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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午睡多长时间才好？ 日本
圣路加国际医院等研究团队的一项
研究表明， 1 岁半左右的幼儿， 午
睡时间以 2 小时左右最为适宜， 若
午睡时间过长， 则会使夜晚入睡变
差， 且睡眠时间亦缩短。

1 岁半是
睡眠模式基础
的关键时点 ，
以往的研究多
围绕来自于监
护者之所闻 。
而此次研究不
同的是， 研究
人员采用挂在
腰上带有加速
计的小型测量
器， 监测幼儿

的活动， 调查睡眠的时长和时区。
该研究以 50 位健康儿童为对象 ，
进行了一周的测量， 准确记录了开
始睡觉的实际时间等。 结果显示，
平均的午睡时间是 1.9 小时， 下午
3 点 13 分结束。 晚上开始睡觉的

时间是 9 点 40 分， 早上起床的时
间是 7 点 5 分， 睡眠时间为 9.4 小
时。 未见男女差别。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发现， 午睡
长的孩子， 夜晚的睡眠时间短， 夜
晚入睡的时间也慢。 3 小时以上午
睡的孩子， 晚上的睡眠时间较平均
缩短了近 1 个半小时。 还有， 午睡
起来的时间晚， 由于晚上迟睡或深
夜不睡， 晚上睡眠的时间也变短。
研究人员认为， 理想的午睡是 2 小
时左右， 若下午 3 点半前结束， 则
难以影响孩子晚上的睡眠。 所以，
因孩子睡觉时间晚而受到困扰的家
庭， 应对孩子午睡的时长和时区进
行调整。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宁蔚夏 译

�������杰仔是个 10 岁的小男孩， 但瘦
得像根竹竿似的， 别的同龄孩子都
差不多 30 千克了， 他才 16.4 千克，
且他从小到大经常便秘。 最近一个
多星期， 妈妈发现他精神状态越来
越差， 老嚷着肚子不舒服， 一问才
知道他已经好几天没有排便了， 肚
子绷得像个气球， 皮肤下面血管、
肠子都可以看到， 妈妈赶紧带他去
医院就诊。 经过一系列检查后， 医
生确诊杰仔患的是先天性巨结肠，
且合并有小肠结肠炎及重度营养不
良等， 建议马上进行手术治疗。

先天性巨结肠， 又称先天性无
神经节细胞症， 是胚胎期消化道发
育畸形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 以
男性多见， 是引起小儿腹胀、 便秘
的重要原因之一。 该病的发病原因
主要跟遗传因素或胚胎发育过程中
肠壁内微环境的改变有关。

先天性巨结肠通常在生后出现

反复便秘， 由于患儿肠道狭窄、 梗阻
而导致粪便排出障碍， 久而久之使得
患儿腹胀如鼓， 而且这种便秘会反复
出现， 并可伴有呕吐， 严重的患儿在
出生 72 小时内无胎粪排出， 并可伴
有腹胀、 呕吐等肠梗阻的表现。 但有
一些家长， 由于对小儿先天性巨结肠
的认识不够， 以为孩子只是普通的便
秘， 按照便秘的处理方法简单地处理
一下就不了了之， 一直到儿童时期才
因为严重的顽固性便秘而被诊断出
来。 还有一些家长在孩子患该病后，
以为需要花费大量治疗费用， 而选
择放弃治疗。 若没有及时对先天性
巨结肠进行手术治疗， 由于长期严
重的刺激， 可导致患儿出现坏死性
小肠炎、 肠穿孔、 全身电解质紊乱、
感染性休克、 多器官功能衰竭等， 威
胁着患儿的生命。

由于先天性巨结肠是肠道肌间
及黏膜下神经元缺乏及发育异常 ，

肠壁的肌肉不收缩， 不能把粪便挤
出肠外， 造成排便困难， 因此治疗
的首要目的是使患儿能够排便。 目
前， 国内纠正巨结肠的根治方法就
是手术治疗。

完全经肛门改良 Soave 术 （无
痕手术）， 即通过自然腔道肛门神
经节异常的肠段和近端扩张神经发
育异常肠段切除拖出肛门外切除 ，
并将正常肠管与肛门行吻合术。

在手术时机方面， 越早诊断并
给予手术治疗的话， 肠道扩张就越
少 ， 需要手术切除的肠段也就越
少， 也就越有利于肠道功能的恢复
和重建。

因此， 对于有顽固性便秘史的
小孩来说 ， 父母应该要提高警惕 ，
一旦发现有异常， 应及时送到正规
医院请专业医生进行诊断。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
乐盛麟

������儿童体检非常重要， 一
些在生活中易被忽视的儿童
疾病 ， 通过体检都可以发
现， 而这些问题的治疗必须
在低龄期进行， 错过了关键
期， 损失就无法挽回。

心血管疾病 这类疾病
也多半是由于儿童肥胖导致
的。 大多数家长认为患这类
疾病是中老年人的专利， 其
实不然， 已有数据表明， 大
约 20%的肥胖儿童患上这
类成人病。 限制饮食、 多运
动是防止心血管疾病的关
键。

龋齿 在我国， 约 77%
的 5 岁儿童有龋齿， 而发达
国家 70%的 5 岁儿童没有

龋齿。 所以每年至少 2 次的儿童
体检中， 口腔检查必不可少。

贫血 目前 ， 全世界约有 20
亿人患贫血， 其中 70%以上是儿
童。 在我国， 7 岁儿童的贫血发病
率 ， 男 孩 为 42.1% 、 女 孩 为
44.8% 。 尽管生活水平在不断提
高， “小胖子” 增多， 但儿童饮
食结构多半不合格 ， 偏向高脂 、
高糖而缺乏含铁食物的摄入。 如
果孩子出现食欲减退、 烦躁、 爱
哭闹、 体重不增、 发育延迟， 智
商 、 记忆力和学习能力下降等 ，
家长就有必要带他去体检， 查看
是否贫血。

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是家长们
最容易忽视也最察觉不出的一项
疾病。 因此， 每年都会有很多孩
子走上歪路， 还有些因此患上了
抑郁症。 孩子心理问题大多数是
在儿童时期开始形成， 但是由于
家长们的忽视使其恶化 。 所以 ，
最好的防范方法就是定期带孩子
去看心理医生。

湖南省儿童医院体检中心 罗邱

������学会自己排尿是宝宝成长
中的一个里程碑 ， 对父母来
说 ， 在让宝宝接受如厕训练
时， 不要过于着急， 要反复进
行训练。 那么， 教宝宝排尿有
没有小诀窍呢？

对于男宝宝而言， 模仿很
重要， 所以应由爸爸来言传身
教， 学习如何使用厕所。 鉴于
男宝宝的淘气个性， 爸爸应给
予准确的示范， 教他如何 “瞄
准” 便盆， 也可以在便盆中放
一张有颜色的纸， 让他瞄准纸
片撒尿。 对于男宝宝来说， 有
时小便就像在玩 “消防员” 游
戏， 同时也增加了他上厕所的
积极性， 更快地摆脱尿布。 有
时男宝宝可能在大便时想要站
起来撒尿， 这是因为排便过程
往往伴随着撒尿， 所以对这种
情况而言， 一开始的时候就让
宝宝子使用便盆可能会更容易
一些。

女宝宝的训练主要由妈妈
来完成 ， 她们更喜欢使用便
盆， 特别是有可爱动物形状的
便盆。 妈妈在训练女宝宝小便
的同时， 要教给她正确的擦拭
方向， 尤其是在大便后， 一定
要从前往后擦 ， 以防尿路感
染。

当宝宝稍大些后， 无论男
女宝宝都需要教授排泄后的卫
生程序： 排泄—擦屁股—看看
确认—冲水—穿内裤—洗手 。
父母在教宝宝如厕训练时， 不
要过于着急。 如果宝宝总是出
现尿裤子， 那就先停下来， 再
用几个星期的尿布。 如果宝宝
还在用尿布， 就不要急于给他
穿不开裆的裤子， 还是等到更
稳定的时期再开始如厕训练。

湖南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易丽芳

������张大爷前天带 5 岁的孙子去浴
室洗澡， 偶然发现孙子左下肢屈侧
一条线状红斑,第二天赶忙带孙子来
我所求治。 经仔细检查， 确认为一
例线状苔藓， 我告诉张大爷这个病
无大碍， 不需治疗， 一年左右皮疹
可自愈。

线状苔藓是一种多见于儿童的
自限性线状炎症性皮肤病， 其病因
不清， 由于皮损常沿肢体的血管或
神经分布， 因而医学上多认为该病
与脊髓神经的机能障碍有关， 或患
处的末梢神经对外来刺激的反应性
增强所致。 外伤或局部受压等因素
也可能为发病的诱因。 亦有认为是
病毒感染等， 其发病与细胞介导的
免疫反应有关。

本病多在 5-15 岁之间发病 ，
女性多于男性。 初发疹为散在的针
头大或粟粒大小的苔藓样丘疹， 呈

多角形或圆形， 顶部扁平， 粉红色
或皮肤色， 发亮， 表面可有少许细
薄鳞屑。 后丘疹可迅速增多， 群集
后便互相融合。 呈连续或断续的线
状排列， 线条宽 0.2-2 厘米不等 。
本病发疹多突然， 进展迅速， 多数
在数日或数周内可达最高峰。 皮损
常累及一侧上肢或下肢或颈部的一
侧。 线状损害长短不一， 仅有几厘
米或或沿整个肢体长达数十厘米。
本病一般无自觉症状， 偶有轻度瘙
痒。 病程不定， 一般一年内皮疹可
自然消退。 愈后皮肤恢复正常或遗
留暂时性色素减退或色素沉着斑。
有些家长迫切要求治疗， 对这类患
儿， 可在医生指导下外涂强效糖皮
质激素软膏或霜剂， 可加速皮损消
退。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
皮肤病防治所 胡亚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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