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儿童多动综合征 ” ， 又称
“轻微大脑功能障碍综合征 ” 和
“多动症”， 是一种边缘性神经精神
异常性疾病。 患儿临床表现是一天
到晚手脚不停 ， 任性而自制能力
差， 容易 “闯祸”， 上课时习惯做
小动作， 注意力不集中， 就连睡觉
时也不老实。

对患有多动症的儿童除配合医
生治疗外， 加强营养也是治疗措施
之一。 在膳食中尤其是早餐， 应多
调配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鸡蛋、
瘦肉、 鱼类、 核桃等， 因为这些食

物含有丰富的卵磷脂、 脑磷脂等有
利于脑细胞代谢的物质。 另外， 也
应吃些水果和新鲜蔬菜， 以补充水
溶性维生素， 少食以淀粉为主的食
物。 美国有关研究人员发现， 富含
蛋白质的早餐有助于儿童的思维和
减轻多动症的症状， 仅食富含淀粉
类食物可使多动症儿童的症状加剧，
识别图和字母的能力降低。

此症状随着年龄的增长有自愈
倾向， 一般到九岁以后， 迟至十一二
岁， 上述症状就能自行减轻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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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儿童神经科医生， 在
临床工作中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
娃儿抽风了， 是不是癫痫？ 也经常
会有家属抱着一个正在抽搐的娃娃
冲进来请求抢救 。 其实 ， 孩子抽
搐， 不一定都是癫痫。

单纯性热性惊厥 5 岁以前 (一
般是 6 个月至 5 岁)， 高烧时全身抽
搐， 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 每次发
烧就抽 1 次， 总共发作次数不超过
5 次， 考虑单纯性热性惊厥。 预后
好， 只需要短期预防为主。 5 岁以
前， 患儿发热 37.5℃时， 要用退热
药， 首选布洛芬口服 , 并加服地西
泮， 2~3 次/天， 共 2~3 天。

复杂性热性惊厥 发病年龄<6

个月， 或>5 岁 ， 或只是单个肢体
抽， 或时间超过 15 分钟, 或每次发
烧就抽好几次， 或总共发作次数超
过 5 次， 则考虑复杂性热性惊厥。
治疗也是以短期预防为主， 如果效
果不好 ， 考虑长期预防治疗 。 查
血， 做脑电图， 必要时个脑部 CT
或磁共振。

癫痫 6 岁之后还在反复发烧
抽搐， 发作形式多种多样， 父母小
时候也抽， 考虑可能是与发热相关
的癫痫或癫痫综合征， 需去医院找
神经科医生看诊。

颅内感染等严重疾病 发热抽
搐， 反复高烧或持续不退烧， 头痛、
呕吐、 精神很差， 甚至昏迷不醒，

需要警惕颅内感染、 脓毒症相关性
脑病等严重疾病， 需要立即住院。

最后 ， 如果孩子在家中抽搐
了， 家长不要慌张， 也不要按压人
中或将手或其他物体放入患儿口中
或喂水喂药， 也不能强行掰动患儿
的手脚。 可将儿童放于平侧卧位，
避免呕吐物吸入窒息， 用纸巾或毛
巾擦去分泌物， 同时予毛巾温水擦
身降温。 一般情况下惊厥多于 2～5
分钟缓解， 如果没有缓解而呈持续
状态 （惊厥超过 5 分钟以上甚至达
到 30 分钟以上意识不清）， 急送就
近医院抢救治疗。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神经专科 甘靖

������前不久， 一名家长抱着孩
子冲到医生面前， “医生， 快
救救我的孩子， 他喘不过气来
了。” 医生询问孩子的病史得
知， 原来孩子 10 个月大时， 就
有反复的呕吐、 咳嗽， 肺部情
况也不好， 这次合并发绀， 医
生查出是因为食管裂孔疝的疝
囊压迫心肺所致。 那什么是食
道裂孔疝呢？

食管裂孔疝是指胃通过发
育异常宽大的食管裂孔突入到
胸腔内所致的疾病。 食管裂孔
疝是膈疝中最常见的 ， 达 90%
以上， 婴幼儿以先天性膈疝为
主， 是小儿外科危重病症之一。
像其它部位的疝一样， 食管裂
孔疝也可伴有疝囊 、 回纳， 甚
至于发生嵌闭现象。

该病症状轻重与疝囊大小、
食管炎症的严重程度有关。 症
状归纳起来有以下两方面的表
现： 1. 胃食管反流症状主要表
现为频繁呕吐。 2. 有出血、 反
流性食管狭窄及疝囊压迫症状，
当疝囊较大压迫心肺 、 纵隔 ，
可以产生气急 、 心悸 、 咳嗽 、
发绀等症状。 当疝囊压迫食管
时可感觉在胸骨后有食管停滞
或吞咽困难。

食道裂孔疝可通过腹腔镜
手术治疗， 主要目的是修复扩
大的食管裂孔以及抗反流手术。
通常术后 2~3 天可进食流质饮
食， 逐步过渡到半流质、 软食，
进食情况好， 无呕吐， 可出院。

出院后应注意饮食护理 ，
婴儿吃奶后取头高足低位， 少
量多餐。 幼儿可选用粘稠饮食，
避免刺激性食物 ； 少量多餐 ，
避免饱餐， 以后视身体情况而
逐渐正常进餐。 避免服用对胃
粘膜有损害的药物， 加强营养，
预防感冒， 保持大便通畅， 并
观察有无黑便、 血便， 发现异
常及时就诊。

李丹

������5 岁的晨晨活泼可爱， 可
自从上幼儿园后的一两年， 他
就变得不太喜欢和其他小朋友
交流， 原因是他左边额头和眼
睛周围有一大片青色胎记。 晨
晨的父母一直以为这块胎记可
以自己慢慢消除， 可是结果令
人失望。 晨晨越来越介意这块
青胎记， 有时甚至用橡皮擦在
脸上擦来擦去。 于是晨晨的爸
妈带他来到医院， 医生诊断为
太田痣， 是一种真皮层色素增
多性疾病， 一般经过多次激光
治疗后， 就可以基本上消除色
素， 恢复正常肤色。

小儿色素性胎记包括太田
痣、 伊藤痣、 咖啡斑、 雀斑样
痣、 黑色素痣等， 太田痣一般
长在面部， 颜色也较深， 不会
自然消退， 对人的外观影响很
大， 时间长了会使孩子产生自
卑心理 ， 给孩子带来心理压
力。

美容激光治疗色素性疾病
一般需要进行多次治疗， 每次
治疗间隔 3~6 月， 治疗周期可
能需要 1~3 年不等， 建议尽早
激光治疗， 以免对孩子今后的
心理产生不良影响。 需要注意
的是， 治疗后局部防水 1 周，
外用抗生素软膏 5~7 天， 避免
抠抓， 暴露部位防晒 3~6 月。
武汉市儿童医院皮肤科 杨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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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癫痫 这些因素也会导致宝宝抽搐

������随着天气转暖， 我国各省份已
经陆续进入手足口病高发期， 每年
4~7 月是手足口病的高发期， 部分
省份 9~11 月还会出现一个次高峰。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
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8 年 4 月全
国手足口病报告病例已激增至 11
万例， 约是 3 月上报手足口病例数
的 4 倍， 其中死亡病例 4 例。 进入
5 月后， 多省手足口病患儿的就诊
数量明显增多。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
肠道病毒引起的儿童常见传染病，
5 岁以下儿童多发， 传染性很强，
属于我国法定报告的丙类传染病。

5 月 21 日，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组织编写的 《手足口病诊疗指
南 （2018 年版）》 正式发布， 同时
启动了全国手足口病规范防治宣贯
项目， 以进一步加强我国手足口病
的临床管理， 有效推进手足口病规
范防治工作。

《手足口病诊疗指南 （2018 年
版）》 要点包含以下内容： 大多数
手足口病患儿症状轻微， 以发热和
手、 足、 口、 臀等部位的皮疹或疱
疹为主要症状， 个别患儿可无皮疹
或仅表现为疱疹性咽颊炎， 呈自限

性， 7~10 天可痊愈。 极少数患者可
出现脑炎、 脑干脑炎、 急性弛缓性
麻痹、 肺水肿、 肺出血、 循环功能
衰竭等严重并发症 ， 甚至导致死
亡。 手足口病以支持治疗和对症治
疗为主， 肠道病毒属于 RNA 病毒，
尚无特效抗肠道病毒药物， 有研究
显示， 干扰素 α 喷雾或雾化、 利巴
韦林静脉滴注可有一定疗效， 若使
用利巴韦林需要密切关注其不良反
应和生殖毒性 ， 不应使用阿昔洛
韦、 更昔洛韦、 单磷酸阿糖腺苷等
抗 DNA 病毒药物治疗。

早期识别重症手足口病是成功
救治的关键， 对于 3 岁以下、 发病
在 3 天内和肠道病毒 71 型 （EV-
A71） 感染的患者需要特别关注 ，
包括是否出现持续高热 、 精神萎
糜、 易惊、 抽搐、 面色苍白、 皮肤
发花、 四肢冰凉， 还要注意孩子的
呼吸和心率是否明显加快或减慢，
一旦出现上述情况， 要立即到医院
就诊， 以免贻误救治机会。 在重症
手足口病患儿救治过程中要注意丙
种球蛋白和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时
机。

手足口病主要通过接触患儿的

鼻咽分泌物、 唾液、 疱疹液、 粪便
以及接触被污染的玩具、 奶瓶、 餐
饮具等物品进行传播。 良好的个人
卫生习惯、 环境卫生的综合治理是
预防手足口病的关键。 我国自主研
发上市的 EV-A71 型灭活疫苗可有
效预防 EV-A71 引起的重症手足口
病， 建议尽早接种， 适龄接种儿童
为 6 月龄至 5 岁， 鼓励在 12 月龄
前完成 2 剂次接种程序。

手足口病可防可治， 但要早诊
早治， 相信在 《手足口病诊疗指南
（2018 年版）》 的指导和宣贯培训工
作的推进下， 我国手足口病规范防
治能力及整体救治水平能够有进一
步的提高。

本报记者 邓梦玲 整理

手足口病进入高发期
来看看诊疗新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