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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育儿宝典

������冬春季节是一 氧 化 碳 中 毒
（俗称煤气中毒） 的高发季节， 常
见原因有屋内采取烧煤取暖， 门
窗紧闭， 排烟不畅； 沐浴时燃气
泄漏 ； 煤气灶装在通风不佳处 ，
厨房内燃气泄漏等。

煤气中毒普遍表现为烦躁 、
头晕、 呕吐、 昏迷， 婴幼儿临床
表现常不典型， 多表现为哭闹不
安 、 意识障碍 、 抽搐甚至昏迷 ，
容易漏诊和误诊。

一氧化碳中毒依据吸入时间
长短和表现症状可分为轻度、 中

度、 重度三种严重程度。 发生中
毒时应立即打开门窗， 孩子在呕
吐时可能发生误吸窒息， 应立即
将孩子侧卧， 防治误吸窒息； 如
发现孩子呼吸、 心跳停止， 应立
即脱离现场后进行心肺复苏， 同
时拨打 120 送往医院救治。

一氧化碳中毒的预防： 外出时
关闭煤气； 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
煤气泄漏的情况， 一旦察觉室内
有煤气泄漏的味道， 马上断掉电
源和熄灭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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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欢聚， 长辈见到孩
子都要给一些压岁钱， 很多
家长喜欢帮孩子代管压岁钱，
且看得非常紧 。 相较之下 ，
把压岁钱交给孩子自己管理，
和孩子一起进行理财规划 ，
才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带上孩子一起存钱
一般处于幼儿阶段的孩

子还没有金钱意识， 这时家
长可先帮其把压岁钱存起来。
但当孩子上了小学之后， 家
长就应该和孩子商量如何处
理这笔钱， 去了解孩子的想
法， 并且给予一些指导。 这
会让他觉得自己长大了， 父
母愿意和他讨论大人的事了。
如果孩子选择存起来， 家长
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银行
开户 ， 让其解 “银行 ” 和
“储蓄” 是什么。
让孩子懂得“必需”和“想要”

当孩子上了三四年级时，
对金钱的意识就会慢慢变浓，
会想要买一些大件、 昂贵的
东西。 这时在压岁钱的使用
上， 家长应该引导两个概念
“必要的” 和 “想要的”。 如
当孩子要买东西时， 先让他
做一个列表， 引导他思考哪
些东西必须要买， 哪些东西
可以以后再买， 这能让孩子
学会对金钱的使用有度。 例
如 ， 孩子提出要一个手机 ，
家长可以列出手机的优点和
缺点， 引导孩子去思考 “必
要的” 和 “想要的”， 并作出
判断。 在这个过程中， 还要
让孩子明白 “延迟消费”， 学
会控制自己的欲望。

将金钱和孩子的成长
联系起来

当孩子再大些， 快要上
初中时， 建议父母引导孩子
把压岁钱存起来， 作为孩子
以后的暑期旅游、 兴趣班等
未来活动的资金。 这样， 孩
子就可以把金钱和自己的成
长、 梦想联系起来。 这也是
锻炼孩子自控能力和责任感
很重要的一部分。
让孩子学会“储蓄”和“计划”

等孩子上了初中时， 应
该慢慢培养孩子的自动储蓄
意识 ， 教会孩子在花钱时 ，
能够学会计划， 并且按照计
划来实施。 这时， 家长可以
引导孩子将压岁钱分成不同
的部分， 至于如何分配使用，
让孩子自己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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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孩子
管好压岁钱

随着医疗条件及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儿童传统疾病的
死亡率正逐年下降， 而儿童意外伤害却日显严重。 近年来，
意外伤害已成为 0~14 岁儿童的首要死亡原因。 过年过节往
往是意外的高发期， 包括交通意外、 气道异物窒息、 急性中
毒、 跌坠伤等。 其实， 儿童意外伤害是可以预防的， 一旦发
生儿童意外伤害， 家长早期的识别处理和急救也很关键。 春
节来临之际， 家有幼童的家长们， 不妨仔细学习以下儿童常
见意外伤害的预防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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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坠伤是儿童
意外伤害最常发生
的类型， 严重可导
致生命危险。 儿童
跌坠伤易发生的场
所 包 括 室 内 ： 阳
台 、 飘窗 、 桌椅 、

床等； 户外： 爬山、 儿童游乐场
所、 体育运动场所等。

儿童跌坠伤重在预防： 1. 在
阳台、 飘窗做好防护措施， 并时
常检查安全性能。 地板铺软垫和
防滑垫， 避免滑到， 减少受伤的
机会。 2. 注意家具的稳定度， 如
婴儿床、 学步车、 婴儿手推车等，
床边安装防护栏 。 3. 加强看管 ，
提高儿童预防意识。

此外 ， 发生跌坠伤意外时 ，
及时正确的判断和急救是关键 ：
1. 小孩的意识昏迷或不清醒， 且
伴有呕吐、 口鼻耳流血流液， 高
度怀疑为头部严重损伤， 这是最
危险的情况， 可危及生命， 应立
即拨打 120 送往医院救治。 2. 如
意识状态清楚， 发生流血时， 应
用干净的纱布 、 毛巾压迫止血 。
3. 四肢乏力不能动弹， 高度怀疑
为脊柱、 颈椎损伤， 切勿搬动患
儿， 立即拨打 120。 4. 肢体肿胀
变形， 高度怀疑为骨折， 用纸板、
木板固定患处， 然后立即送往医
院。 5. 腹腔内肝脏、 脾脏等受伤
时 ， 可能会导致内脏破裂出血 ，
危及生命， 应立即送往医院救治。

儿童发生交通意外事故的几
率较大， 往往要高于成人好几倍。
预防儿童交通意外事故， 主要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家长要给孩子普及交通安
全课程知识， 让他们懂得一些交
通安全常识， 熟悉各种交通信号
和标志， 使之能做到自觉遵守交
通规则。

2. 要教育儿童不要在街道上、
马路上踢球、 溜旱冰、 追逐打闹
以及学骑自行车等。

3. 年龄较小的儿童过马路时，

应该由成人带领， 并教育大儿童
在街上和马路上行走时， 不要埋
头看书或玩玩具， 以免发生意外。

4. 要教育儿童无论是坐公共
汽车还是坐其它车辆， 都不可在
车厢内跑来跑去， 上下车时要待
车停稳。 汽车行驶时， 不要将头、
手臂伸出窗外。 乘坐小车的儿童，
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以免急刹车
时被撞伤。

发生意外时做好现场急救， 包
括包扎固定、 压迫止血、 心肺复
苏并及时转送医院。

在日常生活中， 孩子出现呼吸
道异物的情况比较常见， 轻者表
现为咳嗽、 喘息、 反复肺部感染，
严重者可出现呼吸困难 、 窒息 ，
甚至死亡， 小儿常见的气道异物
有瓜子、 花生、 豆子、 玩具、 硬币
等。 对于大气道的异物， 海姆立
克急救法是呼吸复苏中的重要方
法， 也是家庭急救中的基本技术。

1. 1 岁以下的孩子： 将孩子身
体翻转， 头部朝下， 拍打其背部，
通过气流冲击孩子科将异物吐出。

2. 年龄稍大的孩子： 将孩子
抱于胸前， 一手握拳 ， 另一手误

按在拳头上， 双手在胸口下方用
力向上挤压， 直至异物吐出。

3. 对于支气管异物， 要送往
医院取出。

儿童急性中毒种类繁多， 常见
的如误服药物、 毒物中毒， 煤气中
毒等。 家长一定要加强监护， 以免
发生误食中毒事件。 家中的药品、
化妆品、 清洁消毒物品等要放置在
孩子不容易拿到的地方， 如孩子误
服毒物， 要立即拨打 120， 就医时
要带上所误服的毒物或者药物， 便
于医生分析判断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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