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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落后是智力落后于正常
人的一种症状。 是由诸多不同病
因导致人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受
到损害， 或发生停滞， 表现为大
脑功能发生障碍的一种现象。

早期干预的对象有： 智力障
碍、 听力障碍、 视力障碍、 孤独
症、 脑性瘫痪、 感觉失调、 多动
症、 情绪障碍以及多重障碍的儿
童 。 在医学上 ， 注重对低体重
儿、 早产儿以及高危儿的早期干
预； 当然， 越早干预越好， 孩子
半岁以内就可以根据以下方法进
行认知训练。

0-3月认知训练
视觉刺激： 注视、 追视训练

（采用大体积带声光的玩具和黑

白卡片）， 3 月注视时间 5-10 秒。
听觉刺激 ： 不同音强 、 音

调、 音色的人和物体的声音进行
刺激。

语言训练： 多逗笑、 出声笑
（表情夸张， 或触摸身体 ， 亲吻
等）。

个人社交训练： 人眼注视，
鼓励双手交握、 触碰、 吃手。 对
镜反应： 微笑、 发音 （可晃动镜
子）。

4-6月认知训练
视觉刺激 ： 两点注视训练

（两个同样大小的球或物体）， 4-
5 月注视时间 10-20 秒 ， 寻找
（将球丢地上让其去寻找）。

听觉刺激： 不同方位的声音

刺激。
语言训练： 交流发音， 发 a-o、

mu-ma、 a-bu 等。
个人社交训练 ： 唤名训练 ，

主动交流训练 ， 辨别生 人 、 熟
人 。 对镜反应： 伸手试拍自己的
影子。 哺乳： 及时添加辅食。 当
然， 丰富的触觉刺激训练也是至
关重要的。

湖南省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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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头皮血肿较为常见，
主要发生在难产、 胎头吸引术
或产钳助产时， 有时也会出现
在正常生产中。 其原因为颅骨
膜下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血液局
部滞留形成的， 血肿高出皮肤、
边界较为清晰。 新生儿头皮血
肿应当怎样进行护理呢？

新生儿正常分娩时头皮会
受到产道挤压， 导致局部血液
淋巴循环出现障碍， 血浆外渗
导致头皮出现血肿现象。 一般
表现为头顶部呈半圆形且表皮
肿胀， 此时如果没有受到感染
无需进行特殊处理， 3-5 天后
即可消失。

如果新生儿由于帽状腱膜
下血肿引起脱皮血肿， 一般有
出血量大、 血肿范围广等特点，
且头部出现明显肿胀。 此时可
采用压迫颞浅动脉， 若有效则
结扎该动脉可适当缓解， 但若
宝宝出现面色苍白、 心跳加速
时应寻求医生帮助。

对于难产婴儿则一般会出
现骨膜下血肿， 且很大比例会
伴有颅骨骨折现象， 表现为皮
肤光滑、 边界清晰且触摸有波
动感。 如果 2-6 周未出现明显
症状减轻， 则要在无菌条件下
进行血肿穿刺抽出积血， 否则
易演变为骨囊肿。

新生儿头皮血肿一般在家
中即可护理， 保持宝宝皮肤清
洁防止继发感染。 出生后前一
周可用小毛巾在冷水中浸湿敷
在血肿部位， 在一周后改用局
部热敷以促进血肿周围血液循
环加快血块的吸收， 但在冷敷、
热敷过程中应密切关注宝宝状
况， 出现异常应立即停止并寻
求医生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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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 家住益阳农村的熊
宝宝因“疝气” 突然被卡住不能
复位被焦急的父母送到儿童医
院。 经过紧急手术， 医生发现他
的肠道里存留有较多带壳的花生
及西瓜子， 造成肠道梗阻并穿
孔， 引起了严重的腹膜炎。 医生
将这些引起梗阻的“原凶” 一一
清除后， 还切除了坏死的肠管，
这才捡回他一条命。

异物 “入侵” 小儿消化道并
不少见 ， 尤其是 3 岁以下的幼
儿。 有的因喜欢将玩具等异物含
在口中玩耍， 不慎将其吞下； 有
的是因年龄小， 缺乏对事物的判
断力， 趁家长不注意将一些坚果
类食物连壳吃下去， 且咀嚼不全
或根本未经咀嚼， 以致因不能被
消化而引起肠道梗阻。

当孩子不慎吞食这些物品

后， 首先要了解孩子所吞食物品的
类型、 时间及孩子的表现， 如有无
呕吐、 腹痛等并及时就医。 如异物
仍在食道或胃内， 可采用在胃镜下
取出异物 ， 此方法对孩子安全可
靠。 如不能采用胃镜取物， 异物较
小且光滑 ， 孩子无任何不适感觉
时， 可以吃些芹菜、 韭菜等含纤维
素多的食物， 可增加肠蠕动， 促使
异物从肠道排出； 每日需观察孩子
有无大便及异物排出情况， 如 2-3
天仍无大便， 应及时去医院检查。

当误食较多诸如瓜子壳类食物
时， 因这些在胃肠里不被消化， 但
却会吸取肠道内大量的水分， 轻则
堵塞肛门无法排便， 重则会引起完
全性肠道梗阻甚至穿孔。 所以， 家
长平时要多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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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结巴 ， 医学上称之 为
“口吃”， 是语言表达的流畅性障
碍； 它的主要特点是说话者明确
地知道要说什么， 但由于不由自
主地重复、 拖长和停顿而在言语
表达时发生困难。 口吃主要从儿
童早期开始， 多发生在 2-5 岁儿
童之间， 两岁开始的口吃者中大
约 80％的儿童能自然康复 ， 只有
20％会持续到毕生。

关于口吃的病因有很多争论，
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家庭语言环
境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父母的
说话方式、 对口吃儿童的态度及
教育方式， 是影响儿童口吃产生、
维持 、 发展或消亡的重要因素 。
那么， 孩子口吃， 家长该怎么做？

不要讥笑、 斥责、 打骂或惩
罚孩子； 要有足够的耐心， 鼓励
其敢于张口， 必要时， 父母可以
用一句完整的话重复孩子表达的
意思， 这样做既表示理解， 也是
在教给孩子怎样正确的表达。 千
万不要让孩子像改错似的自己重
复， 这样会加重孩子的口吃。

根据孩子言语表达的情况， 可
以教他朗诵歌谣， 念 “顺口溜”，
给孩子讲笑话、 讲故事。 孩子在玩
耍时是最放松的， 可以边玩边说，
也能有效地缓解结巴现象；

培养孩子健康的性格， 开朗、
大胆、 自信的孩子即便发生过结
巴， 因为其注意力不集中在内心
感受上， 一般能较快地得到改善。
反之， 可能会演变为继发性结巴。

接受孩子的缺点 ， 耐心 、 平
和地帮助孩子； 最重要的是， 让
孩子明白 ， 你会无条件接受他 ，
不管他口吃与否。

湖南省儿童医院体检中心 罗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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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已立秋， 往年进入秋
季， 在门诊常见到有些儿童的头
面部、 臀部及手、 足处， 会长许
多疖子； 若不及时诊治， 十几天
后， 部分患儿可出现眼睑浮肿 、
尿频、 尿急、 尿痛、 发烧等症状。
一旦发现有这些症状， 应当考虑
有感染肾炎的可能性。

引发秋疖子的元凶是溶血性
链球菌， 一旦病菌侵入毛囊底部
并向皮下组织蔓延， 就会出现疖
子。 而链球菌感染， 也是继发肾
炎的一个重要原因。 患了疖肿后，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抗菌消炎治
疗， 致使大量的链球菌随血液运
行到达肾脏， 引起肾脏发生病态

反应 ， 从而导致肾
炎发生。

另外 ， 生长在
面唇部的疖肿 ， 不
可用手抓搔挤压。 因为面
唇部皮下组织疏松， 淋巴血管丰
富， 且静脉内没有瓣膜， 其静脉
血可因肌肉挤压和外力挤压发生
倒流。 使细菌随血液从鼻静脉和
眼静脉逆流进入颅内的海绵窦 ，
引起细菌性脑膜炎。

对儿童生秋疖不可掉以轻心，
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 首先要搞
好个人卫生， 保持皮肤清洁， 及
时洗去皮肤上的污垢和致病菌 ，
勤换洗衣物、 勤剪指甲。 其次要

加强饮食调理， 忌食辛辣、 油腻、
腥发之食物。 疖肿早期， 可采用
热敷， 并外涂 1%-2%碘酒或碘伏
等， 可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 如
疖肿症状重、 伴有发烧， 在服药
的同时， 还应肌肉注射一定剂量
的抗菌素， 以达到抗菌消炎、 防
止链球菌滋生蔓延而危害肾脏的
目的。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患秋疖子
提防肾炎

孩子口吃
怎么办？

当心异物入侵消化道

0-6月智力训练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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