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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宝宝的牙还没长齐 ，
但为了口腔健康， 不少宝妈已
经开始给宝宝刷牙了。 一般来
说， 3 岁前的宝宝不主张用牙膏
刷牙， 尤其是成人牙膏。

为了预防龋齿 ， 大部分成
人牙膏中都会添加氟化物 ， 而
氟化物不能残留在口中 ， 更不
能吞咽， 否则会影响健康。 3 岁
前的宝宝控制能力较差， 不能
很好地通过漱口来清洁口腔 ，
容易把牙膏残留在牙缝中 ， 或
把漱口水 、 牙膏吞进肚子里 。
因此， 对不到 3 岁的宝宝， 家长
可以用指套牙刷蘸温开水或淡
盐水给宝宝刷牙。

3 岁后， 宝宝有了一定的控
制能力， 吞咽功能发育也较完
善了， 此时可以开始用牙膏刷
牙了 。 不过， 必须要选用儿童
专用牙膏 ， 挤牙膏时量要少 ，
黄豆大小即可。

朱广凯

�������有一个孕妈， 因工作需要经常
接触一些化学制剂， 她以为带好口
罩， 做好防范措施就没事。 不料在
24 周， 超声检查出“无脑儿”， 她才
后悔万分。 酿成这样的不幸， 很大
可能是因为化学气体导致胎儿畸形。
那么有哪些因素容易导致胎儿畸形
呢？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先天畸形 ，
先天畸形是指由于胎儿生长期间的
发育异常， 致使胎儿的器官以及其
他部位出现的与形态相比的畸形 ，
同时也叫做出生缺陷。 先天畸形的
产生既有来自于基因的控制也有可
能是受孕期环境影响。

遗传因素 遗传是先天性畸形产
生的最主要原因， 究其根源在于染
色体畸变、 基因遗传。 遗传因素是
无法改变的， 但孕妈们可以给胎儿
一个健康的备孕和孕期环境。

孕期环境 电离辐射是孕期环境
中致畸的重要一点。 电离辐射会影响
细胞分裂， 伤害细胞同时也抑制有丝

分裂， 削弱细胞和细胞之间的联系，
引发染色体变异等， 最终产生致畸的
结果。 电离辐射虽然都看不见， 也摸
不着， 但对胚胎早期孕育影响非常
大。 所以备孕妈妈如果在医院、 化工
厂、 电器生产设备厂或是做辐射研究
的女性， 一定要做好防电离辐射的措
施再备孕， 以及怀孕后一定要到产前
诊断科咨询。

药物生产相关的工作 （农业、 化
工业等） 是属于致畸的孕期环境因素
之一。 从事一些化学农药的生产工
作， 这些东西一般都会有很多有害的
物质， 如果怀孕期间还在这样的环境
下工作， 就会容易造成流产， 严重者
还会让胎宝宝畸形、 智力低下。 在此
也呼吁农村的妇女， 不要接触农药及
刚喷洒农药的农作物。 孕妈们选择蔬
果要在有合格检验证的商家购买， 并
清洗干净再食用。

其三， 从事油墨印刷、 颜料织染
等 （即接触重金属）。 怀孕期间长时
间接触铅和镉等重金属， 就有可能造

成胎儿畸形。 所以提醒有些孕妈， 在
备孕和怀孕早期如果经常需要接触印
刷和工业颜料等工作， 建议还是能避
免的时候尽量避免。

其四， 有害的气体。 现代居室的
建筑与装璜材料、 每日的 “煎、 炒、
烹、 炸” 都在释放一些有毒有害气体
（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 浮尘、 焦油、
甲醛等）， 孕妇长期吸入有害气体，
可干扰胎儿正常发育， 容易生出有缺
陷的婴儿， 在妊娠早期影响更大。

病毒感染 常见病毒包括风疹、
巨细胞病毒 、 水痘 、 B19 微小病毒 、
弓形虫感染和单纯疱疹等。 通过 IgM
抗体检测、 病原检查能够诊断出病
因是否为病毒感染。 因此产前一定
要检查是否感染病毒。

除此之外， 怀孕早期若缺乏叶
酸、 情绪不良和用药不当等都有很
大可能引发胎儿畸形。 因而孕妇一
定要按时做好超声检查。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产前诊断科 于凡工作室

������宝宝出生后有些父母会
为宝宝准备二手衣服， 一方
面是有些地方有这样的习
俗， 意为希望宝宝可以和别
的宝宝一样健康成长。 另一
方面相对于新衣服， 二手衣
服甲醛、 铅等化学成分含量
较少对宝宝健康有利， 同时
二手衣服的舒适性、 柔软性
也比新衣服好。 但二手衣服
也会有细菌传染的危险， 宝
宝穿二手衣服仍有需要注意
的事项。

首先， 二手衣服要确保
无传染病原， 要选择健康家
庭里孩子的干净二手衣服。
不要在网上购买二手衣服，
虽然看着干净整洁， 但其是
否带有细菌或病菌无法确
定。

其次， 宝宝的贴身衣服
最好不要选择二手的， 如果
衣服在存储、 运输等过程中
沾染的细菌等， 而宝宝皮肤
十分娇嫩， 宝宝穿上之后很
容易出现红疹、 过敏或皮
炎等， 不过外衣可以选择二
手衣服。

二手衣服带回家后， 不
要马上给宝宝穿， 要进行充
分的清洗、 消毒、 杀菌， 确
保衣物没有传染源后再给宝
宝穿。 一般需经过下面几个
步骤进行清洁：

先将衣服放在温水中浸
泡 30 分钟， 然后使用宝宝
专用洗衣液清洗， 对于久留
的污垢， 可用小苏打调成膏
状涂抹污垢处放置后进行清
洗； 清洗完成后， 用干净的
清水反复冲洗， 直到水变得
清澈为止， 否则衣服上残留
的洗涤液等对宝宝皮肤危害
很大； 衣物漂洗干净后要放
置在阳光下进行杀菌， 如果
没有太阳可以晾到半干后用
熨斗熨一下， 熨斗的高温也
可以起到除菌 、 消毒的作
用。

湖南省儿童医院 潘姿

������肾炎是儿童常见肾病， 临床常
见水肿、 血尿、 蛋白尿等。 不要小
看肾炎 ， 严重时可能转变为尿毒
症 ， 因而当发现孩子患上儿童肾
炎， 一定要认真调理。 下面给家长
介绍了几种中药食疗方， 可以帮助
儿童肾病调养。

鲤鱼 取 1-1.5 公斤重鲤鱼一
条， 剖腹洗净肠杂， 用黄泥封固，
放在炭火中煅焙 ， 烤出白烟后取
出， 待冷却， 研末为散。 1 日 3 次，
每次给小儿温开水送服 2 羹匙， 服
完为 1 剂， 忌盐。 本方消水肿效果

较好， 适用于小儿急性肾炎之风寒
犯肺、 三焦气滞型， 以及肾炎之脾
肾阳虚、 水湿泛滥型。

玉米须 玉米须 100 克 ， 加水
1000 毫升， 煎煮 20－30 分钟， 熬成
300－400 毫升液体， 过滤后， 每日
给小儿 2 次分服。 本方适宜于水肿
明显患儿服食， 可用于小儿急性肾
炎之风热郁肺、 湿毒蕴结型， 或小
儿慢性肾炎之肝肾阴虚、 肝阳上亢
型。

茅根 茅根为最佳的利尿药。 用
鲜茅根 60 克 （干的 30 克） 煎汤给

小儿服用。 适宜于小儿水肿、 血尿
患儿。 可用于小儿急性肾炎风热郁
肺、 湿毒蕴结型。 热毒肉攻、 灼伤
阴血型及小儿慢性肾炎之脾肾阳
虚、 水湿泛滥型。

另外， 浮肿明显及尿量逐渐减
少的患儿， 宜多食萝卜、 冬瓜、 丝
瓜、 赤豆、 黑豆、 鲫鱼、 竹笋、 西
瓜等利尿作用较强的食物； 患儿尿
检有红细胞者， 宜食荠菜、 茄子、
花生仁、 白茅根、 连节藕等有止血
作用的食物。

湖南省儿童医院消化内科 高翠

������发育性协调障碍的儿童在动作协
调上明显较同龄儿童差。 目前该障碍
的病因尚不清楚， 这类儿童往往给人
“笨手笨脚” 的感觉， 在学习和日常
生活上也存在很多困难。 由于家长和
老师对此症缺乏认识， 儿童无法及早
得到诊断和训练， 导致学业、 社交、
情绪以及自我形象严重受损。

一般来说， 婴幼儿的生长发育都
会遵循由上到下、 由远到近、 由粗到
细、 由低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的

规律。 每一个动作的发育都存在有一
定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前一个阶段动
作的掌握， 对后一个阶段动作的发展
起到促进作用， 同样， 前一个阶段的
动作发育受到了阻碍， 将有可能会阻
碍其下一阶段动作的发育。

家长在育儿过程中， 要多留意孩
子每个阶段各项技能的获得情况， 比
如 3 个月时是否会抬头， 6 个月时是
否会坐， 9 个月时是否会爬， 12 个月
时是否会走， 拿东西时能不能从全掌
抓握慢慢到用手指拾取等。 有条件的
可以定期带其到儿童保健科做发育评
估， 并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做适合宝
宝年龄的大运动 、 精细运动等的训
练。

当发现宝宝在技能的获得上远落
后于同龄宝宝， 或是动作总是做得极
不协调时 ， 千万不 要以为这仅是
“笨” 那么简单， 而是需要提高警惕，
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 积极配合医
生寻找原因并给予纠正， 以免影响到
宝宝下一阶段运动的发育， 将不良影
响降低到最小。

湖南省儿童医院心血管内科 蔡花

宝宝穿二手衣服
仍需多注意不良工作环境 易致胎儿畸形

识别发育性协调障碍
让孩子不再“笨”

3岁前
最好别用牙膏刷牙

儿童肾病调养 食补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