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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牙即在婴幼儿时期长出
（萌出） 的牙齿， 一般情况下半
岁左右萌出第一颗乳牙， 2 岁半
左右萌出全部乳牙， 共 20 颗乳
牙。 乳牙的萌出有一定的时间，
又按一定的顺序， 最先萌出的
是下中切牙， 并且是一对， 然后
是上中切牙、 侧切牙、 磨牙等。
但一些家长发现 ， 别人家的宝
宝大都按这个规律长出牙齿了，
自家宝宝还没动静， 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呢？

每个宝宝的生长发育都是不
同的， 所以长牙的快慢也会有所
不同， 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有一
些先天性的遗传包括一些家庭
的病史、 种族， 或是在怀孕期间
孕妈妈对蛋白质、 维生素、 钙、
铁等元素的摄入不足 ， 或在怀
孕期间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
都是会造成宝宝长牙慢。

此外， 对在正常情况下早出
生的宝宝来说， 要在标准的出牙
时间上增加上宝宝早出生的天
数， 才是宝宝出牙的时间。 宝宝
生下来体重偏轻也会导致宝宝
出牙速度变慢， 只有等到宝宝慢
慢长大之后， 牙齿才会开始长出
来。

服用部分药物也会使得宝宝
的牙龈变厚， 导致出牙慢。 垂体
激素不足、 小儿唐氏综合征、 甲
减、 佝偻病、 先天性外胚层发育
不良等， 都会造成宝宝长牙的速
度上和其他健康宝宝有所差异。

在排除疾病和外因导致的出
牙慢之后， 家长可及时补充宝宝
牙齿发育所需要的各种营养， 添
加一些馒头、 蔬菜、 水果等食物
做辅食， 促进宝宝牙齿发育。

湖南省儿童医院
胎儿与新生儿外科 黄莉萍

������眼科专家对儿童近视眼的形成
原因进行研究， 发现低度近视眼的
形成与遗传关系并不明显， 而是与
儿童的睡眠时间有密切关系。

儿童近视眼的发病率从小学四
五年级开始增多， 到小学六年级至
初中二年级时， 发病率有明显的上
升， 以后近视眼发病率增加较为缓
慢。 专家们认为， 青春前期是近视
眼形成的高峰期。 这一阶段的儿童
大多为 12 岁至 13 岁， 由于面临初
中的压力， 学习紧张， 使学生的睡
眠明显减少。

眼科学家的研究表明， 眼睛局
部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功能失
去平衡， 是近视眼形成的病理基础。
儿童睡眠不足， 可引起全身植物神
经功能紊乱， 进而影响局部的交感
和副交感神经， 从而引起眼睫状肌
调节功能紊乱， 导致近视眼的形成。

因此， 保证孩子在身体发育的
快速时期有充足睡眠是预防近视眼
发生的关键。

李志良

儿童睡眠不足
可导致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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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头是否达标可参照标准
到底长多高才算正常呢？ 小时

候长不高也许是起步晚， 到了青春
期能不能后来居上呢？ 针对这些疑
问， 黄莉说， 家长可以参照我国在
2009 年发布的儿童生长发育参照
标准。 不同年龄段、 不同性别孩子
的身高标准不同， 一般足月出生的
新生儿身高要达到 48-51cm （厘
米）； 1 岁孩子身高在 75cm 左右，
2 岁孩子身高在 85-87cm， 男孩要
比女孩相对高一些。 孩子 3 岁以后
身高每年长 5-7cm， 身高=年龄×
7+77 （单位 cm）。

哪些疾病在“拖后腿”
孩子的最终身高由遗传、 内分

泌、 营养、 睡眠、 运动等多种因素
决定。 一般来说， 父母亲个子高
的， 孩子也相对较高； 营养摄入不
足特别是缺钙、 缺优质蛋白， 会让
孩子在长个时 “动力不足”； 睡眠
不足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 进而影
响长个……但与这些相比， 一些疾
病在不知不觉间偷走孩子的身高才
是个棘手问题。

性早熟 肥胖、 乱吃补品及内
分泌因素引起的性早熟会让孩子的
早期身高高于同龄孩子， 但到了初
中、 高中后， 就不长了。 这是因为
性激素的刺激让孩子骨骺线提前闭
合， 生长发育期提前结束。 因此，
家长若发现孩子比同龄孩子提早
“拔高”， 女孩早早来月经、 乳晕增
加， 男孩小小年纪就睾丸增大、 出
现遗精， 要及早干预。

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先天性甲
状腺功能低下或发生障碍， 甲状腺
激素缺乏， 机体代谢活动下降， 严
重影响孩子大脑和身体的生长发
育， 如若不及早干预， 可能变成呆
小症， 孩子不仅身材矮小还智力低
下。 先天性甲减患儿出生时身高体
重可能无明显差异常， 可能在 3 个
月以后出现明显症状， 头大个矮、
四肢短、 动作迟缓、 牙齿发育不全
等， 有的孩子 2 岁后发病， 便秘贫
血、 活动少、 食欲不佳， 应及早补
充甲状腺素， 早期治疗效果更好。

生长激素缺乏 孩子出生时若
发生脑缺氧， 之后可能面临生长激

素缺乏的问题， 先天的垂体发育异
常也会引起生长激素分泌不足， 无
法为孩子长个提供源源不断的动
力， 矮小症随之而来。 因此， 孩子
出生后， 家长要重视定期体检， 发
现异常及时接受生长激素替代治
疗。

为孩子长个做好“后勤”
除了防范以上这些疾病， 家长

还要科学管理生活， 为孩子长个
“助攻”。 骨骼的生长发育离不开钙
的积累和优质蛋白质的充分摄入，
多吃富含优质蛋白食物。 养成良好
的睡眠习惯， 不要随意吃补品， 勿
过多补钙。 多做有利于长个的往上
弹跳运动如篮球、 排球， 和利于下
肢长骨生长发育的运动如骑车、 游
泳； 少做负重运动如举重 、 掷铅
球。

钱钰玲

������宝宝受惊吓后， 大多表现为不
吮乳、 嗜睡或哭闹不安； 年龄较大
的宝宝甚至可出现幻视、 幻听症状。
这种情况下， 家长应该怎么办？

新生婴儿有肌肤之渴， 喜欢被
人抚摸， 大人可以隔着衣服给宝宝
做按摩操， 增强安全感。 正确的做
法是， 在宝宝一受到惊吓， 妈妈立
刻用轻柔的声音安慰其， 同时进行
肌肤的触摸， 如用手顺着宝宝头发
轻抚或者轻拍背部。 亲人的声音和
肢体接触能很快让宝宝得到安全
感， 最大程度地起到安抚作用。

宝宝如果缺钙也会导致易惊，
这种情形下就必须根据微量元素测
试， 科学合理地补钙。 给予合理的
膳食、 良好的营养， 不仅给宝贝带
来健康的身体， 减少疾病， 也意味
着给予宝贝智力、 社交、 心理上的
良好发展。

如果宝宝睡觉易惊， 可以在入
睡前放一点舒缓的音乐， 睡熟后注
意不要让宝宝的小手压到胸口， 宝
宝惊觉时， 轻轻握住他的小手， 或
者拍拍他的后背， 给他安慰， 他会
很快入睡的。

宝宝被惊吓之后， 家长要及时
给宝宝治疗， 不要耽延， 因为时间
久了宝宝就会发烧， 经常哭闹。

需要提醒的是， 千万不要吓唬
宝宝， 家长要清楚地知道宝宝喜欢
或者厌恶什么， 不要勉强宝宝接受
他不愿意的事物。 带宝宝外出， 时
间不宜过长， 而且一定要避免去拥
挤、 嘈杂的公共场所。 如果宝宝表
现出哭闹、 困倦等现象时， 最好马
上回家。

湖南省儿童医院
胎儿与新生儿外科 孙慧

宝宝受到惊吓
怎么办？帮助孩子长个 家长该怎么做

�������身高影响着孩子的升学、 恋爱等人生大事， 矮个也成了
颜值的“硬伤”。 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一个劲地蹿个， 自家孩子
为何只能坐在教室最前排？ 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儿科
副主任医师黄莉和你分享帮助孩子长个的心经。

一些婴儿
为啥出牙慢？

������4 岁的亮亮要跟妈妈去上班，
被妈妈拒绝后， 她又哭又闹， 最
后用零食才哄好。 亮亮尝到了甜
头， 就经常向妈妈提无理要求，
一旦遭到拒绝， 就大声哭闹， 直
到妈妈心软答应为止。

孩子以哭闹 “要挟” 家长的
情景在生活中很常见， 如果教育
不当， 就会妨碍孩子的健康成长。
此时， 家长不妨试试以下几种方
法。

闪避法 当孩子无理哭闹时，
家长可试试冷处理， 在确认孩子
安全的情况下， 走到离他较远的
地方， 不理睬， 任由他哭闹。 哭
够了， 他就会平静下来， 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不受欢迎， 以后就会
逐渐减少这种行为。

转移注意力 孩子刚开始哭闹
时， 家长可以把他感兴趣的东西
放在他身边。 比如， 他爱玩的玩

具 、 爱看的书 、 喜欢的乐器等 。
家长放下东西后就离开， 孩子哭
闹一会儿见没人理他， 转眼看到
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注意力很快
就会被这些东西吸引， 投入地玩
起来。

照镜子 孩子哭闹不止， 家长
可以把他带到一面镜子前， 对他
说： “你看， 这镜子里也有一个
孩子在生气， 哭起来多不好看。”
孩子一看是自己哭闹的惨相， 很
可能会停止哭闹。

打预防针 有的孩子哭闹有征
兆， 家长稍微留心即可总结出来。
此时， 要提前打预防针。 比如， 他
与小伙伴一起玩， 自己的玩具被弄
坏了就哭闹不休， 要家长买新玩
具。 下次拿出玩具之前， 家长就可
以说： “要爱惜玩具， 如果故意摔
坏， 就不给你买新玩具了。”

刘玉雯

四招应对孩子无理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