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判断孩子是否近视， 最科学的方法
就是医学验光， 为保证效果， 未满 12
周岁的孩子首次验光前均要求使用 1%
的阿托品进行扩瞳。

阿托品属于强效扩瞳剂， 起效慢，
作用时间长， 停药后药效仍可维持 3 周
左右， 用药及停药期间， 会出现畏光、
视近物不清楚的现象， 部分还会有口
干、 心跳加快、 面红、 皮温增高等表
现， 不过不用担心， 可以通过多喝水促
进排泄、 减少每次点药量、 拉长点药间
歇期和压迫泪囊区等方法进行缓解。

滴阿托品的药方法可以选择 3 次/
天， 共 3 天； 也可以 2 次/天， 共 5 天，
于第 4 天或第 6 天 （停药后第一天） 到
医院验光。 3 周后， 还需要到医院进行
复查， 期间不需继续用药， 但要注意保
护孩子眼睛， 防止过强光线照射， 因扩
瞳后会增加光线的进入。

复查时， 视光师会结合散瞳后的
结果进行试镜， 然后由医生和视光师
一起在试镜结果上结合之前所查的眼
位、 视功能、 用眼习惯等因素综合给
镜。 暂不需配眼镜的小朋友， 可能需
要通过适当的视觉训练来增加眼睛的
功能， 整个验光过程需要 20 多天， 先
后到医院 3 次。

医学验光流程看上去有些繁琐 ，
但最能真实反应屈光不正患者屈光状
态的方法 ， 家长们千万不能图省事 ，
让孩子一开始就戴上错误的， 甚至不
应该戴的眼镜。 异常屈光状态如果迟
迟得不到纠正， 视力会下降很快， 使
眼睛负担过重， 家长们不妨趁寒假来
好好规划一下， 为孩子的眼睛安排一
次验光检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眼科
主任医师 闵晓珊

趁 假 期
带孩子验个光

������低热是许多疾病的表现，
一般腋温 37.5℃~38℃称为低
热。 引起低热的原因有功能
性的， 也有器质性的， 对于
低热特别是长期低热， 一定
要高度重视， 常见病因有以
下七大类。

一、 生理性低热 因为活
动、 哭闹、 衣着过厚、 室温
过高等因素影响， 使小儿分
解代谢增加， 产热过多而出
现的一过性低热， 称为生理
性低热， 此类发热一般下午
体温稍高， 但昼夜体温波动
不会超过 1℃。

二、 体质性低热 体质性
低热属于功能性低热的一种，
特点是晨间体温比晚上稍高，
且伴有多汗 、 乏力等表现 ，
胸片 、 血沉等项检查正常 ，
低热时服用退热药物无效 ，
但低热可自退， 一般不影响
健康。

三、 季节性低热 多发生
于夏令季节 ， 婴幼儿常见 ，
又称为小儿夏季热。 特点是
体温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
表现为夏季时体温上升， 并
伴有口渴、 多饮、 多尿、 无
汗、 乏力等， 亦属功能性低
热， 气候转凉时， 体温可转
为正常， 但第二年夏天又会
出现低热现象。

四、 感染性低热 小儿患
麻疹、 白喉、 水痘、 风疹等急
性传染病， 或某些感染性疾病
痊愈之后也可能出现低热， 这
类低热多与植物神经功能失

调、 小儿体温调节中枢紊乱有
关， 进行各项体格检查和实验
室检查时多为正常。

五、 非感染性低热 如果
小儿患有某些内分泌系统疾
病、 结缔组织疾病、 慢性白血
病或恶性淋巴瘤等疾病， 也可
出现长期低热， 若同时伴有面
色苍白、 消瘦、 乏力， 以及关
节、 肌肉疼痛等症状时， 父母
应予高度重视， 积极诊治。

六、 慢性感染性低热 这
是小儿低热最常见的原因 ，
主要是由于病原微生物刺激
引起的慢性感染所致， 其中
又以结核杆菌引起的低热最
常见， 其次是扁桃体炎、 中
耳炎、 泌尿系统的炎症或慢
性感染 。 此外 ， 病毒感染 、
原虫感染、 立克次氏体感染
等都可出现长期低热。

七、 链球菌感染后状态
个别儿童在感染链球菌后可
出现持续性低热 ， 验血时 ，
“抗 O” 滴度增高 ， 血沉加
快， 用青霉素、 水杨梅和小
剂量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 ，
症状可迅速缓解， 这种低热
称为 “链球菌感染后状态”。

内科主治医师 李志良

小儿长期低热

������腺样体也叫咽扁桃体或增
殖体， 位于鼻咽部顶部与咽后
壁处， 属于淋巴组织 ， 表面呈
桔瓣样， 2~6 岁时为增殖旺盛的
时期， 10 岁以后逐渐萎缩。 腺
样体肥大系腺样体因炎症反复
刺激而发生病理性增生 ， 从而
引起鼻塞 、 张口呼吸的症状 ，
夜间加重， 出现打呼噜 、 睡眠
不安， 患儿常不时翻身 ， 仰卧
时更明显， 严重时可出现呼吸
暂停。

如果长期夜间呼吸不畅， 会
使患儿处于缺氧状态 ， 从而引

起内分泌紊乱， 影
响生长发育。 由于
儿童长期张口 呼
吸， 气流冲击硬腭会使硬
腭变形 、 高拱 ， 久而久
之， 面部的发育会变形 ， 出现
上唇短厚翘起 、 下颌骨下垂 、
鼻唇沟消失、 硬腭高拱 、 牙齿
排列不整齐、 上切牙突出 、 咬
合不良、 鼻中隔扁曲等 ， 面部
肌肉不易活动， 缺乏表情 ， 长
得很像是猪八戒或丑小鸭 ， 医
学上称之为 “腺样体面容”。

随着年龄的增长， 腺样体将

逐渐萎缩， 病情可以得到缓解
或完全消失。 但在这之前 ， 患
儿应加强营养， 预防感冒 ， 提
高机体免疫力， 积极治疗鼻炎、
鼻窦炎、 慢性扁桃体炎等原发
病。 如保守治疗无效 ， 应尽早
手术切除腺样体， 如合并有慢
性扁桃体炎时， 可同扁桃体切
除术一并进行。

株洲市中心医院 蒋其洪

积极治疗腺样体肥大
������肺炎是小儿时期最常见的疾病，
尤其是婴幼儿， 一年四季均可发病，
主要表现为发热、 咳嗽、 气促、 呼吸
困难等。 孩子得了肺炎， 不一定要住
院治疗， 如果生命体征平稳， 临床表
现、 影像学表现轻微， 是可以门急诊
留观或家中护理的， 那么， 家长在护
理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当患儿体温低于 38.5℃时， 可
尽量采用物理降温， 如头部冷敷、 温
水擦浴等， 当体温超过 38.5℃时， 可
适当服用退热药物； 咳嗽、 咳痰者，
可使用止咳祛痰药； 有明显喘息甚至
缺氧表现时， 就要去医院了。

2勤给宝宝翻身、 拍背、 变换体
位， 以减少肺部淤血， 促进炎症吸收
和痰液排出。 拍背时， 家长可将手背
拱起呈空心状， 从下往上拍打宝宝的
背部， 注意力度要适中。

3保证宝宝摄入充足的液体及
营养。 肺炎急性期， 特别是发热的宝
宝， 通常消化功能减弱、 食欲下降，
此时宜给予清淡、 易消化、 富含多种
维生素的饮食， 少食多餐， 不宜过
饱， 以防发生呕吐； 恢复期的宝宝可
逐渐过渡到正常饮食。

4保持周围环境安静 、 整洁 ，
以便让患儿得到充分的休息； 室温
应保持在 20℃左右， 相对湿度 60％
左右， 以防呼吸道分泌物变干， 不
易咳出； 室内应经常通风换气， 保持
空气清新。

5避免与已有呼吸道感染的家
人、 朋友接触， 少去人口密集的地
方， 减少亲戚朋友探视， 防止增加交
叉感染的机会。

6恢复中后期要特别注意预防
上呼吸道感染， 否则易反复感染。

深圳市儿童医院呼吸科 谷加丽

������不少学龄前或学龄儿童常会出
现大腿或小腿根部疼痛， 且几乎都
在晚上 “发作”， 有的孩子甚至会从
睡梦中痛醒， 而到了白天， 疼痛就
会减轻或消失， 医学上称为 “生长
痛 ” ， 发 病 率 为 5% ~9% 。 那 么 ，
“生长痛” 是不是与生长有关呢？

事实上， 教科书中并没有 “生
长痛” 一说， 换句话说， 生长痛跟
“生长” 并没有什么关系。 晚上发作
的 “腿痛 ” 通常是儿童一天玩耍 、
运动量累积后产生的废物没有得到
释放， 其实就是一天运动量的积累，
肌肉疲劳， 产生乳酸等引起的， 类
似于成年人偶尔运动后产生的肌肉
酸痛感， 只要充分休息就能自行缓
解， 一般无需任何治疗 （包括药物
治疗）。 如果孩子白天运动量较大，
睡觉前可以给他洗个温水澡， 同时
多按摩大腿和小腿 ， 可有效缓解
“生长痛”。
湖南省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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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肺炎宝宝
有技巧

“生长痛”与生长无关
无需治疗

别让“呼噜娃”变丑
������嘉嘉今年 5 岁， 自从半年前的一
次感冒后睡觉就开始打呼噜， 声音时
大时小。 妈妈带嘉嘉到医院， 医生检
查后发现嘉嘉打呼噜的罪魁祸首是
“腺样体肥大”， 建议马上手术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