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婴儿理发
宜选熟睡时

■儿保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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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心得

������新生儿神经系统发育尚不完
全、 身体的免疫力较差， 同时汗腺
调节能力较差， 而新生儿头发又时
刻处于生长状态， 因此父母要及时
为其修理头发。 要提醒的是， 新生
儿头部皮肤极为娇嫩， 为其理发要
尤其注意卫生与安全。

如果在炎热的夏季， 满一个月
且健康的宝宝就可以进行首次剃
头， 但是宝宝虚弱且头发稀薄仍要
推迟一段时间； 如果是在寒冷的冬
季， 一般当宝宝 3 个月时才第一次
剃头， 此前要做好日常洗护工作。

宝宝第一次理发如果选择在理
发厅， 则要选一位技术精湛、 经验
丰富的理发师， 且这位理发师最好
也要通过健康检查。 此外， 要使用
婴幼儿专用的理发工具， 且确保理
发工具在使用前经过严格的消毒处
理， 以防细菌通过理发工具上侵入
宝宝皮肤。

选择在家中自行为宝宝理发的，
同样也要选择婴幼儿专用理发工具
且已经过严格消毒。 理发最好选择
宝宝睡着时， 因为其醒着可能不配
合， 如果醒着则要尽量用玩具等吸
引宝宝注意力， 最后在理发完成
后， 立即清理碎头发以免进入其眼
中。

很多地方有着满月剃头的传统，
认为剃头后头发将又黑又密， 其实
这是不科学的。 因此在为宝宝首次
理发时， 最好不要将胎毛全部剃
光， 更不要将胎眉剃光， 否则由于
外界环境或身体素质不好将引起不
适。

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四科
成柳

������小儿的体温调节能力尚不成
熟， 如果天气忽冷忽热就会比成人
更易染病。 不过这种能力可以通过
日常生活对冷环境的逐渐适应加
以提高的 。 从秋天开始的耐寒锻
炼能提高孩子组织器官的免疫功
能， 增强机体的耐寒力， 进而减少
冬季易发病。 但在 “秋冻” 的过程
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循序渐进， 适时保暖
不能单纯地强调 “冻”， 即使秋冻
也要从耐寒锻炼开始， 逐步进行。
从入秋开始， 父母就要逐渐培养孩
子用冷水洗手、 洗脸， 喝冷开水的
习惯， 即使到了冬天也不放弃。 由
于这是一个逐渐降温的过程， 小儿
一般都能适应， 而且效果显著。 但
需注意每次冷水冲洗后， 要用干毛
巾擦。 当天气变化反常， 气温急降
时， 体格差的孩子会发生呼吸道感
染甚至肺炎。 所以， 家长一定要根
据气温变化， 及时地给孩子增减衣
服， 必要时仍需适当保暖， 不可一
味地 “冻”。

其次要冻中有动 有些宝宝穿

得太多， 或穿的衣服不太适合运
动， 这些都会使行动尚不灵敏的宝
宝活动起来十分不便， 在客观上会
减少宝宝锻炼的机会。 相反， 如果
穿着适宜， 宝宝活动自如， 运动量
也会增加， 这样更有利于提高他们
机体的抗病能力， 增强体质。 中医
认为， 小儿是阳气偏旺之体， 过暖
则会助长阳气而消耗阴液。 通常宝
宝穿着只要比成人多一件就行， 大
些的宝宝可以和成人一样多， 甚至
还可以有意让宝宝略微少穿一点，
以锻炼御寒能力。 同时， 御寒锻炼
应根据孩子的年龄、 体质和大气温
度变化灵活掌握， 使其逐渐适应。

三是要冻中有暖 一是背暖：
保持背部的 “适当温暖” 可以预防
疾病， 减少感冒的发生。 但不可
“过暖”， 否则背部出汗多， 易因背
湿凉而患病。 家长应当经常检查幼
儿背部是否出汗， 温度是否过高，
以便调整衣物。 二是肚暖： 肚子是
脾胃之所， 保持肚暖即是保护脾胃。
孩子常脾胃不足， 当冷空气直接刺
激腹部， 孩子就会肚子痛， 从而损

伤脾胃功能， 使脾胃不能正常、 稳
定地运转。 三是足暖： 脚部是阴阳
经穴交会之处， 皮肤神经末梢丰富，
是对外界最为敏感的地方。 孩子的
手脚保持温暖， 才能保证身体适应
外界气候变化。 要提醒的是， 幼儿
经由体表散发的热量， 有 1/3 是由
头部发散。 头热容易导致心烦头晕
而神昏， 所以孩子要保持头凉。

最后“秋冻”不宜盲目跟风 体
质较虚弱的小儿不应实施秋冻锻
炼， 有先心病及其他先天性疾病、
贫血、 营养发育不良、 反复发生支
气管炎、 肺炎、 哮喘、 慢性胃肠疾
病的幼儿， 以及免疫低的小儿， 对
气候比较敏感， 尤其是早晚天气变
化大时容易感冒， 所以不可以盲目
实施秋冻训练。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吕荣华

������在门诊经常遇到这种病例， 一
些家长说自己无意中发现孩子 1 岁
以后拇指可以左右动， 但老是勾着
伸不直， 用手一扳发现很僵硬， 有
时揉一揉后可以扳直， 但不久又拇
指勾了起来。 曾有传言道 “不会翘
大拇指的孩子聪明”， 殊不知， 大
拇指不会翘、 不会伸直， 其实是
病， 需到医院骨科接受治疗。 由于
孩子不说疼， 家长没太重视， 往往
导致拖延治疗时间。

这种症状的病例在儿童骨科
被称为先天性拇指扳机指， 又名
屈拇长肌腱狭窄性腱鞘炎， 是因
为手大拇指的拇屈肌腱的腱鞘狭
窄、 变厚， 使肌腱滑行在屈肌腱
鞘中受到卡压引起的。 刚开始时，
卡压不严重， 所以拇指有时还可
以伸直， 这就是为什么称为 “扳

机指” 的原因； 其后随着卡压的
加重， 最终拇指完全不能伸直了。
如果拇指关节长期处于屈曲位置，
会引起肌腱和皮肤等所有软组织
的固定挛缩而真的变短。 这种病
例最常见于拇指， 有时其他手指
也可以出现， 25%为双侧性 ， 该
病为散发， 与遗传无关， 典型特
征是不伴其它畸形。

在 1 岁之内出现明显症状的
患儿 30%可自行缓解， 应进行观
察和轻柔手法治疗， 不需要采取
夹板固定。 如果症状没有自行缓
解 ， 必须在 3 岁前行手术治疗 。
手术通过切开过于狭窄的屈肌腱
鞘使肌腱滑动不受限， 从而拇指
外观和活动恢复正常。

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护师
谢永红

�������家住长沙市雨花区的小宝贝华
华快半岁了， 最近常常夜间哭闹，
周围的好心人纷纷建议家长带其去
测血钙， 说能看出孩子是否缺钙。
于是华华妈妈带着他来到了长沙市
中心医院咨询。 医生的回答是人体
的钙 99%都存在于骨骼和牙齿里
面， 只有 1%在血液里， 所以通过
查血钙的方式确定是否缺钙的做法
没有科学依据。 那么怎么知道孩子
是否缺钙？ 医生的做法常有以下几
点：

第一、 了解小儿的喂养情况。

比如喂哺方式如何， 是母乳喂养还
是人工喂养？ 孩子每天的奶量是否
充足？ 何时开始添加辅食， 辅食添
加是否合理？ 小儿的食物中是否含
有丰富的钙营养？ 小儿消化吸收功
能正常与否等。 另外还要了解小儿
的一般健康状况， 是否经常患病？
是否经常做户外活动等？ 医生会通
过这些询问， 来确定小儿是否存在
缺钙的可能。

第二、 给小儿做全面的体格检
查。 通过体格检查进一步判断小儿
是否存在缺钙的临床表现 ， 如多

汗 、 枕秃 、 睡不踏实 、 受惊后抽
动 、 烦躁 、 哭闹 、 出牙延迟 ， 方
颅、 鸡胸、 肋骨外翻、 “X” 型或
“O” 型腿等。

第三、 根据临床表现给小儿做
化验、 骨密度检测。 化验就是抽血
检测血钙、 血磷和碱性磷酸酶， 这
些指标反映了骨骼代谢的状况； 骨
密度测定是通过放射性同位素、 X
射线、 CT 或超声波等方法检测骨
质密度， 通过骨密度值降低程度可
以诊断骨量减少还是骨质疏松。

潘建华

编辑：
前不久， 我 2 岁的儿子患上

秋季腹泻， 每天拉白色清水便十
余次， 吃什么吐什么， 伴有口喝
和少尿， 但不发烧。 在社区医院
治疗 2 天未见效， 且突发抽搐，
表现两眼凝视、 口吐白沫、 呼之
不应， 四肢不停地抽动， 持续约
2 分后自行缓解。 紧急送到市医
院经住院治疗几天才治愈。 请问
只拉肚子又不发热为何会抽搐？

郴州市读者 朱萍
朱读者：

小儿高热易致热痉挛是大家
都知道的事实， 然而， 婴幼儿腹
泻引起抽搐却鲜为人知 。 事实
上， 这种小儿腹泻惊厥 （医学上
称无热惊厥 ） 在临床上并非少
见。

近些年， 国内腹泻病专家对
100 例小儿腹泻惊厥原因分析，
发现半数以上为合并低钙血症所
致。 本病多见于维生素 D 缺乏
性佝偻病 （简称佝偻病）， 因为
这些孩子多属于人工喂养， 很少
晒太阳又没有补充足够的鱼肝油
及钙片， 加上患有腹泻病程中钙
的丢失增多， 且治疗中又未及时
补钙所以容易出现抽搐现象。 此
外， 营养不良儿也易患上此症。
据医生观察， 静脉补钙治疗腹泻
惊厥可以获得迅速满意的疗效。

湖南省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小衡

宝宝“秋冻” 宜“冻中有动”

幼儿拉肚子
为何会抽搐?� 其实是病！

查血钙 不能检测是否缺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