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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个月的轩轩躺在婴儿车里
格外的安静， 与诊室中其他哭闹
不止的宝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南京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
医师李荣， 经过系统的检查发现，
这个“乖宝宝” 其实是个智力低
下的孩子， 大运动整体落后。

听到“智力低下” 几个字后，
轩轩妈妈表示难以置信， 孩子没
早产、 没生病， 怎么就智力低下
了？ 孩子这才多大， 哪能测出智
力呢？ 李荣解释， 孩子智力发育
迟缓， 最初的表现就是大运动落
后。 妈妈这才回忆起， 这个孩子
从小就比较安静， 很少哭闹， 对
外界的反应很淡漠， 抬头比别的
孩子晚， 7 个多月头还竖不稳，
脖子总是软软的， 没什么劲。 到
了 8 个多月也不能自主翻身， 更
别说主动抓东西了。

六个月不会翻身？
可能是抱太多

李荣主任介绍， 随着气温的
升高， 很多家长发现宝宝六个月

了还不会翻身， 于是就到医院
来检查， 这其中有一部分并不
是智力发育落后导致的。 例如，
有些体型肥胖， 或是衣着过于
厚重的孩子 ， 自身重量较大 ，
四肢活动范围小 ， 力气也小 ，
从而无法自由运动， 自然就翻
不过来了。 还有些家长， 平时
对孩子过于呵护， 长时间把孩
子抱在怀里， 孩子没有机会自
主运动， 大运动自然就落后了。
当然， 抱得太多虽然会引起大
运动落后， 但落后的不会太多，
一般不会超过 2 个月； 如果落
后太多， 就需要进一步查找原
因 ， 不一定只是智力的落后 ，
脊髓型肌萎缩症等也会表现为
运动落后。

虽说， 孩子在行为能力的
发育中会有先后， 但不同月龄
的宝宝随着智力的发育都应该
完成相应的大运动， 都会遵照
一定的生长轨迹， 例如常说的
“七滚八爬”。 因此， 一旦宝宝
有某项或者多项运动长时间落

后于正常的孩子， 家长就要多加
注意了， 最好带着孩子到医院详
细检查。

大运动落后
带着孩子多动动

目前， 针对大运动落后， 不
论是智力问题， 还是其他因素，
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多训练。 这
就需要医生、 家长和孩子的共同
努力， 加强平时对孩子运动能力
的训练。 比如， 家长可以借助外
力帮助孩子学会一些基本的动
作， 将浴巾垫在孩子身下， 通过
抽动浴巾来帮助孩子练习翻身
等。

另外， 及早发现孩子大运动
落后的情况， 对于治疗也非常重
要。 越早发现， 就能越早开始训
练， 尽快帮助孩子赶上正常的发
展水平。 而对于智力低下导致的
大运动落后， 也可以尽早通过科
学的训练 ， 促进孩子智力的发
育。

张艾萱 吴叶青

������一次上夜班时， 一对面色焦急的夫
妻抱着一个大约两个月的宝宝来科室求
诊， 宝宝在不停地哭， 额头上布满细小
的汗珠。 医生询问病史后发现， 小孩不
明原因的阵发性哭吵有 6 个小时了， 未
见明显呕吐， 大便中有血。 经过一系列
的检查后， 最终确诊为肠套叠。

肠套叠是指部分肠管及其肠系膜套
入邻近肠腔所致的一种绞窄性的肠梗阻，
是婴幼儿时期最常见的急腹症之一。 以
4-10 个月婴儿最常见， 2 岁以后发病减
少， 男孩比女孩发病率高 2-3 倍。

肠套叠发生时常有腹痛， 为突然发
生的剧烈的阵发性肠绞痛， 患儿哭闹不
安， 屈膝屈腹， 面色发白， 拒食、 出汗，
持续数分钟后腹痛缓解， 安静入睡， 间
歇 10-20 分钟后又反复发作。 阵发性腹
痛是由于肠系膜受牵拉所致。 由于有肠
梗阻发生， 患儿常有呕吐。 约 85%的患
儿在发病后 6-12 小时排出果酱样的粘液
血便， 此为肠套叠的重要症状。

医生在查体时会在右上腹季肋下触
及套叠的肿块， 呈腊肠样， 光滑不太软，
梢可移动。 如未及时诊断可发生肠坏死
或腹膜炎， 出现腹胀、 腹水、 腹肌紧张
和压痛。

凡健康的婴幼儿突然发生腹痛、 呕
吐、 便血和腹部摸到腊肠样肿块应及时
到医院就诊。 肠套叠的治疗方法包括非
手术疗法和手术疗法， 非手术疗法又包
括空气灌肠和钡剂灌肠复位。 手术疗法
适用于肠套叠超过 48-72 小时， 或病情
严重疑有肠坏死者。

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 胡莎
������很多宝宝出生时头部都覆盖着一
层厚厚的胎脂， 再加上新生宝宝皮脂
腺分泌功能旺盛， 分泌物若不及时清
除， 就会和头皮上的脏物积聚在一起，
久而久之就形成一层厚痂。 这种看起
来脏脏的污垢常常让妈妈们束手无策：
头垢究竟该不该清洗？ 如何清洗？

其实， 给宝宝清洗头垢是非常必
要的。 因为头垢内藏有大量污垢， 一
旦宝宝头皮被抓破、 擦破， 不但影响
头部外伤处理， 还非常容易导致感染。

清洗宝宝头垢， 切记不能直接剥
离或揭掉， 以免弄伤宝宝娇嫩的头皮
而继发感染。 可在宝宝头上擦一些维
生素 AD 滴剂 (橄榄油或石蜡油也可
以 )， 隔一段时间之后头垢便会变软。
这时， 用温水浸湿头发， 涂上宝宝洗
发精， 轻轻揉搓， 头垢松动后冲洗干
净即可。 如果头垢很厚， 一次清洗不
能完全去除时， 可以每天多涂 1-2 次
维生素 AD 滴剂， 时间相应延长一些，
大概 2-4 小时， 直到头垢浸透软化后
再洗去。

给宝宝洗头时应注意控制水温 ，
注意保暖， 防止着凉。 洗头时的水温
最好控制在 37℃-38℃上下。 因为水太
凉不易去除头垢， 而水太烫则容易造
成宝宝皮肤烫伤。 冬天的水温可以略
比夏天的高 3℃-5℃。

值得提醒的是， 若宝宝的头垢为
黄褐色或黑色油腻结痂和鳞屑， 或头
皮上可见到米粒大小的红疹子， 并有
痒感等症状， 则可能为病理现象， 需
到医院请皮肤科医生进行诊治。

王灿

������孩子长高一直是儿童生长发育的主
题， 孩子如果身材矮小或者生长发育缓
慢， 有部分可能是遗传因素， 也有可能是
疾病所引起的。 但很多家长不知道孩子长
得慢也是病， 他们往往把孩子的身高交给
时间， 在观察中错过了孩子身材矮小需要
干预的最佳时期。 当发现孩子身高与同龄
人身高差距越来越大时， 花大量的钱买所
谓的补品给孩子补充营养， 或者是使用增
高器材。 然而这些盲目的措施已无济于
事， 矮小身材的状况已无法弥补。

火箭军总医院儿科主任医师聂亚玲指
出， 实际上， 按照科学的诊断标准， 如果
明确诊断孩子患有矮小症， 则越早治疗越
好。 治疗推荐的最佳时期是 3 岁到青春期
前， 当然不同病因所致的矮小， 开始使用
生长激素治疗的时间也不尽相同。 比如特
纳综合征， 也叫做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的
孩子， 身高几乎不能超过 1.4 米， 为了增
高， 可在 2 岁后开始治疗； 一般生长激素
缺乏症的矮小、 特发性矮小及小于胎龄儿
的孩子， 在 3 岁之后追长身高仍然低于同
龄孩子身高的 2 个标准差， 都可以在 3 岁
开始治疗。 孩子年龄越小， 体重越轻， 用
药的剂量越小， 所需费用越少， 效果越
好。

莫鹏

������生活中， 婴幼儿感到烦
闷时， 周围大人的世界都会
崩塌。 当孩子哭闹不休时，
的确有不少人希望通过播放
音乐、 故事来转移孩子的注
意力。 不过， 给孩子听音乐
要注意声量的大小， 也不要
给孩子使用耳机听音乐。

从解剖结构分析 ， 耳
朵由外耳、 中耳 、 内耳组
成 。 外耳包括耳郭 、 外耳
道与鼓膜。 耳郭 、 外耳道
收集声波， 并把声波传到
鼓膜。 鼓膜通过振动 ， 把
这种运动传入中耳的听骨
链， 再通过精细的听骨链将
振动传入内耳。 因此， 外耳
和中耳又合称为传音器。 内
耳是听觉的感受器官， 由半
规管和耳蜗组成。 耳蜗内充
满液体， 可将振动传给毛细
胞， 由毛细胞将其转化为听
神经可以接受的电化学信
号。 刺激听觉神经， 形成神
经冲动并传入大脑。 这时，

神经冲动就被转化为我们所
听到的声音。

新的人群资料及大量动
物实验表明， 耳蜗上的毛细
胞才是听力受损的关键。 要
强调的是， 毛细胞是不可再
生的， 而高分贝的声音会过
度刺激孩子内耳里的毛细
胞。 一旦它们受到损伤， 它
们就不再能够把声音传送给
大脑了。

1 岁左右的幼儿， 听觉
器官正处在发育阶段， 还非
常脆弱。 这时候戴上立体声
耳机听音乐， 声压直接传递
到很薄的鼓膜上刺激听觉器
官， 使之异常兴奋， 长期使
用容易造成听觉疲劳， 损害
听觉器官。 因此， 当给婴幼
儿欣赏立体声音乐时， 一定
要把音量调小一些， 让他们
听一阵子就休息一会儿， 且
绝不建议给婴幼儿戴着耳机
听音乐。

田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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