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奶奶的孙子才 5 岁， 在读
幼儿园大班， 每到周末或节假日，
家里来了客人， 孩子总是特别高
兴， 当着客人的面， 一会儿唱歌，
一会儿做出一些特别的举动， 大
人怎么喊也不听。 其实， 孩子这
种“现场表演” 属于“人来疯”，
它在 2-7岁这个年龄段十分常见。

学龄前儿童已有初步的主客
体区分能力， 但是自我的认定还
是主要来自客体， 特别是成人的
评价和肯定。 平时在家中， 爷爷
奶奶、 外公外婆和父母亲总是把

孩子当成注意的中心， 遇到客人
来家访时， 孩子自然就觉得自己
是中心， 往往演得非常出色。 由
于孩子神经系统的抑制功能发育
不完善， 容易兴奋， 一旦兴奋了
一时却难以平静下来。 有时当大
人开始谈自己的话题时， 没有给
孩子明确的停止 “疯” 的提示。

孩子 “人来疯” 是一种心理
发育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家长不
要强行制止， 应该因势利导， 满
足孩子合理需求 。 客人到来后 ，
给孩子一些表演的机会， 可以让

孩子背诵一首唐诗或者让孩子弹
一曲钢琴， 然后给孩子一个明确
的停止的提示。 例如， 当孩子背
完诗词后， 妈妈可以说： “很好，
下一次我们再背另一首唐诗背给
叔叔听， 好吗？” 这既是在肯定孩
子， 同时又是在暗示孩子表演就
到这里了 。 如果孩子兴致勃勃 ，
可以告诉他： “下面叔叔要和爸
爸说一些事情， 你让妈妈给你讲
故事好吗？” 这时最好不要马上让
孩子从事一个人的活动， 这样反
差太大， 孩子不容易接受。
湖南省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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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到来， 很多妈妈都希望
给孩子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来抵御太阳对宝宝稚嫩眼睛的伤
害 。 那么 ， 孩子可以戴太阳镜
吗？

眼科专家表示， 儿童的眼睛
比较稚嫩， 长时间暴露于强阳光
下， 易造成眼部灼伤， 影响晶状
体代谢， 造成晶体透光性下降，
白内障发病年龄提前； 眼睛的视
网膜黄斑区一旦受到紫外线照射
损伤， 会导致黄斑退行性病变，
严重影响视力。 因此太阳镜对于
保护孩子眼睛是很有必要的。

但要提醒的是， 并不是所有
的孩子都适合带太阳镜。 有些孩
子有先天眼疾并未被家长发现，
如佩戴太阳镜可能使病情加重。

比如下列几种情况：
一是屈光不正、 斜视、 弱视

的孩子。 有先天近视、 远视、 散
光等屈光不正， 以及斜视、 弱视
的孩子， 本身视力比较低下， 戴
太阳镜会延迟眼睛把影像送到大
脑视觉中枢的时间， 使病情加重。

二是色弱色盲的孩子。 这样
的孩子对几种颜色缺乏辨别能
力， 当戴上太阳镜后就更加不能
辨别颜色， 影像生活和活动。

三是患有青光眼的孩子。 戴
上太阳镜后， 进入眼内的可见光
减少， 瞳孔会自然开大。 瞳孔的
这种变化对青光眼患者来说， 却
更增加了眼内房水循环的障碍，
容易诱发青光眼急性发作。

广西医科大学主任医师 吕斌

������分泌性中耳炎， 也叫渗出性中
耳炎， 是以中耳积液 （包括浆液、
黏液） 及听力下降为主要特征的中
耳非化脓性疾病， 是常见且多发的
耳科疾病。 目前认为其发生可能与
咽鼓管功能障碍、 感染、 免疫反应
等有关。 儿童由于其特殊的生理结
构， 咽鼓管的直径仅为成人的 1/2，
鼓室口与咽口呈水平位置， 再加上
免疫系统发育尚未完善， 因此， 比
成人更容易患上分泌性中耳炎。

患有分泌性中耳炎时， 早期可
以没有任何症状， 也不会有听力下
降， 但随着病程的迁延可引起传导
性耳聋， 听力开始有些下降。 早期
轻微的传导性耳聋常被家长所忽
视， 也有些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医院
就诊， 说孩子最近看电视总是将声
音开得很大， 或是喊他的时候经常
听不到， 也可表现为听不清话。

早期的中耳炎患者如果能得到

及时的治疗， 大部分患者的听力都
还是可以得到迅速恢复的。 但也有
一些患者由于未及时发现而贻误了
最佳治疗的时机， 使中耳持续处于
负压状态， 继而出现中耳硬化或粘
连等现象， 严重的甚至造成听力永
久性的下降。 因此， 早发现、 早治
疗显得非常重要。

那么， 如何才能早期发现分泌
性中耳炎患儿呢？ 家长或老师当发
现孩子对声音的反应迟钝， 或存在
有分泌性中耳炎的高危因素， 如鼻
塞、 打鼾、 腺样体肥大、 经常感冒
等， 最好带孩子去耳鼻喉科， 请专
业的医生通过体格检查、 耳镜检查
及声导抗测试等， 来排除 “分泌性
中耳炎” 的可能。 鼓室声导抗测试
检查简便， 没有太大的创伤性， 是
目前诊断小儿分泌性中耳炎的常规
方法。

另外， 腺样体肥大的患儿因后

鼻孔发生阻塞， 同时可对咽鼓管进
行压迫而引发相关并发症。 目前认
为腺样体肥大是引起小儿分泌性中
耳炎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 对于
腺样体肥大患儿应认真进行体格检
查及耳镜检查， 不论听力是否有下
降， 最好能常规地进行声导抗测试。

一旦确诊是 “分泌性中耳炎”
时， 对于一些不伴听力下降等耳部
症状的分泌性中耳炎， 因其常有自
愈性， 可以观察 3 个月， 但期间要
注意复查鼓膜及声阻抗情况， 决定
是否需要治疗。 对于一些存在听力
下降的分泌性中耳炎患者， 则需要
在医生的指导下先药物保守治疗 3
个月， 若无明显效果， 或总反复发
作， 则建议行鼓膜置管术等手术干
预。 对于腺样体肥大并发的分泌性
中耳炎患儿， 保守治疗 3 个月无效
需要手术。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 邹宇

������小儿视觉功能好坏的早期发现，
对于某些眼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有着
重要的临床意义。 据相关研究， 5 岁
以前与 5 岁以后的弱视治疗效果有着
明显的差别。 怎样才能知道小儿视力
的好坏呢？

正常发育的小儿视力， 出生后数
小时， 对强光有闭眼反应， 瞳孔遇光
后先缩小， 2-3 秒钟后又散大， 头和
眼睛会朝窗户方向转。 2 个月， 头和
眼睛可追随人或手移动。 3 个月， 头
和眼可追随铅笔移动。 6 个月， 在母
亲哺乳时， 小儿双眼会盯住她的脸，
并跟随转运， 不再发生斜视现象。 8
个月， 婴儿会伸手抓住他想要的东
西， 如奶瓶、 玩具等； 1 岁， 会拣出
细的棉线， 视力可达 0.1。 2 岁， 对
天上的飞机， 飞鸟和对电视都有较强
的兴趣， 走路能躲开障碍物， 视力可
达 0.5。 3 岁 ， 视力可达 0.7。 5 岁 ，
视力可达 1.0。

观察小儿视力情况时， 要耐心仔
细， 在逗其玩耍的时候达到观察的目
的。 两眼分别观察时， 可以趁其高
兴， 用一手掌挡住小儿的一眼， 如引
起小儿极大反感， 可以说明被挡的眼
为视力较好的眼， 反之则不会拒绝。

对于 3 岁以上的小儿， 一般可以
利用视力表进行检查。 如果发现小儿
的视力有异常， 应立即到医院进行专
科检查， 以免延误治疗。

李志良

������经常有妈妈因小孩或吭咔
清嗓、 喉中怪叫， 或挤眉弄眼、
撸嘴吸鼻、 摇头晃脑等怪动作
就医 ， 并诊断为儿童多发性抽
动症 ， 即小儿抽动-秽语综合
征。 该病是近年来日趋增多的
慢性神经精神障碍性疾病。

该病主要表现为运动性抽
动和发声性抽动两大类 ， 有的
以单纯运动性抽动为主 ， 有的
两种表现形式都存在。 儿童发
病多从眨眼、 挤眼开始 ， 多不
引起家长重视， 逐渐发展到面
部、 肢体， 或全身多部位肌肉
抽动。

该病自愈的机会较低， 积极
治疗后， 大部分患儿的抽动症
状可在 1-6 个月内减轻并控制，
但仍有少数延续到成年 ， 直至
终身。 近年来， 中医中药对其
病因病机及治疗有较大的进展。
病因病机归纳为以下四证：

肝亢风动证 多由反复感冒，
情志不遂而致。 表现为摇头耸
肩、 挤眉眨眼、 撅嘴、 吼叫、 踢
腿等不自主动作频发 ， 伴有烦
躁易怒， 咽喉不利。

痰火扰神证 起病急， 常由
肝风鼓动痰热， 上扰清窍而致。
表现为头面、 躯干 、 四肢等多
个部位剧烈抽动 、 喉中怪鸣 、
脾气暴躁、 睡眠不安。

脾虚肝亢证 由饮食不节 ，
脾虚肝旺而致。 表现为抽动幅
度不大， 时轻时重， 反复不愈、
喉中吭咔怪鸣、 神疲乏力 、 面
色萎黄、 食欲不振。

阴虚风动证 多有抽动日久，
阴血内耗， 虚火上炎而致 。 表
现为挤眉弄眼、 耸肩摇头 、 肢
体震颤 ， 时有吭咔作响 、 手足
心热。

治疗则根据以上辨证， 分别
给予清肝泻火、 熄风止抽 ； 清
火涤痰、 镇惊止抽； 健脾和胃、
平肝止抽； 滋阴潜阳 、 熄风止
抽等中药口服， 并配合耳穴压
豆及小儿推拿疗法辅助治疗以
加强疗效。

湖北省襄阳市中医医院
李丽 刘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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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性中耳炎：
早治疗 效果好

多发性抽动症
中医辨证治疗

孩子“人来疯” 莫强行制止

�������明明在一次幼儿园的体检中被告知听力有问题， 进
一步到医院耳鼻喉科就诊， 被诊断为分泌性中耳炎。 医
生说， 明明需要先药物治疗一段时间， 如听力仍未见明
显好转则需要手术治疗。 明明妈妈听后很是疑惑： 平时
交流没发现孩子有什么听力问题， 而且耳朵也没有进水
或出现疼痛， 怎么就有分泌性中耳炎呢？

不是所有孩子都可戴太阳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