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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胎龄儿是指新生儿出生时，
其体重低于相同胎龄正常值 10 个百
分位或低于相同胎龄正常平均值的 2
个标准差。 一般来说， 胎龄越小， 新
生儿体重越轻。

临床观察表明， 小于胎龄儿是低
血糖的高危对象， 其发生率远高于正
常新生儿数倍。 这是因为， 小于胎龄
儿各器官体积偏小， 代谢能力较弱，
器官功能较差。 尤其是以肝脏功能减
弱最为明显， 造成肝糖原储备量低，
糖原异生作用差， 使得其生成储备较
少。 加之小于胎龄儿的糖代谢调节能
力低下， 对葡萄糖利用增加， 从而使
得其低血糖风险倍增。

小于胎龄儿体质弱 ， 适应能力
差， 反应能力更差。 一旦出现低血糖
又未能及时发现的话， 很容易造成中
枢神经系统损伤， 甚至是中枢神经的
不可逆损伤， 引起不同严重程度的神
经系统后遗症。 因此， 要充分认识小
于胎龄儿好发低血糖这一事实， 重视
其出生早期的血糖监测。 即在小于胎
龄儿出生后的前 8 小时内， 每隔 1～2
小时测血糖 1 次， 以后每隔 4～6 小时
测血糖 1 次， 血糖正常稳定后每天测
血糖 1 次。

一 旦 小 于 胎 龄 儿 血 糖 低 于
2.2mmol/L （毫摩尔/升）， 即可诊断为
低血糖， 需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1.
立即输注 10%葡萄糖液， 输液速度为
每分钟 5～8g/kg （克/千克）。 输液过
程每 4～6 小时监测 1 次血糖。 直至血
糖正常 2 天之后。 2. 加强保暖， 必要
时将新生儿置于保暖箱中。 3. 早期喂
养， 按需哺乳， 以满足新生儿的营养
需求。

陕西省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副主任医师 韩咏霞

������什么是小儿狭窄性腱鞘炎 婴幼
儿屈肌腱狭窄性腱鞘炎， 以拇指多
见 ， 又叫做拇指狭窄性腱鞘炎或
“扳机指”， 此外无名指、 食指及小
指也偶有发病 ， 属于先天性疾病 。
有家长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孩子
出生的时候是好的， 后来才出现手
指屈伸不好， 怎么是先天性疾病？”
这要从发病机制说起， 很多同行认
为小儿狭窄性腱鞘炎与成年人腱鞘
炎发病机制相同， 认为是由于 “某
个部位的水肿” 而导致肌腱在腱鞘
内卡压， 其实不然， 目前对于小儿
腱鞘炎的病因还没有确切的报道 ，
但是拇指掌指关节处籽骨发育异常，
两枚籽骨相距太近从而导致腱鞘过

窄， 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 也
有人认为是由于胎儿于母体内时 ，
拇指持续处于过度屈指位， 使得掌
指关节掌侧纤维鞘管入口处形成狭
窄压迫， 近端屈肌腱肿大， 肌腱难
以通过鞘管， 但目前没有临床证据。

该病有哪些表现 具体表现为：
患儿拇指指间关节屈曲， 如被动强
迫伸直指间关节， 会出现弹响， 小
儿哭闹。 一般半岁到一岁时发病。

如何治疗最佳 对婴幼儿先天性
指屈肌腱狭窄性腱鞘炎， 有少部分
患儿会在 6 个月内自愈， 所以在刚
发现时可保守治疗， 帮助孩子活动
手指。 但是保守治疗痊愈的希望很
小， 最好也最有效的治疗措施是手

术治疗， 切开狭窄的腱鞘， 松解被
卡压的肌腱。 手术须全麻， 术后第
二天即开始帮助孩子锻炼手指， 促
进早日恢复 ， 术后 2 周伤口拆线 。
且应早期手术， 时间拖得太久， 恐
有导致手指在不良位置发育畸形的
可能。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手外科

主任 陈振兵

������天气逐渐变暖， 但气温仍不
稳定， 宝宝容易生病， 但生病之
前总有点先兆， 妈妈如果能早发
现， 就可以用各种方法预防。 那
么宝宝生病有哪些苗头？ 妈妈们
如何预防呢？

观察眼睛 如果宝宝眼睛黑白
分明， 明亮有神， 这说明宝宝健
康状况良好。 如果宝宝眼角有黄
色的眼屎， 而且粘住睫毛， 或者
是大眼角有点红 ， 那是肝火旺 ，
妈妈们应该给宝宝吃点芹菜汁 、
丝瓜汁、 白萝卜汁、 绿豆汤之类
降火， 如果症状严重， 来点菊花
茶， 很快就好了。 如果宝宝睡醒
后忽然不精神了， 眼睛迷迷糊糊
睁不开， 或者变得很小， 再加上
有口气重， 食欲不振， 那多半是
吃多了， 此时煮点白萝卜水、 山
楂水食用都可以， 尽量饮食清淡，
少吃点。

注意鼻子 宝宝忽然有点鼻
塞， 影响呼吸， 先排除是不是有鼻
屎， 有的话用湿棉签轻轻弄出来就
好了。 如果不是， 那就是感冒的前
期症状， 这时候应该给宝宝煮点大
米粥或葱白水， 趁热喝下， 出出
汗， 按按迎香穴很快就好。 宝宝有
点流清涕， 那是已经感冒了， 多喝
水， 喝粥 （粥里可以放上三个葱
白）， 再给宝宝推推三关， 掐掐合
谷穴， 两三天也就好了。

重视嘴唇 如果宝宝嘴唇干裂
或者唇色很红， 有点内热， 那是
喝水过少， 多喝水， 吃点梨、 苷
蔗、 银耳、 藕之类的可缓解。 如
果宝宝经常唇色发白 ， 没光泽 ，
这一般就是有点贫血， 营养不良，
妈妈们应该给宝宝每周吃一次鸡
肝 ， 两次豆腐 ， 平时多吃木耳 、
海带之类的， 很快就会好转。

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研所 吴舒婷

�������小雨 6 岁了， 只要是受凉，
最多不超过 1天， 肯定会发烧。 前
几天她又不小心淋雨了， 没多久
就开始打喷嚏， 妈妈马上就找来
小儿感冒药给她服用， 但第二天
小雨还是发烧了。

感冒发热是临床的常见病 ，
发热是儿科急症， 家长对此也十
分重视， 但目前对发热， 尤其是
发热前期的处理， 很多家长存在
着极大的误区。

中医的感冒就是西医的上呼
吸道感染。 中医治疗感冒发热的
方法比较复杂， 首先要对感冒的
证型进行分类， 然后根据分类再

行用药。 一般来说， 感冒可以分为
三大类， 即风寒感冒、 风热感冒、
暑湿感冒。 患风寒感冒时， 在家庭
中该如何处理？

在受凉后的早期， 孩子最先出
现的症状， 并不是发热， 而是怕
冷、 流涕， 或鼻塞， 或打喷嚏。 如
果这个时候处理， 方法极为简单。
如这个时候不处理， 下一步极有可
能就会发热， 到了发热阶段， 尤其
是高热阶段， 只能把孩子送到医院
治疗了。

对于风寒感冒的早期， 要祛除
寒气。 最简单的是煮些生姜水或煮
葱水给孩子喝， 或让孩子吃些大

蒜， 烫一下脚， 或洗个热水澡， 这
些都属于温热的方法。 经过以上的
处理后， 就会感觉整个身体都热起
来了， 然后发出一身汗， 所有的症
状就都消失了。 以上的方法可以单
独使用， 也可以多种方法合用， 只
要出汗， 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 出
汗后， 不要让孩子再受凉。

如果真的发热了， 这个方法可
能就是一个辅助治疗方式， 更多的
是要考虑药物治疗， 如麻黄、 苏叶
等。 这些内容让家长掌握起来是有
难度的， 因此， 建议就医治疗。

浙江省中医院儿科主任
主任中医师 丛丽

幼儿园健康体检时， 3 岁
半的晓晓被发现心脏有较响亮
的杂音， 之后到市人民医院做
心脏彩超检查， 没有发现心脏
病征象， 医生说属于心脏生理
性杂音。 可是晓晓妈还是存有
疑虑： 心脏生理性杂音要紧吗？

发育正常的小孩子， 体检
时发现心脏有杂音， 家长往往
十分紧张。 事实上， 小儿心脏
杂音不一定都是病。 生理医学
研究表明， 血液在正常心脏和
血管内流动时以层流或流线方
式流动， 因此在心腔和血管内
流动时不产生杂音， 只有当血
流受到某些因素影响 （如血流
速度、 血液粘稠度、 心脏存在
着畸形等） 而产生激流和旋涡
时引起心脏瓣膜、 腱索、 心肌
和大血管壁等组织振动而产生
一种噪音 （即心脏杂音）。

临床上， 心脏杂音分为生
理性 （功能性） 和病理性 （器
质性） 两大类。 据国内调查，
0～14 岁正常儿童 50%～80%可
以听到心脏杂音， 实为生理性
杂音。 小儿胸壁薄、 心跳快，
发热、 紧张和运动后， 用听诊
器检查心脏时， 有时可听到比
较柔和如同吹风一样的声音，
这些杂音往往是生理性的， 对
人体健康没有影响。

无论起源于何处的生理性
杂音， 均有以下共同特点： 1.
儿童和青少年多见， 无青紫症
状， 临床无心血管病表现， 多
在幼儿园和学校体检时偶尔发
现； 2. 杂音部位多在心尖区和
肺动脉瓣区， 为收缩期杂音，
较局限， 响度<Ⅱ级/Ⅵ级分类
法， 在卧位和运动后明显； 3.
其他心血管影像学检查无异常
发现。

生理性杂音随年龄增长，
器官功能渐趋成熟， 心脏瓣膜
功能完备， 会自然消失。

湖南省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小衡

心脏也有
生理性杂音小儿先天性扳机指

早期手术治疗效果好
�������笑笑刚一岁， 前不久因拇指指间关节屈曲， 被动强迫伸直指
间关节， 出现弹响， 被医生诊断为小儿狭窄性腱鞘炎， 需要尽快
手术治疗。 很多家长不知道该病是怎么一回事， 该怎么治疗最
好？ 以下便来详细了解一番。

肌腱 狭窄性
腱鞘炎

腱鞘

小于胎龄儿低血糖风险高

孩子受凉感冒 抓住早期发汗

宝宝生病有苗头 调整饮食可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