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癫痫又叫“羊角风”、 “羊
癫风”， 是神经系统疾病中仅次
于脑血管疾病的第二大顽症和
慢性脑部疾病。 流行病学资料
显示， 我国癫痫病发病率为
7‰， 其中， 儿童患者超过 2/3。
那么， 儿童癫痫究竟是什么原
因引起的？ 该怎样治疗呢？

小儿癫痫的常见病因有脑
发育不良、 细菌或病毒引起的
颅内感染、 脑外伤、 先天代谢
性疾病等， 还有一些特发性因
素可诱发癫痫发作 ， 具体原因
不详。 如果癫痫反复发作， 会
对孩子的智力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 因此预防很重要。 预防
儿童癫痫要从孕期开始， 如预
防宫内缺氧和早产， 孕妇避免
过度劳累、 吸烟、 特殊病原体
感染等， 高龄孕妈尤其要重视。

如果家中有 “癫痫宝宝 ”，

日常生活中应严格按照医嘱服
药， 不能盲目减量或停药 ， 养
成良好的生活规律 及 饮 食 习
惯 ， 避免单 独 外 出 、 剧 烈 活
动 、 过度疲劳 、 情绪激动等 ，
避免单独在马路或其他危险地
方玩耍。

癫痫发作时， 应尽快将患儿
扶至床上， 来不及的可顺势让
其躺倒， 防止因意识突然丧失
而跌伤 ， 迅速移开周围硬物 、
锐器， 减少发作时对身体的伤
害； 迅速松开患者衣领 ， 使其
头转向一侧， 以利于分泌物及
呕吐物从口腔排出， 防止流入
气管引起呛咳窒息 。 癫痫发作
一般在 5 分钟之内可自行缓解，
如果连续发作或频繁发作 ， 应
迅速把患者送往医院。

长春市儿童医院神经内科
主任医师 王旭

预防儿童癫痫 从孕期开始

������高热惊厥又称热性惊厥， 是
小儿最常见的惊厥之一， 6 个月
至 3 岁的婴幼儿较多见， 6 岁以
后， 随着大脑发育逐渐完善而减
少。 高热惊厥的发生主要与年
龄、 发热、 感染及遗传等多种因
素有关， 一般发生在上呼吸道感
染或其他感染性疾病初期， 体温
大于 38℃时出现惊厥 ， 排除颅
内感染和其他导致惊厥的器质性
或代谢性异常， 就可以诊断为高
热惊厥。

如果孩子在家中发生高热惊
厥， 家长不要慌张， 可先将孩子
侧卧位平放， 以免呕吐物误吸入
气管引起吸入性肺炎或窒息， 用
纸巾或毛巾擦去分泌物， 同时用
温水毛巾擦身， 一般情况下， 几
分钟能缓解。 如果惊厥超过 5 分
钟， 甚至达到 30 分钟， 且意识
不清者， 应紧急送往就近的医院
抢救治疗， 包括上氧、 静脉注射
安定止惊、 药物退热等。

预防高热惊厥最重要的是要
加强锻炼， 保证充足的营养， 尽
量减少或避免患急性发热性疾
病， 如患儿有发热征象， 应早期
识别并积极使用退热药物或物理
降温。 其次， 家长要知晓病情，
间歇或长期服用抗惊厥药物， 以
预防热性惊厥的复发。 间歇、 短
程预防性治疗包括在发热早期及
时使用安定镇静 ， 同时积极退
热、 治疗原发病； 对于复杂性热
性惊厥、 频繁热性惊厥 （每年在
5 次以上 ） 或惊厥呈持续状态
者， 可长期口服抗癫痫药物控制
其发作， 以达到预防热性惊厥的
目的， 如苯巴比妥或丙戊酸钠，
可持续到 3~5 岁， 用药期间注意
不良反应。
湖南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 周珍

������小儿肺炎是临床常见病， 主要
表现为发热 、 咳嗽 、 呼吸困难等 ，
如不及时治疗， 可发展为重症肺炎，
甚至引起心力衰竭、 呼吸衰竭、 肺
性脑病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因此，
小儿肺炎一定要积极彻底治疗， 要
提醒的是， 许多家长对小儿肺炎的
认识存在以下误区， 应尽量避免。

误 区 一 肺炎一定会发热、咳嗽
不一定。 通常年龄越小的患儿，

肺炎表现越不典型。 小于 4 月龄的
患儿， 肺炎一般不会发热， 也没有
频繁的咳嗽 ， 而是以鼻塞 、 呛奶 、
吐奶、 胃口差、 口周发青、 呼吸增
快、 呻吟等表现为主。

误 区 二 一定要拍胸片
对于一般状况良好且可以在门

诊治疗的疑似肺炎患儿， 无需常规
行胸片检查； 而对于初始抗菌药物
治疗失败， 需要判断是否存在肺炎
并发症或病情加重的患儿， 则应及
时做胸片检查。

误 区 三 肺炎必须输液
肺炎是否需要输液， 需要结合

孩子的年龄、 疾病的严重程度来定。
轻度的肺炎可以首选口服药物治疗，
约 90%的患儿都属于轻度肺炎， 只
有合并严重并发症， 如脓胸、 败血
症的肺炎， 才需要静脉用药。

误 区 四 要用抗生素
肺炎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要结

合病原体种类、 患儿年龄、 病情程
度来定。 抗菌药物仅限于细菌性肺
炎、 支原体肺炎、 衣原体肺炎、 真
菌性肺炎等， 而单纯病毒性肺炎无
需使用抗菌药物。

误 区 五 拒绝使用激素
很多人都会谈激素色变， 其实

大可不必。 医生对激素药物的使用
都是有原则的， 用什么激素、 多大
量、 用多长时间等都有科学依据 。
因此， 只要严格遵医嘱执行， 就完
全不用担心。

长春市儿童医院内科
主任医师 王艳

小儿肺炎
究竟要不要输液？

什么是淋巴结？
淋巴结是由淋巴

细胞集合而成， 是人
体重要的免疫器官 ，

正常人约有 500~600 个淋巴
结， 位于淋巴管汇集部位，
是淋巴细胞定居和适应性免
疫应答产生的场所。

淋巴结遍布全身， 按其
位置可分为浅表淋巴结和深
部淋巴结， 只有位置表浅的
可以触及， 如颈部、 颌下、

锁骨上窝、 腋窝、 腹股沟等。
正常情况下 ， 浅表淋巴结很
小 ， 直径多在 0.5 厘米以内 ，
表面光滑、 柔软， 与周围组织
无粘连， 亦无压痛。 当淋巴结
肿大时， 可在皮下摸到圆形、
椭圆形或条索状的结节。

淋巴结为什么会肿大？
孩子出生后开始接触各种

病原微生物， 其免疫系统也是
在与病原微生物的接触中不断
完善成熟的。 作为免疫系统的
一部分， 淋巴结在这个过程中
会缓慢增生， 且儿童阶段淋巴
系统发达， 颈部淋巴结分布较
多， 又因位置表浅， 所以很大
一部分孩子都可以摸到， 尤其
是后脑勺、 脖子、 耳后， 而这
个增生过程会一直持续到青春
期， 随后淋巴结会慢慢缩小，
渐渐就摸不到了。

要特别提醒的是， 细菌、
病毒、 某些化学药物、 代谢的
毒性产物、 变性的组织成分及
异物等， 均能引起淋巴结内淋
巴细胞和组织细胞反应性增生，

使淋巴结肿大， 称为淋巴结反
应性增生。 因此， 淋巴结肿大
可以看作是人体的报警器。

什么情况需要看医生？
淋巴结肿大时是否需要看

医生呢？ 如果小孩精神很好，
胃口也正常， 不发热， 体重在
增加， 且淋巴结摸起来表面光
滑， 质地柔韧， 可以滑动， 压
上去不痛， 那一般没有太大问
题， 也不需要特殊治疗。 如果
孩子近期有感冒、 咽喉炎、 扁
桃体炎或其他急慢性感染性疾
病， 且肿大的淋巴结只限于枕
部、 耳后、 颈部、 颌下， 可以
活动， 没有压痛， 淋巴结也不
是很大 （直径 1 厘米以内） 的
话， 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抗感染或对症支持治疗， 并注
意加强营养， 预防感冒或其他
感染即可。

淋巴结是否会恶变？
淋巴结肿大是否会恶变是

家长关心的问题， 临床上， 淋
巴结肿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多
见于淋巴瘤或白血病， 但这些
恶性淋巴系统或血液系统疾病
发生率较低， 多表现为淋巴结
持续肿大， 易融合成块， 不易
滑动， 淋巴结可在一两周内迅
速增大， 患儿往往伴有贫血、
乏力、 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
如果出现以上症状， 应及时去
正规医院就诊， 如果查体或者
影像学检查怀疑恶性疾病， 做
到早诊断， 早治疗。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张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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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惊厥
怎么办？

�������有些孩子的脖子上， 或耳
后， 或颌下， 会长出花生粒大小
的硬结， 对这种情况， 家长千万
不要大意， 很可能是淋巴结肿
大， 应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就诊。

脖子上长硬结
可能是淋巴结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