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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癫痫如果不规范治疗 ，
很容易导致癫痫久治不愈， 让患
儿和家长对疾病失去信心。 其实，
癫痫治疗的关键在于病因治疗 ，
只要找到病因， 并根据病因合理
实施治疗方案， 一般都能取得较
好的治疗效果。 具体来说主要有
以下四种方法。

1.�药物维持治疗 服用抗癫
痫药物是治疗癫痫病的首选方法。
在确诊之后， 患者需在医生的指
导下用药， 用来控制疾病发作 ，
不同类型的癫痫， 选择的药物有
所不同。 需要提醒的是， 癫痫的

药物治疗时间比较长， 患者一定
要坚持用药， 不要半途而废。

2.�神经调控 （电子药物治
疗） 神经调控为新型的癫痫治
疗方法 ， 又称为 “电子药物治
疗”， 该技术通过对大脑异电状态
的调节， 改善大脑代谢条件和植
物神经功能， 进而改变人体内的
环境， 抑制大脑神经元异常放电。
该疗法减少了药物治疗的毒副作
用， 避免了手术过程中的风险 ，
已成为越来越多患者的选择。

3.�外科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
癫痫的原理是切除或破坏异常放

电的 “致痫灶” 和传导这种电活
动的神经通路， 以控制和减少癫
痫发作， 能起到补充药物治疗不
足和提高疗效的作用， 但手术治
疗的前提是确定 “致痫灶”。

4.�饮食护理治疗 饮食治疗
癫痫主要为生酮饮食疗法， 通过
实行脂肪含量比例高、 蛋白质及
碳水化合物含量比例低的饮食方
法， 在体内形成酮体， 模拟身体
饥饿反应， 进行病症治疗。 该疗
法主要用于药物难以控制的患者，
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济南市儿童神经内分泌科 胡万冬

什么是“生长痛”？
“生长痛”， 目前尚缺乏官

方一致的定义， 因为它主要发
生在 2～12 岁的儿童， 而这个年
龄段正是孩子的生长期 ， 所以
叫 “生长痛”， 主要表现为儿童
夜间或小睡时疼痛， 但无任何
骨骼肌肉的异常表现 ， 父母 、
儿童及医护人员无法解释的反
复自限性肢体疼痛。

“生长痛 ” 的病因尚不明
确 ， 可能与消化和睡眠紊乱 、
关节松弛、 姿势不正和慢性感
染有关， 也有人认为可能与某
些孩子对疼痛的耐受度比较低
有关。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
的，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生长痛
是良性的， 大约 15%的孩子会
遇到， 通常在初次发作后的 1~2
年内消失， 不会影响患儿的生
长发育。

如何鉴别是否为“生长痛”？
“生长痛 ” 可以概括为 16

个字， 即 “不请自来 、 可轻可
重、 不动却痛、 不治而愈。”

“不请自来” 是指生长痛的
出现几乎没有诱因， 无法预知，
发作间期可为数日、 数周或数
月； “可轻可重” 是指轻者仅
有不适， 严重时可使患儿疼哭，
甚至半夜疼醒 ； “不动却痛 ”
是指生长痛不会对孩子的日间

活动产生影响， 疼痛主要发生
在傍晚或夜间 ， 尤其是不动的
时候出现疼痛 ； “不治而愈 ”
是指生长痛会在短时间内自行
好转， 无需用药。

还有哪些原因
可以引起腿痛？

如果孩子出现频繁出现腿
痛， 家长千万不要盲目认为是
“生长痛”， 因为除了生长痛外，
还可能是以下疾病， 一定要到
医院鉴别诊断。 （1） 感染： 病
毒性肌炎、 结核 、 梅毒 、 线虫
病 、 多肌痛、 骨髓炎 、 化脓性
关节炎； （2） 代谢疾病： 软骨
病、 佝偻病、 维生素 A 过多症、
坏血病、 戈谢病、 肾小管性酸
中毒； （3） 肿瘤： 白血病、 淋
巴瘤、 脊髓肿瘤、 骨肿瘤 、 神
经母细胞瘤等； （4） 创伤： 骨
折、 应力性骨折、 劳损综合征；
（5） 其他： 运动过度、 风湿病、
纤维组织肌痛、 间歇性腿痛性
痉挛 、 反射交感性营养不良 、
不宁腿综合征、 镰状细胞性贫
血、 骨坏死、 学校恐怖症 、 髌
骨关节痛综合征等。

当孩子出现“生长痛”，
家长该怎么做？

当孩子出现 “生长痛” 时，
家长应该积极做好健康教育和
安抚工作。 首先， 让孩子了解
生长痛是良性疾病， 以消除孩
子不必要的担心、 恐惧和痛苦；
另外， 按摩、 肌肉拉伸锻炼、 镇
痛药和热疗等均能有效缓解疼
痛 ， 在孩子疼痛时可以尝试 ，
但镇痛药只能短期使用。

需要提醒的是， “生长痛”
和是否缺钙没有相关性 ， 目前
也没有有效的药物 可 以 预 防
“生长痛”， 因此， 当孩子出现
“生长痛” 时， 补钙或服用一些
号称能预防生长痛的药物都是
没有必要的， 给孩子过度补钙
反而会引起其它副作用 。 作为
家长应该明白， “生长痛 ” 不
是一种病理性状态， 而是孩子
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常见现象，
虽然它会带来一些不适 ， 但不
会对孩子的健康造成影响 ， 家
长只需要帮助孩子摆正心态 ，
一起度过这段不适期就好。

朱莎

������肾病综合征是一种免疫性疾病，
免疫介导和炎症损伤在其发病中起
主要作用。 在致病因素作用下， 引
起患儿免疫功能异常、 细胞因子产
生及免疫调节失衡， 造成肾小球基
膜损伤病变， 致通透性增高， 出现
大量蛋白尿。 该病的康复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 因而需要家长耐心调理
和呵护。

首先， 要注意保暖， 切勿让孩
子着凉感冒， 因感冒会加重病情或
造成反复； 其次， 要注意饮食， 根
据病情随时调整饮食方案 ； 第三 ，
要多了解一些关于小儿肾炎方面的
知识 ， 对孩子病情有全面的把握 ；
最后要做好孩子的心理辅导工作 ，
告诉孩子每天都在康复， 在孩子面
前要乐观， 不要带给他过多的心理
负但， 给孩子一个营造健康向上的
养病环境， 家长的信心和耐心对孩
子的康复具有极大帮助。

治疗方面应在医生的指导下用
药， 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在家
中治疗， 急性期患儿还可使用中医辨
证治疗或中成药： ①风水型， 治宜宣
肺利水， 可用五苔散、 雷公藤多甙
片、 滋肾丸等； ②湿热型， 治宜清热
解毒、 利湿消肿， 可用昆明山海棠
片、 金钱草冲剂、 肾炎四味片等； ③
寒湿型， 治宜渗湿、 利水、 消肿， 可
用五积散丸、 结石通、 绎矾丸等。 恢
复期患儿属脾虚者， 可用参芪膏、 补
中益气丸以健脾益气。
湖南省儿童医院肾脏风湿科 朱亚冬

������过敏引起的鼻炎、 咳嗽在儿童
中的发病率很高， 且症状与感冒很
相似， 家长们应该如何区分呢？

过敏性呼吸道疾病的发作有着
明显的季节性 ， 春秋季是高发期 ，
主要是因为接触了某些过敏原所引
起， 常见的过敏原包括真菌、 花粉、
蟑螂过敏原 、 有机化合物 、 尘螨 、
霉菌、 甲醛、 宠物毛屑和二手烟等；
如果过敏原没有去除， 就会反复发
作， 每次持续数天， 可自愈， 一般
没有发热等症状。 而感冒的发病则
没有明显的季节性， 一般是由病毒、
细菌感染所致， 多是急性发病， 通
常持续 7~10 天 ， 除了呼吸道症状
外， 还会伴有发热、 肌肉酸痛、 关
节痛等全身症状。

此外， 过敏性呼吸道疾病还会
伴有严重的喷嚏、 干咳等症状， 喷
嚏一次可连续打几个到数十个不等，
且伴有大量清涕。 感冒患儿也会打
喷嚏， 但数量不会很多， 主要以鼻
塞、 发烧等症状为主， 流涕一般出
现在感冒初期， 量也不会很多。 治
疗方面， 过敏性疾病有自限性， 一
般不需要用抗感染或抗病毒的药物，
而感冒则刚好相反， 可以用一些抗
病毒或抗感染药物。
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三科 李雅洁

护理肾病患儿
要有耐心

如何区分
过敏和感冒？

儿童癫痫四 大治疗方法

“生长痛”竟是白血病

������� 7 岁的小海最近晚上老喊腿
痛， 妈妈的第一反应就是生长痛，
于是每次在痛的地方进行热敷， 还
给小海补起了钙。 尽管如此， 但小
海的“生长痛” 并没有好转， 还是
每天腿痛， 且人也越来越消瘦， 妈
妈只好带小海到医院检查。 医生检
查后发现小海下肢多处骨破坏， 建
议他们去血液科检查， 没想到血液
科骨穿结果提示为白血病。 腿痛怎
么会是白血病？ 如何辨别孩子腿痛
是否为“生长痛” 呢？

哪些原因可引起孩子腿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