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泡温泉是冬日里最受欢迎的
一项休闲活动， 坐在热气腾腾的
温泉池边， 与三五好友谈天说
地， 不失为一种享受， 而每逢节
假日， 不少家长也会带孩子一起
去。 温泉虽好， 但由于其温度过
高、 成分复杂， 3 岁以下以及患
有一些皮肤疾病的孩子最好不
要去泡温泉。

3 岁以下的宝宝由于皮肤角
质层薄， 皮脂分泌少， 如果长时
间浸泡在温泉中， 会造成体表皮
脂的大量丢失， 不利于宝宝的体
温调节。 其次， 温泉水中含有很
多矿物质， 这些成分对成人可能
有益， 但对小孩子来说未必如
此， 且宝宝和大人泡在一个池
中， 大人的一些皮肤疾病很容易
传染给宝宝， 对宝宝来说， 弊大
于利。

虽然温泉所含的硫磺及其他
酸碱物质有消炎杀菌的作用， 但
对于患有严重湿疹、 皮肤炎及皮
肤溃烂的宝宝来说， 不但起不到
杀菌作用， 还可能使伤口化脓。
另外， 一些抵抗力差或患有肺
炎、 心脏病的宝宝， 由于温泉温
度较高， 会使宝宝大量出汗、 心
跳加快， 心脏耗氧量增加， 从而
加重心脏负担， 引起不适。

年龄稍大的孩子如果想要泡
温泉， 家长也要注意以下事项：
（1） 最好选在两餐之间， 因为肚
子太饿容易出现虚脱的现象， 而
太饱会造成消化不良； （2） 严
格控制下水时间。 由于温泉的水
温一般较高， 会促使人体的血液
流动加快， 心跳加速， 因此， 孩
子每次下水时间最好不超过 15
分钟， 总时长不要超过 30 分钟；
（3） 注意卫生， 避免交叉感染。
孩子最好选择专门的儿童池， 或
者家庭池 ， 不与其他人混泡 ；
（4） 不要泡药浴。 很多治疗型温
泉中加入了中药成分， 而孩子的
皮肤娇嫩， 容易引起皮肤过敏；
（5） 注意皮肤清洁。 由于温泉中
含有浓度较高的硫磺， 水分蒸发
后会留在皮肤上， 对皮肤的刺激
很大， 因此， 泡温泉后要及时冲
洗身体， 并涂抹润肤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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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岁以下幼儿
不宜泡温泉

杜绝这些安全隐患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孩子们早已开启了幸福的寒假生活。 要特别注意的是，
假期中的安全是不能忽视的， 家长们一定要分工合作， 安排好孩子的假期生活作息，
杜绝各种安全隐患， 确保度过一个快乐祥和的春节。

带孩子过春节

乘车安全
假期免不了要出行， 或短途旅

行， 或走亲访友， 但不管是自驾还
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一定要照顾
好孩子。

骑摩托或电动车时， 千万别和
汽车抢道， 尽量走非机动车道， 速
度慢一些， 当然， 最好还是不要让
孩子坐摩托车。 如果是自驾出门，
记得安装一个儿童座椅， 禁止手抱
孩子坐在副驾驶座上， 交通法也是
不允许的。 不要让孩子把头、 手等
身体部位探出窗外， 也不要让孩子
在车内玩尖利坚硬的玩具， 以妨紧
急刹车被戳到。 最重要的一点是，
不要把孩子一个人独自留在车内，
旅途中控制好时速， 严格遵守交通
安全。 乘坐汽车、 火车等公共交通
工具时， 在车站、 机场、 旅途中一
定要看好孩子， 以免走散； 乘坐飞
机时， 当飞机起飞或降落时， 可尽
量哄孩子睡觉， 或是喂些水， 以减
少对耳膜的伤害。

饮食安全
节日期间， 聚会较多， 一大家

子人围坐在餐桌前其乐融融， 人多
事杂， 家长一定要注意对宝宝入口
的食物严防死守， 尤其是 2 岁以内
的孩子。 如果亲戚热情地夹喂食物
给孩子， 要学会拒绝， 可以单独给
孩子煮点白粥或是蒸个蛋之类的，
如果嫌麻烦 ， 也可以多喝一顿牛
奶， 千万不要给孩子吃凉菜、 太咸
的食物或成品熟食等。

对于 3 岁以下的孩子， 应慎吃
瓜子、 花生、 开心果、 豆类等干果
以及果冻等 ， 有噎呛的危险 ； 另
外， 糖果、 元宵、 巧克力等也不宜
多吃， 以免破坏宝宝的味蕾， 又损
伤牙齿 。 吃鱼的时候 ， 要注意挑
刺。 即使碰到宝宝喜欢吃的东西也
不要多吃， 否则很容易引起积食，
一旦宝宝出现呕吐、 腹泻、 厌食等
症状时 ， 可配合服用些婴儿益生
菌， 严重时及时就医。

防止鞭炮炸伤
近年来， 我国一再倡导少燃放

烟花爆竹， 以减少各种安全隐患，
但屡禁不止， 且每年都有被烟花爆

竹炸伤的事故发生， 家长一定要做
好防范措施。 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
爆危险品， 尽量不要让小孩单独燃
放， 最好在大人的陪同下， 在相对
空旷的地方燃放， 切忌在干枯草地
上、 室内， 以及靠近火源、 电源等
地燃放， 以免引起火灾； 不要把点
燃后的鞭炮随意乱扔， 尤其是人群
或下水道井盖等地； 暂时不放的烟
花爆竹要妥善保存， 放置在孩子接
触不到的地方。 如果要放， 也一定
要购买大品牌的合格产品， 不要购
买一些三无产品。

防孩子走失
春节期间人流量大， 尤其是庙

会、 表演、 舞龙这种传统项目非常
集中， 大人、 小孩都喜欢去凑个热
闹， 感受一下节日气氛。 对于刚会
走路和乘坐敞开式婴儿车的宝宝，
家长一定要谨慎， 切忌不要脱手；
人多时， 不要让宝宝单独行走， 牵
好手或是背垮防丢失包包； 逛商场
时， 不要让孩子乱走乱窜， 乘坐自
动扶梯要牵牢， 最好乘坐升降梯；
如有同行的人， 一定做要交待， 不
要出现都以为对方在看护的情况，
不要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

注意取暖安全
大多数农村都是使用炉子、 电

热毯、 电暖扇、 木碳等取暖设备，
在使用这些取暖设备时， 一定注意
取暖安全。 电热毯不要通宵开着，
建议提前预热， 睡觉前拔掉； 不要
把碳炉放在密闭的房间， 以免一氧
化碳中毒； 睡前用了热水袋的， 进
被窝前记得拿出来 ； 使用 “小太
阳” 取暖的， 注
意不要让宝宝的
手去触碰， 谨防
烫 伤 烧 伤 。 另
外， 冬天睡觉盖
的 被 子 都 比 较
厚， 如果年龄较
小的宝宝跟大人
一起睡， 注意不
要压到宝宝， 也
不要把被子蒙住
宝宝的头， 如果
可以， 能给宝宝

穿个睡袋是最安全的。

防止烧烫伤
春节里， 人来人往比较乱， 家

长一定要防止孩子接触到煤、 电、
热水等， 尤其聚餐吃火锅、 端热汤
时， 一定要离孩子远一些。 另外，
使用插线板时， 一定要把电线放在
安全的地方， 以免绊倒刚会走的孩
子， 更不要让他们碰触插线板； 带
宝宝出门玩耍或去亲戚家拜年时，
年龄较小的宝宝一定要有专人看
护； 春节期间， 北方地区的河面、
湖面一般会结冰， 小孩子如果贪图
新鲜， 在河道或湖面上玩耍， 是非
常危险的， 更何况冰面厚薄深浅很
难探定， 一旦破裂， 很可能掉掉冰
窟窿里。 如果孩子实在想玩， 家长
可以带他们去专门的溜冰场， 相对
安全很多。

娱乐把握度
节日期间， 除传统的守岁、 祭

拜等礼仪外 ， 通宵打麻将 、 打扑
克， 或者看晚会等活动， 很容易把
孩子的作息规律打乱。 因此， 大人
们在娱乐的时候也要把握 “度 ”，
最好不要玩通宵， 白天要尽量让孩
子睡睡午觉， 而不是抱着 “玩累了
自然会睡” 的态度听之任之。 对于
很多孩子来说， 通常越玩越兴奋，
越疲惫越闹觉， 而混乱的作息和过
少的睡眠会严重影响孩子的免疫
力， 免疫力一旦受到破坏， 就容易
引起各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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