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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孩子们又进入了新学期。
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假期中， 您的孩
子是否经常守在电视机前一边看着
电视剧， 一边却拿着智能手机玩着
手游， 或开餐时还仍然端着 ipad 赖
在沙发上和小伙伴们玩着对战游戏？
以上种种画面出现在很多家庭中 ，
也是目前家长们默认的打发孩子假
期生活的主要活动之一 。 殊不知 ，
孩子这样玩手机易导致视力下降 ，
性格冷漠， 亲情缺失 ， 社交孤立 ，
睡眠不足， 完成作业过度依赖手机，
甚至早早地患上颈椎病。 对此， 湖
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薛
亦男特给家长和孩子支支招。

其一， 要尽量多花时间陪孩子，
多交流多互动， 给孩子真正的温暖。
转移孩子对手机的注意力， 参加运
动项目、 旅游等， 然后再逐步转移
到学习上去。

其二， 对待孩子的戒手机问题
也要采取逐渐 “断奶” 和替代的方
式进行,切不可武断霸道压迫孩子交

出手机， 避免发生断了手机而丢了
亲情的 。 平时多讲道理 ， 不攀比 ，
多举例沉迷手机的危害， 多鼓励孩
子， 平时自己也要做好模仿带头作
用， 注意不要在孩子面前玩手机。

其三， 对于低年
级的孩子采用儿童定
位手机代替智能机 ，
高年级的孩子尽量买
附有基本通话功能的
老年机。 家、 校共同
参与配合管理学生使
用智能手机是成功摆
脱智能手机的关键。

薛亦男还指出， 如今的 00 后或
10 后正是出生在一个互联网大数据
时代 ， 要正视儿童使用电子产品 ，
也不能将网络产品一棍子打死。 要
教会儿童把握对电子产品的度， 因
为儿童使用手机时他们的神经系统
正处于发育阶段， 大脑对手机电磁
波的吸收量要比成人多 60%。 儿童
用手机还可能会造成记忆力衰退 、

睡眠紊乱等健康问题。 要警惕手机
辐射破坏孩子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
从而引起记忆力衰退、 头痛、 睡眠
不好等一系列问题。

新学期， 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花
时间多花精力在学习上， 父母多花
精力引导孩子学会管理自己， 不要
让孩子成为一名玩电子产品的 “低
头族”。

刘丽玲

������铅是一种具有多脏器毒性的
重金属 ， 其危害程度同体内血铅
水平呈正相关 。 儿童铅中毒可伴
有某些非特异的临床症状 ， 如腹
隐痛 、 便秘 、 贫血 、 多动 、 易冲
动等； 血铅等于或高于 700 微克/
升时 ， 可伴有昏迷 、 惊厥等铅中
毒脑病表现。

儿童高铅血症和铅中毒是完全
可以预防的。 重点是纠正儿童的不
良卫生习惯和不当行为， 切断铅自
环境进入儿童体内的通道， 具体如
下：

1. 教育儿童养成勤洗手的好习
惯， 特别是饭前洗手十分重要。 环
境中的铅尘可在儿童玩耍时沾污双

手， 很容易随进食或通过习惯性的
手、 口动作进入体内， 长久如此会
造成铅负荷的增高。

2. 注意儿童个人卫生， 勤剪指
甲， 指甲缝是特别容易藏匿铅尘的
部位。

3. 经常清洗儿童的玩具和用
品。

4. 经常用干净的湿抹布清洁儿
童能触及部位的灰尘， 儿童食品及
餐具应加罩防尘。

5.不要带儿童到铅作业工厂附
近散步、 玩耍。

6. 直接从事铅作业的家庭成员
下班前必须更换工作服和洗澡； 不
应将工作服和儿童衣服一起洗涤；

不应在铅作业场所 （或工间） 为孩
子哺乳。

7. 以煤作为燃料的家庭应多开
窗通风； 孕妇和儿童尽量避免被动
吸烟。

8. 选购儿童餐具应避免彩色图
案和伪劣产品； 应避免儿童食用皮
蛋和老式爆米花机所爆食品等含铅
较高的食品。

儿童患营养不良， 特别是体内
缺乏钙、 铁、 锌等元素， 可使铅的
吸收率提高和易感性增强。 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应确保儿童膳食平衡
及各种营养素的供给， 教育儿童养
成良好的饮食习惯等。

河北省儿童医院儿保科 崔海静

�������再过几天就是二月初
二， 在这天， 民间一直有
“理发去旧” 的习俗。 为孩
子理发， 叫“剃喜头”， 借
龙抬头之吉日， 保佑孩子健
康成长， 长大后出人头地。
相信很多新手爸妈也准备在
这天给宝贝剃头， 不过， 给
小宝宝剃头可不能马虎。

首先 ， 做好准备工
作 。 准备安全好用的婴
幼儿理发工具 ； 准备理
发前用香皂和清水 ， 清
洁手指 ， 保证手部的卫
生 ； 用酒精棉彻底消毒
用来理发的推子。

其次， 安抚好宝贝的
情绪。 顺着宝宝的动作，
不可和宝宝较劲 ； 随时
注意宝宝的表情， 如果哭
闹， 及时停止剃头； 不断

与宝宝进行交流， 分散注意力。
理发的过程中还需注意： 理

发者两手相互配合， 一定要熟练
操作， 一只手把住宝宝头部， 防
止宝宝乱动剃伤皮肤； 剃下来的
碎头发用软毛刷扫掉， 防止宝宝
抓挠； 理发时间不能太长， 最好
不超过 10 分钟； 2 岁前最好别
剃光头， 因为宝宝的头骨和神经
系统还没有完全长好。

此外， 还有几个小建议： 若
宝宝头部长痱子， 在给宝宝理发
后擦伤痱子粉， 还要勤洗头， 保
持清洁。 若宝宝头上有头垢， 最
好先在头部涂油， 待头垢软化后，
再进行清除。 若宝宝头部长湿疹，
更应该及时理发， 防止湿疹进一
步恶化， 且理发时特别注意离头
皮远一些， 防止刺激湿疹。

湖南省儿童医院 姜姗

������年轻父母总是非常疼爱孩子 ，
总想给他们最好的爱， 因此给孩子
睡的床大多是弹簧床 、 席梦思床 ，
还特意铺得很软， 觉得这样才会睡
得舒服， 其实这种做法对孩子的生
长发育是非常不利的。

孩子出生时， 脊柱从侧面看是
没有成人特有的弯曲的， 当孩子 2~
3 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学做俯卧抬头，
可出现颈椎前凸的情况； 6 个月之后
开始练习坐立， 就会逐渐形成胸椎
后凸的情况； 10 个月或者是 1 岁的
时候开始练习站立和行走， 会形成
腰椎前凸。 但在这个阶段这些弯曲
都是不恒定的， 会被各种运动的发
展趋势所影响。

席梦思床具有弹力平均、 强劲、
耐久和独立伸缩的性能。 由于有弹
簧的支撑， 给人造成的身体压力也

是不同的 ， 孩子睡在席梦思床上 ，
背、 臀过度下沉， 腰部突起， 影响
了睡眠姿势的调节， 对肌肉、 神经
起着不良的放射作用。 各器官正处
于生长发育阶段， 如果长期睡， 就
会对骨骼， 身体形状造成一些不良
影响。

由于席梦思床都有一定的宽度，
很多家庭喜欢一家三口睡在上面 ，
大人翻身会影响宝宝睡眠， 如不小
心还会压到宝宝， 甚至有使宝宝发
生窒息的危险。 此外， 儿童的骨骼
骨质较软， 可塑性很强， 如果长期
睡软床、 就会有碍脊柱的生长， 破
坏脊柱正常的生理性弯曲， 引起驼
背 ， 脊柱侧弯 、 畸形或腰肌劳损 ，
影响正常生长发育。 因此， 妈妈们
不要给孩子睡过于柔软的床。

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田冬霞

������小明与其他孩子一样， 爱
玩、 会吃， 但长得太秀气， 个
子小巧， 7 岁了跟人家 4、 5
岁的孩子一样高， 爸爸妈妈有
些急了， 带他到医院检查。 医
生要他们带小明去做骨龄测
试， 结果相当于 5 岁儿童骨
龄， 爸妈很疑惑， 医生解释，
骨龄与年龄有一定关系， 但不
一定完全一致。

骨龄是小儿生长的一个重
要标志 ， 人的生长可用两个
“年龄” 表示， 就是生活年龄
（日历年龄） 和生物年龄 （骨
龄）。 骨龄是骨骼年龄的简称，
借助骨骼在 X 线摄像中的特
定图像来确定， 通常要拍摄人
左手手腕部 X 片， 医生通过
观察 X 片上左手掌指骨 、 腕
骨及桡尺骨下端的骨化中心的
发育程度， 计数骨化枚数， 以
此来确定骨龄。

由于骨化中心出现时间相
对稳定， 在腕骨片上计数显示
的骨骼枚数即可估计骨发育程
度。 骨龄与生活年龄的差值在
1 岁以内为正常， 骨龄与生活
年龄的差值在>1 岁为发育提
前， 骨龄与生活年龄的差值<
1 岁为发育落后。 但可能有暂
时性超前或延迟， 且同一人的
左右腕骨骨化核也会有出现早
晚的差异， 因此骨龄测试只是
一个大致的评价。

当然， 小儿生长发育的速
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学龄前
期 （包括婴儿期） 和青春期
有两次相对加速发育过程， 期
间生长激素、 性激素等会有一
些改变， 小儿可以在此期间加
强运动 ， 加强营养 ， 保证睡
眠， 积极预防常见病 （如感冒
等） 和传染病， 对生长发育可
起促进作用。

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李安平

如何正确认识骨龄

多种途径防范儿童铅中毒

柔软席梦思 真让孩子舒服吗？二
月
二

沉迷手机危害多

新学期 别让孩子再做“低头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