下午，8个月大的小可可
（化名）在海口市中医院小儿推拿诊室做
治疗。小可可一出生就是“歪脖子”，一
边脸大，一边脸小，到医院一检查，发现
患上了先天性小儿肌性斜颈。

“小儿斜颈的发生，可能是妈妈怀
孕时羊水少、胎位不正、脐带绕颈、孕期
活动少、产伤等原因造成。”海口市中医
院主治医师周媛介绍，先天性肌性斜颈
不仅仅是一种症状，也是一种疾病，通
常是由于一侧颈部肌群的发育不良或
挛缩，导致患儿头歪向患侧，脸转向健
侧。

对婴儿来说，用小儿推拿的办法治
疗斜颈是好选择，但是小儿推拿治疗斜
颈是有时间要求的，“越早越好，最佳年
龄在1岁以内，我们接诊最早的是刚满月
的婴儿，用推拿治疗十几天就好了。但
是也碰到过7岁才来治疗的孩子，由于长
期斜颈，已经没有办法用推拿治疗，只能
手术治疗。”周媛说，若发现和治疗早，
90%以上的小儿斜颈可以治愈。

小儿推拿不仅能治疗小儿斜颈，也
是治疗小儿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手段，对
减少抗生素滥用、保障婴幼儿健康具有
重要意义。“2013年，小儿推拿正式列
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我省三甲
中医院从2017年以来都努力提高小儿
推拿水平，扩大小儿推拿应用范围。”周
媛说。

本报讯（记者马珂）服务全民医保，助力美好

自贸港。近期，海口市医疗保障局推出系列医保

服务宣传活动，目前已进入收官阶段。

据悉，本次医保服务宣传活动主要分医保政

策媒体宣传和医保政策线上有奖问答两部分，通

过主流网络媒体、本地权威纸媒等宣传渠道，在

市民群众中广泛开展医保政策宣传，提高医保政

策普及率，有效促进市民群众积极学医保、知医

保、参医保。

海口多措并举
助力医保宣传

深挖南药、黎药特色资源—

海南宝岛出好药

国际上定义口腔种植牙手术标准为,
种植牙5年正常行使咀嚼功能、咀嚼效率
达到90%以上。临床观察发现种植牙如
果维护良好，一般使用寿命可长达人一生
的使用时间，至今为止，已有种植牙使用
寿命超过了40年。

种植手术结束后，患者还要定期到口
腔专科医院进行复诊检查，进行后期的维
护保养，并养成良好的口腔习惯，且戒烟
戒酒，可有效地延长口腔种植牙的使用寿
命。种植牙的寿命与患者使用方面也有
很大关系：①正规且认证的国际种植系
统；②患者的口内健康程度良好；③无较
大的全身系统疾病；④种植牙正确维养，
定期复查；⑤医生和技工的水平。种植牙

种植完了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应该选择正
规专业的口腔专科医院，并按时有效地做
口腔清洁，定期复查,遵医嘱维养，才能有
效延长种植牙使用寿命。

种植牙修复之后的保养较为重要，保
养措施包括：

1.注意清洁：生活中要应用牙间刷、
冲牙器等，对种植牙周围进行彻底清洁，
减少细菌滋生；

2少吃硬的食物：种植牙始终不是天
然牙，需要时间融合，因此还是尽量少吃
或不吃硬食物，延长种植牙使用寿命；

3.定期复查：每年应找专业医生进行
彻底检查，及早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延
长种植牙寿命。

种植牙寿命多长？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遗传代谢内分泌科主
任医师。专业特长：儿童
生长发育相关疾病（身材
矮小、性早熟、性发育异
常）、儿童糖尿病、儿童甲
状腺疾病等。

健康养生·科学治病

“孩子不长
个子，或许等等
就长了！”孩子身
高发育慢，不少
家长往往错过了
干预孩子身高的
最佳时机。12
月19日，海南日
报健康融媒工作
室栏目《大医精
讲》推出健康科
普系列直播第五
期《孩子不长个，
别拿“晚长”做赌
注》，邀请海南省
妇女儿童医学中
心遗传代谢内分
泌科主任医师黄
晓燕线上直播，
为大家答疑解
惑。

黄晓燕表示，矮小的孩子
来到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后，
会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包括
身高、体重、性征发育情况、皮
肤有无特殊皮疹，有没有特殊
面容和体征等，来初步判断孩
子可能是哪方面的疾病。另
外，根据需要会做一些相关检
查，比如通过拍骨龄片来判断
孩子的生长潜力，并进行初步
的身高预测。

其中，骨龄正常应该和实
际年龄相差1岁以内，也就是
说骨龄小于年龄 1岁或大于
年龄1岁都是正常的，但如果
相差 1 岁以上，那就不正常
了，就需要查找原因了，比如
我们常见的性早熟骨龄就会
明显超过实际年龄，从而导致
生长潜力受损，引起成年后的
矮小。

另外，还可通过生长激素
评估、甲状腺激素和肾上腺
激素检测等，来诊断引起矮
小症的原因。只有明确病因
后，才能有针对性采取相应
有效治疗措施。

黄晓燕提醒，家长们千万
不要认为孩子现在个不高，可
能是“晚长”，将来一定会长
高。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将会
耽误孩子的一生。

黄晓燕表示，矮小的病因很
多，比较常见的原因有营养性的，比
如营养不良的孩子往往会比较矮
小。内分泌疾病也可能引起，比如
生长激素缺乏症。如果出现生长激
素分泌不足或分泌障碍，就可能引起
孩子矮小。如果孩子患有一些慢性
疾病，如先天性心脏病、慢性肝病、肾
脏疾病等也可以引起矮小，还有一
些先天染色体异常疾病，以及一些先
天性代谢性骨病等，也可引起矮小。

但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矮小都
是疾病造成的，也有一些矮小是生
理性的。比如家族身材都比较矮，
那么孩子的身高可能也会比较矮。

黄晓燕表示，孩子生长是有一
定规律的，出生时一般是50cm左
右，以女孩为例，成年平均身高是
160cm；15岁左右身高停滞生长。
那么从出生到成年的15年里身高
需要增长110cm；0-2岁身高将增
长35cm，青春期会增长25-30cm，
这两个关键时期就占到总身高增长
的一半以上了，2岁到青春期，每年
身高增长5-7cm。因此，如果想要
孩子尽量高一些，就需要把握住这
两个关键期。

此外，孩子的生长也有个体差
异，孩子的身高70%是遗传决定的，
30%受后天因素影响，其中遗传身
高可以通过计算得出，用父母的身
高和，男孩加上13，女孩减去13，然
后除以2就是孩子的遗传身高了，遗
传身高会有正负4cm的波动范围，
这个波动范围取决于后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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