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儿心得

������ “屏幕暴露” 是指
有电视、 手机、 平板电
脑灯电子设备接触史。
如今几乎在每个家庭中
都能看到的电子产品，
它们是人们了解整个世
界信息必不可少的工具
和渠道。 然而， 在家长
们应用电子产品的同
时， 也让家中的儿童受
到了影响。 屏幕暴露对
儿童视力、 睡眠方面都有一定的影
响， 家长们应多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 规划户外活动， 遇到节
假日， 家长应该多带孩子到户外活
动筋骨， 进行亲子活动， 别让孩子
整天呆在电视机前或整天玩手机、
平板， 伤身又伤神。

其二， 拟定 “屏幕暴露” 计划
表， 事前做好计划， 比如先以一周
时间为单位， 每天玩手机、 平板电
脑 、 看电视的时间不超过 1 小时
（学龄后儿童可提高为 2 小时/天）

其三， 切忌一心二用。 在大多
数家庭中， 还可见孩子不好好吃饭

时， 就把屏幕打开， 让孩子盯着屏
幕， 主动配合， 这种行为是不可取
的 ， 千万不能让宝宝养成这种习
惯。 因为这样不但妨碍专注力的养
成， 对于身体的消化吸收也有不良
影响。

其四， 保持适当距离、 光线及
良好姿势。 在玩手机、 平板电脑、
看电视时， 家长需注意画面是否有
过多的跳动、 闪烁， 周围环境光线
是否合适， 孩子是否保持良好的姿
势及正确的收视距离。 一般来说，
屏幕越大， 观看距离也应该越远。
在持续看电视 30 分钟之后， 最好
能让眼睛休息几分钟。。

要提醒的是， 父母尽量避免在
孩子面前玩手机， 以身作则， 才能
对孩子有说服力。
湖南省儿童医院心胸外科 李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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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 高阿姨的孙女腮腺
肿了起来， 家人都以为是“痄腮”
（即流行性腮腺炎）。 吃了一些抗病
毒药后感觉有所好转， 但不久孩子
又反复腮腺肿大。 高阿姨听说得了
一次腮腺炎后能终生免疫， 为什么
她孙女却反复发作呢？ 于是带着孙
女跑了几家医院， 最后她才得知孙
女的腮腺肿大不是腮腺炎引起。

腮腺肿大可能并不是腮腺炎
儿童反复腮腺肿大， 在儿科疾

病中最常见的为复发性腮腺炎、 传
染性腮腺炎。 大多数患儿经抗生素
治疗后可治愈， 但仍有极少数患儿
经抗感染治疗后仍有反复腮腺肿大。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可能是患儿腮
腺肿大不是腮腺炎引起的。 其实在
免疫性疾病当中， 有一个病也会引
起儿童反复腮腺肿大， 这就是一个
儿童发病率极低的风湿病———儿童
干燥综合征。

儿童与成人症状不同
干燥综合征主要发生在中老年

女性， 是一种以侵犯外分泌腺体，
尤其以唾液腺和泪腺为主的自身免
疫性疾病。 儿童干燥综合征一般起
病隐匿， 而且症状表现与成人完全
不同。 成年患者起病时多以口干、
眼干为最常见的临床症状， 而几乎
所有儿童患者在发病初期均无干燥
的症状， 但是复发性腮腺肿大是绝
大多数儿童患者最初的临床表现，
其次以肾小管酸中毒引起的低血钾
性肌肉麻痹多见， 口眼干燥多出现
较晚， 症状较轻。

肾脏损害是儿童干燥综合征
最具特征性、 最常见的腺外损害，
发生率约 30％-50％， 症状复杂多
样 ， 可从无症状的亚临床过程到
危及生命的低钾性酸中毒， 软瘫、
反常性碱性尿 ， 长期未得到治疗
的患儿会发生佝偻病和生长发育

受抑制 。 除肾脏易受侵外 ， 其他
脏器如肺部和神经系统较少受累，
症状也轻 ， 雷诺现象少见 ， 皮疹
以紫癜 、 皮肤干燥 、 鱼鳞样变多
见 ， 发生部位多变 ， 少数可有肝
胆系统损害。

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为主
儿童干燥综合征目前尚无根治

方法， 主要是替代或局部治疗和全
身治疗。 局部治疗主要针对干燥症
状的治疗。 口干可适当饮水， 注意
口腔卫生， 每天刷牙 2 次； 有龋齿
者要及时修补； 眼干可用人工眼泪。
全身治疗主要用于有内脏损害如肾
脏、 神经系统受累以及血管炎者，
可用肾上腺皮质激素； 必要时可联
合应用免疫抑制剂， 如甲氨蝶呤、
硫唑嘌呤及环磷酰胺等。 有关节症
状者可服非甾体抗炎药， 如双氯芬
酸等。

广西医科大学教授 吕斌

������急性阑尾炎是小儿外科急
腹症之首 ， 是最常见的疾病 ，
也最容易引起并发症和被家长
忽视。 当孩子出现腹痛时， 很
多家长都认为没有大问题， 用
点药就会好， 但如果是孩子急
性阑尾炎发作， 可没这么简单。

小儿急性阑尾炎临床上并
不少见， 但发病率低于成年人。
12 岁以下的小儿急性阑尾炎约
占急性阑尾炎总数的 4%-5%左
右。 与成年人比较， 小儿急性
阑尾炎发展快、 病情重、 穿孔
率高、 并发症多。 一岁内婴儿
的急性阑尾炎几乎 100%发生穿
孔， 两岁以内为 70%－80%， 五
岁时为 50%。 小儿急性阑尾炎
死亡率为 2%－3%， 较成年人平
均高 10 倍。

因为小儿的大网膜发育不
健全 ， 对炎症的局限能力差 ，
就诊时将近 80%的病儿合并有
不同程度的化脓性腹膜炎。 临
床症状不典型， 胃肠道反应比
较突出， 有时以频繁呕吐为最
初的首要症状。 个别病儿起病
时就伴有 39℃－40℃高烧， 也有
以持续性腹泻为主要表现。 上
呼吸道感染、 扁桃体炎、 急性
肠炎可能是小儿急性阑尾炎的
诱发因素， 致使急性阑尾炎的
临床表现不典型者较多， 容易
误诊。

如果是单纯性小儿阑尾炎，
手术比较容易解决。 但是如果
没能及时发现而延误病情， 导
致阑尾穿孔， 术后极易发生肠
粘连、 腹腔脓肿、 肠瘘等并发
症。 表现为孩子阑尾术后高热，
切口化脓裂开， 术后两三天高
热不退， 再一次检查发现是肝
脓肿； 有的患儿术后肠瘘， 则
需更长的时间来处理。

湖南省儿童医院
普外二科 李绿容

������当下， 很多家庭为防止蚊虫叮
咬， 而在室内点燃蚊香或喷洒杀虫
剂。 为此提醒， 使用杀虫剂要慎重，
尤其是婴幼儿房间不要使用。

家庭普遍使用的各种气雾杀虫
剂、 杀虫乳油、 灭蚊片、 蚊香和灭
蟑片等产品， 大都采用菊酯类的溴
氰菊酯作为杀虫有效成分。 尽管厂
商在包装上都标有 “对人畜无害 ”
字样， 实际上一般杀虫剂不仅杀虫
成分对人体有害， 而且辅助成分对
人体也有害。

环境毒理学有关实验证实， 长
期接触该类杀虫产品， 即使是低剂
量， 也会引起神经麻痹、 感觉神经
异常及头晕头痛等症状。 长期过量
吸入杀虫剂的气雾会损伤人的肝脏、
肾脏、 神经系统、 造血系统， 尤其

是大脑还未发育完善的婴幼儿， 身
体正处于发育时期， 对有害物质的
抵抗能力十分弱， 吸入与成人等量
的气雾， 其反应会更明显， 后果也
更严重。

为减少副作用， 在房间喷洒杀
虫剂后， 人要立即离开， 一个半小
时后打开门窗， 通风排气之后再进
入， 而孩子住的房间不要使用杀虫
剂。 厨房使用杀虫剂切勿污染食品
和餐具， 不要为了增强杀虫效果而
加大使用剂量。 便用杀虫剂和杀虫
乳油之后要及时洗手， 有条件的最
好洗澡、 更换衣服。 若发现家人或
小孩头晕恶心、 视力模糊、 皮肤刺
痛， 应及时离开使用过杀虫剂的环
境， 严重者立即送医院治疗。

李志良

������一项开创性的研究
显示， 如果儿童时期吸
入过量二手烟， 长大后
患关节炎的几率就会增
加。

以前已经有研究发
现， 吸烟与患风湿性关
节炎之间有关联， 女性
吸烟者患此病的几率近
翻倍。 现在， 法国专家
们再次发现， 在儿童期
如果长期生活在二手烟
的环境中， 患关节炎的
几率同样会增加 。 “被
动吸烟” 的孩子 ， 患关
节炎的风险会上升 79%。

从 1990 年 至 2014
年， 南巴黎大学医院的
研究人员对 7 万余名女
性吸烟者进行了跟踪研
究， 这些女性的出生年
龄在 1925-1950 年之间。
在这份大型调查样本中，

有 1239 名女性报告称她们患上
了关节炎。 研究人员对这些女
性进行了询问， 主要集中在小
时候吸入二手烟的情况。 在成
年吸烟者中， 儿童时期吸入过
二手烟的， 患关节炎的风险比
为 1.73。 在成年吸烟者中， 而
儿童时期没有吸过二手烟的 ，
风险比为 1.37。

2013 年， 瑞典斯德哥尔摩
卡罗林斯卡研究所曾发现， 女
性每天吸几根烟， 会使风湿性
关节炎的几率增加， 研究甚至
还发现， 在停止吸烟之后， 15
年再次检测， 发现患此病的几
率仍比不吸烟的人高两倍。 数
据显示， 女性的 “烟龄” 越久，
患风湿性关节炎的风险越大。

曹淑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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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房间别用杀虫剂

幼儿“屏幕暴露” 家长如何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