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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脑神经系统是从怀孕第 5、
6 周开始发育的， 因而要想孩子聪
明， 孕期一定要抓住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 怀孕前 8 周 自受孕
后第 19 天起， 胚胎神经系统就快速
发育， 一直到第 26 天左右自底端开
始形成闭合， 向下延伸为脊髓， 也
就是说， 胎儿脑部发育是从怀孕 4
周后开始， 而怀孕第 8 周开始， 胎
儿已经形成基本雏形， 尽管离完全
发育有点远， 但此时可正式称为胎
儿。 在此时期， 尽管胎儿摄取营养

有限， 但一定要保证营养均衡， 养
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 并戒掉吸烟 、
喝酒等不良习惯， 以此保证胎儿状
况良好。

第二时期： 怀孕 20 周左右 怀
孕 20 周左右， 胎儿视觉、 听觉等神
经系统开始发育， 20 周后， 脑细胞
发育越来越复杂， 开始出现胎动。 尽
管胎教效用无法证实， 但胎儿会随着
神经系统的发育和外界的刺激， 开始
在子宫内进行学习。 此时妈妈应和胎
儿多进行互动， 如抚触、 听音乐、 交

流等， 使其形成良好的神经回路， 促
进脑细胞逐渐向良性发展。

第三时期： 怀孕 30 周至出生后
胎儿脑部基础发育在怀孕 4 个月左
后基本成形， 但神经元却不会停止
作用， 而会持续进行树状突触一直
到出生后 3 岁左右， 甚至到青春期
都可能持续发展。 为此， 在此时期，
建议妈妈要适当运动， 予以胎儿前
庭刺激。

湖南省儿童医院
胎儿与新生儿外科 宋莉萍

������明明今年 8岁， 正在上小学二
年级。 一天清晨起床后他感到四肢
无力和麻木， 站立不稳。 去医院就
诊， 门诊医生建议住院观察治疗。
入院后多次检测血钾， 均处于正常
范围内。 经多科医生会诊， 明确诊
断为正常血钾型周期性麻痹。

一般情况下， 周期性麻痹的病
例多由低血钾所致， 但像明明这样
的正常血钾型周期性麻痹病例则很
少见到， 容易造成误诊， 需要对此
提高认识， 重视预防和治疗。

正常血钾型周期性麻痹的发生
机理尚不清楚， 医学专家的看法
是： 由于该病的发病对象多是 10
岁以下儿童， 因而认为其发病主要

是与这类儿童机体对细胞内外钾平
衡的调节不够平稳有关。 一旦受到
寒冷、 潮湿、 过度劳累等诱发因素
作用时， 钾盐自细胞内移出去， 导
致细胞内钾离子水平降低而引起周
期性麻痹的发生。 另外， 研究表
明， 摄盐过重的儿童也是该病的发
病对象之一， 估计是与高盐基础上
所形成的细胞内外钾失平衡有关。
这类儿童一旦被限制摄盐量便有可
能造成相对的低钾状态， 从而引起
正常血钾型周期性麻痹。

正常血钾型周期性麻痹具有以
下几个临床特点： ①往往有比较明
确的诱因； 发病多在夜间醒后。 ②
以四肢软弱无力和麻木为主要表

现， 有时也会表现出只是小腿肌、
肩臂肌的软弱无力和麻木。 ③血钾
测定处在正常范围内。 ④具有自限
性， 但其发作持续时间往往较长，
可达 10 天左右， 而后方才逐渐恢
复正常肌力。

正常血钾型周期性麻痹的预防
与治疗原则为： 限制食盐的过多摄
入， 避免上述诱发因素的不利影
响， 特别要注意御寒保暖及合理安
排作息时间， 防止过度劳累。 病情
发作时要住院治疗， 增强营养和对
症处理， 可有利于肌力尽早恢复正
常。

陕西省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主任医师 魏开敏

������在各种小儿易感染的病原体
中， 妈妈们最需要警惕的是麻疹。
很多家长错误地认为， 接种过麻疹
疫苗后无须担心麻疹病毒的侵袭。
然而， 要提醒的是， 由于人口流动
大， 加之部分儿童疫苗漏种或免疫
失败， 致使小规模麻疹流行时有发
生。

麻疹是什么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

呼吸道传染病， 以皮肤斑丘疹、 发
热及呼吸道症状为特征。 麻疹发病
前期多为中度以上发热、 流涕、 咳
嗽、 结膜炎、 畏光等， 红色斑丘状
皮疹首先见于耳后-发际-面颈-躯
干-上肢-下肢-足部， 3-4 天出齐。
并发症有喉、 气管、 支气管炎， 肺
炎， 心肌炎， 神经系统并发症。

麻疹的传播途径
人是麻疹病毒的唯一宿主， 麻

疹传染性极强， 儿童是主要易感人
群。 通过麻疹病人传染的， 病人出
疹前后 5 天都具有传染性， 其传播
途径主要为经过呼吸道飞沫传播、
接触被感染物体表面传播等， 如果
未得过麻疹或未接种过麻疹疫苗
者， 其接触麻疹病人后患病的概率
高达 90％以上。

怎样预防麻疹
接种疫苗 麻疹疫苗， 是预防

麻疹最有效的措施， 我国规定的接
种年龄为 8 个月， 预防效果能达到
90%。 要注意因受种者年龄大小及
体质的区别， 也有接种后没有产生
抗体的情况， 在周围有麻疹流行的
地域下有可能被感染； 也要注意接
种疫苗不能终身免疫。

切断传播途径 衣物在阳光下
暴晒， 开窗通风， 紫外线照射。 接
触麻疹的宝宝， 应予隔离， 不能进
入幼托机构 ， 需医学观察 21 天 。
此外， 麻疹患儿应隔离至出疹后 5
天 (如果并发肺炎者要延长隔离至
出疹后 10 天)。

被动免疫 麻疹患者是唯一的
传染源， 所以在接触麻疹患者后 5
天之内应立即给予免疫球蛋白， 具
体剂量为 0.25 毫升/千克体重。 如果
超过 6 天后就不能达到预防效果。

湖南省儿童医院感染科
主治医师 谷芬

������一般来说， 宝宝
流口水属于阶段性现
象 ， 有 一 定 的 规 律
性， 宝宝在新生儿期
唾液腺不发达， 出生
后第一周唾液分泌量
一昼夜约为 50-80 毫
升。 婴儿唾液分泌量
约 4 个月时增加至每
昼夜 200 -240 毫升 ，
5 个月后 ， 才较显著
的增加。

3 个月以内的新生宝宝是不会
流口水的， 因为唾液腺不发达， 分
泌的唾液腺较少 。 4-6 个月的宝
宝， 因添加的米粉等淀粉类食物，
会反射性地刺激唾液腺发达。 5-6
个月唾液分泌明显增多， 但宝宝口
腔容积相对较小， 吞咽调节功能发
育仍不完善， 尚不能及时吞咽所分
泌的唾液， 因此会出现口水外流。
宝宝 7-18 个月是口水流得最频繁
的时期， 恰好处在宝宝的萌牙期。
乳牙萌出时顶住牙龈， 引起牙龈组
织轻度肿胀不适， 刺激牙龈上的神
经， 也可激发唾液腺反射性的分泌
增加。 大部分宝宝在两岁之前， 因
为肌肉运动功能和吞咽反射的成

熟， 逐渐有效地控制吞咽动作， 嘴
边也不再流口水。

应战口水， 妈妈学会护理很重
要。 首先要及时擦拭； 其次是勤洗
勤涂， 经常用温开水洗洗口水流到
的地方， 涂上润肤霜或油脂类的东
西。 再次要勤换勤晒。 此外， 不要
常捏宝宝脸颊， 因为婴儿脸部皮肤
比较薄嫩， 口腔内腮腺组织发育不
完善、 脆弱、 易受伤害。 还要注意
锻炼宝宝的吞咽能力。

并非所有的流口水都属于正常
现象， 如果宝宝 2 岁后口水仍然流
得特别多， 有可能是宝宝的感知觉
失调和某些疾病的前期征兆。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小儿康复科 万忠香

������当宝宝还在妈妈肚子里
的时候 ， 出现某些异常或是
胎儿在向孕妈传递求救信号。
一般来说 ， 均是通过胎动 、
腹痛等传递 ， 需要孕产妇及
时学习与掌握 ， 从而准确辨
识这些信号。

胎动改变 胎动改变的潜
在危险为胎儿缺氧 。 一般来
说 ， 胎动都是具有一定规律
的 。 在一天之中 ， 上午 7-9
点 、 晚上 11 点-凌晨 1 点是
胎动的活跃高峰， 其他时间，
特别是清晨 ， 胎动较少 。 大
致规律为每小时 3-5 次 ， 每
12 小时约 30-40 次。 当胎儿
动作变大 、 次数变多时 ， 可
能是胎儿缺氧， 需及时就医。

阴道出血 阴道出血的潜
在危险为宫外孕、 胎盘早剥、
先兆流产 。 怀孕期间 ， 见红
并非好事 。 通常情况下 ， 先
兆流产的第一症状均为阴道
出血 。 因此 ， 当出现出血症
状时 ， 必须记清出血颜色 、
量， 并说明症状， 及时进行 B
超检查， 确定胎儿着床位置，
在医生指导下服用保胎药物，
并卧床休息， 如果出血停止，
表示胎儿可保住。

全身瘙痒 全身瘙痒的潜
在危险为妊娠期肝内胆汁淤
积症。 部分孕妇在怀孕 6 个月
时， 经常伴有全身瘙痒症状，
特别是腹部 、 掌部 、 趾部 ，
这是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的表现， 不容小觑。

腹痛 在怀孕后， 因为肚
子不断膨大 ， 子宫会挤压内
脏 ， 因此 ， 孕妇孕期会出现
轻微腹痛症状 ， 但如果腹痛
剧烈且突然 ， 甚至痉挛 ， 伴
有阴道出血， 可能是宫外孕、
先兆流产， 需及时就诊。

湖南省儿童医院
胎儿与新生儿外科 龙胜娟

儿童血钾正常 缘何四肢无力？ 接种麻疹疫苗后
仍要再防范

四大信号
或是胎儿在求救 7-18个月龄宝宝

流口水最频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