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儿心得

■喂养宝典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 有些妈
妈发现， 自家宝宝的后脑勺突然
有了一圈不毛之地， 很多新手妈
妈为此担心不已， 这到底是什么
回事？

南京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
副主任医师李荣解释说， 孩子脑
后的 “不毛之地” 称为枕秃， 多
是由多汗引起。 很多人会说， 孩
子枕秃肯定是缺钙 ， 赶紧补钙
去。 其实不然， “枕秃” 确实是
缺钙的一种表现， 但不是所有的
“枕秃” 都是因为缺钙。

小宝宝的大部分时间都躺在
床上， 脑袋跟枕头接触的地方容易
出汗使头部皮肤发痒， 而这时的宝
宝不会翻身、 抓挠， 也不会语言表
达， 只能通过左右摇晃脑袋的方式
来 “抓痒”， 蹭得多了头发就会变
少。 此外， 两个月后的宝宝对外界
的声音、 图像都有了一定的反应，
左右转头观察四周， 或与家长互动
交流， 都会导致脑后经常来回摩
擦， 头发就被磨光了。

判断宝宝的枕秃是不是因缺
钙引起， 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评
估宝宝的营养膳食结构和身体状
况进一步诊断。 若综合评估后，
宝宝确实不缺钙， “枕秃” 只是
由客观因素造成， 这种情况无须
治疗。 家长只要适当调整温度，
减少衣物， 让宝宝少出汗， 同时
加强护理， 发现枕头有潮气， 及
时更换， 保证其头部干爽。

吴叶青 张艾萱

�������一岁的西西， 前段时间一直发
烧， 最高时烧到 39℃， 家长开始以
为孩子是感冒， 但后来西西变得不愿
进食， 甚至连水也不愿喝。 在医院检
查后才得知是患上了疱疹性咽峡炎。

疱疹性咽峡炎是由肠道病毒引起
的以急性发热和咽峡部疱疹溃疡为特
征的急性传染性咽颊炎， 以粪-口或
呼吸道为主要传播途径， 传染性很
强， 传播快， 呈散发或流行， 夏秋季
为高发季节， 主要侵犯 1～7 岁小儿。
早期症状常表现为发烧， 有些抵抗力
好的孩子也可能不发烧， 第二天嘴里
就会出疱疹。 孩子会有拒进食、 拒喝
水、 口水增多的现象， 家长要留心。

疱疹性咽峡炎是自愈性疾病， 一
般不需要特殊治疗， 就像普通感冒一

样， 所以家长不用太紧张。 当孩子发
烧超过 38.5℃就要吃退烧药， 一般需
要两三天， 患儿的体温会慢慢降下
来， 一两周病就会痊愈。 需要提醒的
是， 疱疹性咽峡炎具有较强的传染
性， 一旦发现孩子患病除了要及时带
孩子就诊， 还要注意和其他孩子隔
离， 避免疾病进一步传播。

小儿患疱疹性咽炎后， 护理也很
重要。 要鼓励患儿多喝白开水， 以保持
口腔清洁卫生； 给予清淡、 易消化的流
食或半流食， 如牛奶、 藕粉、 稀饭、 菜
汤等； 注意观察患儿排便次数和粪便性
状， 如果有便秘， 给予小剂量缓泻剂口
服， 以保持大便通畅； 要给发热患儿勤
擦浴、 勤换内衣裤， 以保护皮肤。
湖南省儿童医院麻醉手术科 裴冬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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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痘样水疱病， 又称种痘样水
疱病， 是一种少见的以水疱为主的
慢性、 特发性光敏性皮肤病。 主要
特征是日晒后暴露部位出现红斑 、
水疱， 继而糜烂、 结痂， 愈后留有
点状凹陷性瘢痕， 大部分患者在青
春期后逐渐痊愈。 一般从幼年开始
发病， 多发生在 2~3 岁的儿童， 也
有发病较迟者。 一般女孩发病较轻，
男孩发病往往病情重， 皮疹数目也
多， 男女发病比例约为 2： 1。

本病发病机理尚不完全明确， 可
能是由于患儿先天性机体代谢异常，
对日光敏感性增高所致。 在某些患儿
家族中有类似患者存在， 似与遗传有
关。 亦有学者研究认为， 患者发病与
EB病毒感染及 T细胞淋巴瘤有关。

患儿皮疹主要发生在暴露部位，
如面部、 手背部， 特别是日光照射

的颧部、 鼻梁、 额部、 外耳、 下唇
和手背部 。 皮损初发为红色斑疹 、
丘疹 ， 很快变成水疱 ， 大小不等 ，
约针头至黄豆大小， 有的水疱中央
可见脐凹， 周围有炎性红晕， 约 3~
4 天后水疱干枯结痂， 严重者可出
现坏死、 结黑痂， 痂皮脱落后遗有
凹陷性瘢痕、 色素沉着、 毛细血管
扩张等， 瘢痕则不易消退。 皮损的
发生与日晒有关 ， 夏天皮疹加重 ，
冬天皮疹减轻或消失， 到了来年夏
天又可发病。 太阳晒后可诱发皮疹
发作或加重， 晒太阳后 1~2 天发疹
或皮疹陆续发生， 每次发作历时 2~
3 月， 发作前常有自觉瘙痒、 灼痛、
灼热或头痛感觉， 可同时出现眼结
膜充血、 角膜浑浊， 影响视力。 有
时还可见脱发、 指甲变形等， 一般
无全身症状。 本病往往到青春期才

逐渐减轻消退， 不再复发。
该病主要在于预防， 特别是在

炎热的夏天， 要避免日晒， 防止皮
疹及瘢痕的产生。 外出时要穿长袖
衣、 戴草帽等遮光， 并涂防晒霜防
晒。 口服鱼肝油有一定作用， 它能
增加患者对紫外线产生红斑的抵抗
能力。 必要时可服 β-胡萝卜素， 可
减轻发疹。 皮损治疗主要是对症处
理， 要特别注意防止继发感染， 减
缓瘢痕的形成。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皮肤病防治所

胡亚莹

������在皮肤科门诊中， 经常遇
到家长询问当孩子患皮肤病时
需要如何忌嘴的问题。 其实，
并非所有的皮肤病患儿都需要
忌嘴， 忌不忌口完全取决于所
患皮肤病与饮食的关系。

据资料显示， 儿童中最常
见的皮肤病是湿疹和荨麻疹。
湿疹引起的皮疹呈多形性， 分
布对称， 瘙痒剧烈， 还有渗出
倾向， 易复发。 而荨麻疹首先
会出现皮肤瘙痒， 继而出现风
团块， 皮疹时起时退， 这类皮
肤病主要由过敏所致， 其过敏
体质是发生过敏反应的内因，
而致敏原则是引起过敏的外因。
引起这类疾病的致敏原非常多，
而食物是引起该病的主要因素，
常见的致敏原有鸡、 鸭、 鹅等
禽类食物， 鱼、 蟹、 虾等海产
品以及香料、 牛奶、 蛋类等。
一旦发现对这类食物过敏， 就
应该立即忌口。 如果有条件，
可以到医院做过敏原实验以寻
因； 也可以用食物排除法来寻
找致敏食物， 其方法就是先吃
清淡食物， 以后每隔 4~5 天增
加一种食物， 一旦添加某种食
物发生过敏， 即可确诊。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孩
子们的发育普遍提前， 出现青
春期痤疮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痤疮与皮脂腺分泌旺盛直接相
关， 而多脂、 多糖饮食及刺激
性食物均可使病情加重 。 因
此， 在发病期间和痊愈后应禁
食葱、 蒜、 羊肉、 鱼片干等辛
辣刺激性食物及荤油 、 甜食
等， 宜吃清淡的蔬菜和水果。
喜欢吃田螺的孩子， 还要当心
晒太阳， 否则会引起光感性皮
炎的可能。

忌嘴是为了防病， 盲目给
孩子忌嘴， 可能致皮肤病没治
好， 孩子反而营养不良。
武汉儿童医院皮肤科 李小标

������朋友丽丽最近给孩子添夏天
衣服， 在网上买的 100%纯棉衣服
洗了两次就起球了 ， 为此很是烦
恼 。 现在市场上婴幼儿衣服样式
很多 ， 有时盲目选择 ， 买回来的
衣服易出现起球、 掉色、 有线头、
扣子脱落等质量问题 。 婴幼儿的
肌肤非常娇嫩 ， 衣服选择不当也
会威胁到宝宝的健康 ， 因而家长
选购童服应注意以下三点：

最好选择纯棉材质的衣服
宝宝皮肤细嫩而脆弱 ， 衣服

应选择纯棉或纯毛的天然纤维织
品 ， 因为天然纤维织品会使宝宝
更好地调节体温 。 贴身衣服可选
棉织品 、 绒布料子 ， 夏天衣服可

选纱布、 薄布料子的衣服。
尼龙和化纤材料制作的衣服吸

水性差 ， 不透气 ， 而且会刺激宝
宝的皮肤， 引起过敏反应。

鉴定衣服优劣
查看商品吊牌、水洗标

给宝宝买衣服， 建议通过正规
渠道购买 ， 如专卖店 、 商场 、 官
方网店等 ， 如果因为条件所限需
要买到平价商店购买 ， 也要注意
看衣服的吊牌 。 国家规定 ， 纺织
产品的安全技术类别分为 “婴幼
儿用品 、 A 类 、 B 类 、 C 类 ”， 婴
幼儿纺织产品的安全类别要符合 A
类要求， 所以标了 “婴幼儿用品”
就可以不标 “A 类” 了。 3 岁以上

儿童和成人穿着或使用的纺织产
品 ， 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的安全
类别应为 “B 类 ” 或 “A 类 ”， 非
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的安全类别
可以为 “C 类 ”、 “B 类 ” 或 “A
类”。

应选择浅色、纯色衣服
市场上部分宝宝衣服颜色较鲜

艳， 主要是因为添加了染色材料，
而这类衣服往往含铅量偏高 。 虽
然看着新鲜， 但是铅可以通过皮肤
被吸收， 容易造成铅中毒， 进而影
响宝宝的胃肠道和牙齿发育， 并会
引起腹痛。 建议给宝宝选择浅色、
纯色的衣服。

常宁市中医院 白洁

小儿患皮肤病
要忌嘴吗？

选购童服 看材质、吊牌

晒太阳
可诱发儿童水疱病

�������上小学 2 年级的小伟， 每年夏天脸部总会出现红斑、 水
疱， 而且水疱结痂后总会留下许多坑坑凹凹的瘢痕， 不见消
退， 家长很是烦恼。 日前带小伟到医院就诊， 经医生仔细检
查， 详细询问病史， 确诊为牛痘样水疱病。

“枕秃”
不都因缺钙

警惕疱疹性咽峡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