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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成长过程中常会发生膝盖疼痛
症状， 特别是在夜间， 但第二天就好了，
此种情况多为生长痛， 即孩子活动量增
大， 长骨生长过快， 和局部肌肉筋腱生
长发育不协调导致的生理性疼痛。 针对
此种情况， 一般不予以特殊治疗， 但是，
如果孩子出现持续膝盖疼痛时， 则不一
定是生长痛， 应引起父母的重视。

一般而言， 生长痛主要集中在膝、
大腿及小腿前侧， 偶尔会出现在腹股沟
区， 并且主要为肌肉痛， 而不是关节或
骨骼痛， 疼痛部位也不会出现发热、 红
肿等现象， 疼痛断断续续， 不会一直持
续。 生长痛时， 可给予适当热敷、 按摩
等处理， 以减轻疼痛， 日常生活中， 父
母可带孩子多晒晒太阳， 以此促进钙吸
收， 增强孩子体质， 同时注意营养全
面、 均衡， 保证孩子健康成长。

如果孩子膝盖持续疼痛， 并且属于
关节或者骨骼痛， 伴有发热、 红肿等现
象时， 家长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检
查， 以此确定膝盖疼痛是否为疾病引
起。 因为当孩子患上股骨头缺血性坏
死、 骨肿瘤等疾病的时候， 也会出现膝
盖疼痛， 步行、 跑步时加重， 休息后可
缓解。 之所以会产生膝盖疼痛， 主要是
因为局部血运供应不足， 导致闭孔神经
受到影响， 进而出现持续膝盖痛， 且不
可都当作 “生长痛” 而延误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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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的智力发育对其一生都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因此， 对
宝宝实施有效的智慧教育非常重
要。 但很多家长对于智慧教育并
不了解， 导致其教育效果并不佳，
下面为大家简单介绍几种针对 0~
1 岁宝宝进行智慧教育的方法。

1.�提供视觉刺激 视觉刺激
对宝宝的智力发育极为重要。 针
对这个特点， 家长可以在宝宝的
摇篮周围贴上一些图片， 促进宝

宝用眼睛的兴趣， 当宝宝能够自
由地使用手进行抓握时， 就会拉
扯图片， 并提升对图片的认知。

2.�提供听觉刺激 爸爸妈妈
可以经常的陪孩子哼歌以及聊
天 ， 尤其是通过音调 、 节奏以
及声音的变换 ， 让宝宝的想象
力得到启发 ， 并能够让宝宝更
加活泼。

3.�提供触觉刺激 家长可以
经常变换宝宝在床上或是在椅子

上的姿势， 鼓励宝宝活动躯干、
双腿以及手臂， 通过这种方式能
够让宝宝自由地控制自己的颈部
以及头部， 并玩弄自己的双腿以
及手臂。 在为宝宝提供了触觉刺
激后， 能够让宝宝热爱玩耍， 这
种方式能够明显地提升宝宝控制
自己四肢和身体的能力， 对宝宝
的智慧教育有重要意义。

湖南省儿童医院
留观输液科 陈婷

5、有关部门
■ 教育部 加快修订 《学校

卫生工作条例》 和 《中小学健康
教育指导纲要》 等， 成立全国中
小学和高校健康教育指导委员
会， 指导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
校科学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和视力健康管理等学校卫生与健
康教育工作， 开展儿童青少年近
视综合防控试点工作， 强化示范
引领。 进一步健全学校体育卫生
发展制度和体系， 不断完善学校
体育场地设施， 加快体育与健康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 聚 焦 “教 ” 、
“练”、 “赛”、 “养”， 深化学校
体育、 健康教育教学改革， 积极
推进校园体育项目建设。 推动地
方教育行政部门加强现有中小学
卫生保健机构建设， 按照标准和
要求强化人员和设备配备。 鼓励
高校特别是医学院校、 高等师范
院校开设眼视光、 健康管理、 健
康教育相关专业 ， 培养近视防
治、 视力健康管理专门人才和健
康教育教师， 积极开展儿童青少
年视力健康管理相关研究。 会同
有关部门开展全国学校校医等专
职卫生技术人员配备情况专项督
导检查， 着力解决专职卫生技术
人员数量及相关设备配备不足问
题。 会同有关部门坚决治理规范
校外培训机构， 每年对校外培训
机构教室采光照明 、 课桌椅配
备、 电子产品等达标情况开展全
覆盖专项检查。

■ 国家卫生健康委 培养优
秀视力健康专业人才， 在有条件
的社区设立防控站点。 加强基层
眼科医师、 眼保健医生、 儿童保
健医生培训， 提高视力筛查、 常
见眼病诊治和急诊处置能力。 加
强 视 光 师 培 养 ， 确 保 每 个 县
（市、 区） 均有合格的视光专业
人员提供规范服务， 并根据儿童
青少年近视情况， 选择科学合理
的矫正方法。 全面加强全国儿童
青少年视力健康及其相关危险因
素监测网络、 数据收集与信息化
建设。 会同教育部组建全国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治和视力健康专家
队伍 ， 充分发挥卫生健康 、 教
育、 体育等部门和群团组织、 社

会组织作用， 科学指导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治和视力健康管理工
作。 加快修订 《中小学生健康体
检管理办法》 等文件。 2019 年年
底前， 会同有关部门出台相关强
制性标准， 严格规范儿童青少年
的教材、 教辅、 考试试卷、 作业
本、 报刊及其他印刷品、 出版物
等的字体、 纸张， 以及学习用灯
具等， 使之有利于保护视力。 会
同相关部门按照采光和照明国家
有关标准要求， 对学校、 托幼机
构和校外培训机构教室 （教学场
所） 以 “双随机” （随机抽取卫
生监督人员， 随机抽取学校、 托
幼机构和校外培训机构） 方式进
行抽检、 记录并公布。

■ 体育总局 增加适合儿童
青少年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的场
地设施， 持续推动各类公共体育
设施向儿童青少年开放。 积极引
导支持社会力量开展各类儿童青
少年体育活动， 有针对性地开展
各类冬夏令营、 训练营和体育赛
事等， 吸引儿童青少年广泛参加
体育运动， 动员各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为广大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
锻炼提供指导。

■ 财政部 合理安排投入 ，
积极支持相关部门开展儿童青少
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会
同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完善
中小学和高校校医、 保健教师和
健康教育教师职称评审政策。

■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严格
监管验光配镜行业， 不断加强眼
视光产品监管和计量监管， 整顿
配镜行业秩序， 加大对眼镜和眼

镜片的生产、 流通和销售等执法
检查力度， 规范眼镜片市场， 杜
绝不合格眼镜片流入市场。 加强
广告监管， 依法查处虚假违法近
视防控产品广告。

■ 国家新闻出版署 实施网
络游戏总量调控， 控制新增网络
游戏上网运营数量， 探索符合国
情的适龄提示制度， 采取措施限
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间。

■ 广播电视总局等部门 充
分发挥广播电视、 报刊、 网络、
新媒体等作用， 利用公益广告等
形式， 多层次、 多角度宣传推广
近视防治知识。

三、加强考核
各省（区、 市） 人民政府负

责本地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措
施的落实，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逐
级签订责任书， 将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工作、 总体近视率和体质
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将
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 将儿童
青少年身心健康、 课业负担等纳
入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
系， 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
连续三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
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建立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工作评议考核制度， 评议考核
办法由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体育总局制订， 在国家卫生健康
委、 教育部核实各地 2018 年儿童
青少年近视率的基础上， 从 2019
年起， 每年开展各省 （区、 市）
人民政府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
作评议考核， 结果向社会公布。

（完）

������门诊经常会有很多妈妈因为宝宝双
侧大腿皮纹或者臀纹不对称来骨科就
诊， 有的宝宝检查没有问题， 有的却是
因为 “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 需要
立即接受治疗。

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小儿下
肢最常见的先天性畸形， 延误诊断和
治疗会引起儿童跛行 、 髋关节疼痛 ，
以致最终可能需要髋关节置换手术 。
而早期诊断、 规范化治疗是完全 “治
愈” 髋关节发育不良， 避免后续一系
列问题的关键 。 一般说来 ， 3 个月龄
以内诊断可称为早期诊断， 那怎样才
能做到早期诊断呢？

对于 3 个月以内的宝宝， 一般通过
以下几点来判断： 1） 观察双下肢长度，
以及腿纹、 臀纹情况； 2） 髋关节外展
受限， 单侧髋关节外展不到 70°， 或者
双侧外展不对称超过 20°； 3） 活动时
髋关节异常弹响， 医学上称为 Ortolani
和 Balow 实验阳性 。 除了外观表现以
外， 产前超声诊断 “臀位， 羊水减少”，
家族中有髋关节发育不良病史的， 孩子
发生髋关节发育不良的比例也会增加。

当发现异常后， 可行髋关节超声评
估髋关节有无发育不良以及发育不良的程
度， 如果诊断髋关节发育不良、 半脱位或
脱位， 则需尽快进行治疗。 只有早期诊
断， 才可能完全治愈。 一般早期诊断后
绝大部分可通过佩戴 Pavlic 吊带等简单
治疗方法而取得非常理想的治疗效果。

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谭谦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4） 别把膝盖痛
都当“生长痛”

大腿皮纹不对称
可能是髋关节发育不良

如何促进 0~1岁宝宝智力发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