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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的 “头垢” 其实是
一层 “胎脂”， 是新生儿刚出生
时， 皮肤表面附着的一层乳白
色的脂状物质。 胎脂是胎儿时
期 17~20 周开始形成的， 最初
的作用是为了保护胎儿不被羊
水污染， 起到一个屏障的作用；
其次， 在分娩过程中， 这脂状
物质还能润滑产道， 帮助宝宝
们顺利娩出 ； 宝宝们出生后 ，
胎脂还能给宝宝们保温， 以维
持体温正常。 所以， 胎脂本身
对宝宝是有益处的， 民间流传
头垢能起保护作用， 也是有科
学依据的。

但是， 豆豆奶奶只说对了
一半， 新生儿的胎脂对宝宝有
益， 但时间一长， 这层胎脂会
变成乳痂， 乳痂是需要清理的。
那么， 该如何正确清理这层乳
痂呢？ 一般来说， 新生儿出生
24 小时后就可以擦拭洗澡洗头

了 ， 随着宝宝的成长 ， 腋窝 、
腹股沟、 耳后、 颈部会堆积胎
脂， 清洗前可以涂一些保湿霜，
加速这些痂脱落。

头垢的清理需要更加慎重
一些， 可以先用石蜡油局部涂
擦， 让胎垢充分软化， 24 小时
后用纱布轻轻擦拭， 或用小梳
子轻轻梳理 。 如果痂皮很厚 ，
一次不能全部去掉， 可重复上
述做法 2~3 次， 注意千万不要
用手直接抠或用梳子硬梳， 以
免头皮破损， 损伤毛囊， 引发
感染。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 并不
是所有的 “头垢 ” 都是胎脂 ，
也有可能是头部的湿疹或者头
癣。 所以， 当首次发现宝宝出
现 “头垢” 时， 应带宝宝就医，
看是否属于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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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越来越热， 有些家长索性给
孩子剃个光头， 认为这样不仅更凉快，
还能让孩子的头发将来更浓密。 妈妈
们， 其实你们的这些想法都错了。

剃光头宝宝更凉快？ 正好相反！
当孩子头部大量出汗时， 头发可

以起到引流汗液的作用， 没了头发的
引流， 汗液蒸发得慢， 其实会更热。
剃了光头的孩子， 汗水会粘在头皮
上， 汗液中的盐分刺激头皮， 引起头
皮瘙痒， 如果清洁不及时， 还易导致
痱子、 细菌的滋长。 如果细菌进入了
血液， 还有得脑膜炎的风险， 这是要
特别注意的。

其次， 宝宝的前囟一般要到 1 岁
半左右才会完全闭合， 剃了光头的宝
宝， 囟门直接暴露在外， 没有头发的
保护， 头皮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伤
害， 也更容易遭到蚊虫 “下手”。

剃光头能让头发浓密？ 无稽之谈！
头发的数量、 颜色、 粗细等特征

都是由遗传决定的， 和是否剃光头没
有直接关系。 大多宝宝在 1 岁左右都
会脱掉胎毛， 2 岁以后， 头皮上的毛
囊发育完全后才有成熟的头发。 如果
有些孩子幼年时期的头发又黄又少，
也不用太担心， 只要保证营养， 常剪
短发就行了。

熊猫

������提到打鼾， 许多人会想到成年
人， 殊不知， 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
也加入了打鼾者的行列。 而孩子打
鼾大多数是因为一些先天性疾病 ，
如扁桃体肥大、 小颌畸形、 腺样体
肥大或咽腔狭窄等， 导致呼吸道不
通畅， 睡眠中发出鼾声。

儿童打鼾如果不引起重视并早
期干预治疗， 日后会带来一系列问
题。 首先， 打鼾会影响孩子的睡眠
质量， 直接导致生长激素分泌下降，
会造成生长发育迟缓 ， 个子矮小 、
过度消瘦或肥胖； 其次， 打鼾容易
导致大脑缺氧， 会使孩子的注意力、
记忆力下降， 影响智力发育； 此外，
打鼾时通常是张嘴呼吸 ， 会引起
“腺样体面容 ”， 表现为上唇外凸 ，
影响孩子的外貌。

大多数鼾症可以通过改变不良
生活方式和合理的手术得到解决 ，
不同原因引起的鼾症， 解决方法各
不相同。 扁桃体肥大、 腺样体肥大
的儿童， 建议手术切除， 3 岁以上的
孩子切除扁桃体和腺样体， 对身体
没有影响； “小胖墩” 打鼾多是由
于脂肪堆积使咽部狭窄， 并且舌头
肥大、 脸尖形成小腭畸形引起， 可
以通过调整饮食， 增强运动， 减轻
体重缓解； 由于学习压力过大引起
的打鼾， 主要方法是舒缓压力； 由
慢性鼻炎和鼻窦炎导致的打鼾， 则
要积极治疗原发疾病。

朱广凯

孩子打鼾
及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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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的宝宝
选择不同

6 个月以内的宝宝皮肤
十分娇嫩 ， 且通透性较强 ，
任何外用的物质都极易经皮
肤吸收入体内， 而防晒霜中
或多或少会含有一些不利于
宝宝健康的成分， 所以 6 个
月以内的婴幼儿是不建议使
用防晒霜的。 防晒主要采用
遮盖的方法 ， 如打遮阳伞 ，
戴遮阳帽 ， 穿长袖衣裤等 。
6 个月至 3 岁的宝宝由于皮
肤屏障功能逐渐发育完全 ，
可以适当用一些含氧化锌或
二氧化钛成分的物理防晒
霜， 这种防晒霜不会被皮肤
吸收 ， 相对来说较安全 。 3
岁以上的孩子 ， 选择一些
质量可靠的化学防晒霜也
是可以的 ， 但尽量选择不
含香精的产品 ， 以免发生
过敏反应。

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防晒霜

防晒霜一般都会标有防
晒指数 ， 而防晒指数 (SPF)
是指防晒霜中所含的物理或
化学防晒成分的多少， 它们

会吸收或反射紫外线， 但是
对皮肤的刺激也很大 ， SPF
越高 ， 说明防晒能力越强 。
宝宝选择什么防晒指数的防
晒霜最合适， 还应根据外出
时间的长短、 阳光的强度以
及出行场所来决定。 外出不
超过 2 小时， 选择 SPFl5 （可
以阻挡 93%的 UVB） 的防晒
霜就可以了 ； 超过 2 小时 ，
则最好选择防晒指数 30 （可
以阻挡 98%的 UVB） 的防晒
霜， 并非 SPF 越高越好。

正确涂抹防晒霜
也很重要

给孩子涂抹防晒霜有什
么讲究呢？ 一般是在出门前
30 分钟涂抹， 当孩子在户外
运动超过 2 个小时， 父母最
好再给孩子涂一次防晒霜 ，
因为出汗会降低防晒霜的功
效， 即使涂的是防水防汗型
的防晒霜， 在孩子大量出汗
后也需要再涂抹一次， 以保
证防晒效果。 从室外回到室
内后， 应立即用洗浴产品洗
掉皮肤上的防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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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 “特应性皮炎”， 大家可
能比较陌生， 但对 “湿疹” 一定
相当熟悉。 那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 特应性皮炎就是一种特殊
的湿疹， 许多婴幼儿时期的湿疹，
其本质就是特应性皮炎的婴儿期，
但两者又有区别。

特应性皮炎除了有湿疹的表
现外 ， 患儿常有全身皮肤干燥 、
瘙痒剧烈， 甚至伴有其它过敏性
疾病， 如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哮
喘等， 实验室检查可出现血清 IgE
水平升高和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
增多。 临床上， 特应性皮炎并不
少见， 已经成为首位困扰儿童皮
肤健康的疾病。

特应性皮炎的病因非常复杂，
至今仍未完全明确， 研究认为本
病主要与遗传、 免疫异常和环境
等多种因素有关。 其中， 遗传是
内在因素， 环境因素则为促进发
病的外在因素 ， 两者相互作用 ，
导致了疾病的发生。

孩子一旦患上特应性皮炎该
怎么办呢？ 目前， 糖皮质激素是
控制该病病情、 缓解症状的主要
药物， 但应根据年龄和皮损状态
适当使用， 同时应注意不良反应。
近年来， 外用免疫调节剂治疗也
取得较好疗效， 口服抗组胺药可
不同程度缓解瘙痒， 继发细菌感
染时需加用抗生素。 除了药物治
疗， 保湿也很关键， 可有效修复
皮肤屏障功能， 减少症状反复。

济南市儿童医院皮肤科 高蕾

孩子可以涂防 晒 霜吗
剃光头凉快？
其实更热

�������炎热的夏季已经到来，
“防晒” 成了美女们出门前的
头等大事， 其中， 防晒霜是
主要的武器之一。 孩子皮肤
娇嫩， 外出也应注意防晒，
那小孩子可以用防晒霜吗？

？

特应性皮炎
是特殊的湿疹

新生儿的“头垢”
需要清洗吗？

������豆豆刚出生没多久， 头上就结了一层泥一
样的“痂”， 看起来脏脏的， 妈妈想要给孩子洗
掉， 但奶奶反对， 说孩子头上这一层头垢可以
起到保护作用， 不能洗。 那么， 新生儿的头垢
到底能不能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