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您提个醒

孩子气急痰多， 以为是 “肺
炎”， 但治疗后不见疗效， 经医
生细心检查， 最后发现竟是 “隐
性溺水” ———因为游泳呛水引发
了肺水肿。

武汉的浩浩 （化名） 今年 2
岁半。 这个暑假， 家长经常带他
去游泳， 孩子套着游泳圈在水池
里非常开心。 8 月中旬， 浩浩突
然病了， 呼吸急促、 痰多， 只是
不发烧不咳嗽。 感觉像是感冒，
可用药一周还不见好， 妈妈带浩
浩到家附近医院看病， 拍片后被
诊断为肺炎。 接着， 浩浩又住院
治疗 4 天， 每天打消炎针， 还是

不见好， 有明显呼痰的声音。
上周， 浩浩妈妈带他转到武

汉儿童医院看病。 入院第二天，
该科梅红主任查房， 听诊孩子的
肺部， 听到粗湿啰音及痰鸣音。
情况有些蹊跷： 孩子只是呼吸稍
快， 但咳嗽不明显 ， 不太像肺
炎。 梅红进一步询问才知道， 浩
浩经常游泳， 还呛过几口水， 后
来生病了才没去游泳了。 孩子没
有感染， 可能是 “隐性溺水 ”！
梅红停用抗生素， 加用了利尿的
药物， 孩子的气急症状果然明显
改善 ， 痰也没有了 。 住院第 4
天， 肺部恢复正常， 浩浩出院。

什么是 “隐性溺水”？ 梅红
解释， 这指的是呛水导致的肺水
肿。 如果游泳时呛水到肺部， 会
影响肺泡功能， 出现气急、 痰多
的症状。 隐性溺水具有迟发性和
隐匿的特点， 不容易被发现。 而
且， 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诊断及
治疗， 还会影响患儿的心肺功
能。 所以， 孩子游泳后出现气
急、 痰多， 除了考虑肺炎， 也不
能忘了隐性溺水的可能， 一定要
及时看医生， 并主动告知医生孩
子游泳的经历。

（《武汉晚报》 9.4，
王春岚、 高琛琛、 曾小燕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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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开学季， 不少家长开
始采购儿童用品， 从儿童书包
到儿童牛奶、 儿童水饺， 与 “儿
童” 相关的产品都被放入购物车
中。 很多家长在给孩子购买食
品时更青睐冠以 “儿童” 字样
的食品， 认为它们更符合孩子
的身体发育需要， 但这些 “儿童
食品” 是否真的适合儿童？

记者走访了广州一些大型
超市， 发现冠有 “儿童” 字样
的食品确实不少。 这些 “儿童
食品” 大多在显眼处标有 “含
多种儿童成长必需的营养元素”
“妈妈呵护宝宝的首选 ” 等字
样， 相比普通食品， 价格也普
遍高出一大截 。 2019 年 4 月 ，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
2003 名受访儿童家长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 84.8%的受访家长
更倾向于给孩子购买有 “儿童
食品” 字样的产品。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企业把
“儿童食品” 当成宣传噱头， 宣
称产品 “营养价值高” “孩子
更爱吃”， 这背后其实与商家营
销手段密切相关:

———炒作概念 ， 部分 “儿
童食品” 与普通食品成分无区
别。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一
款 “欣和零添加减盐型天然亲

宝有机酱油”， 客服称， 该酱油
含盐量较低， 适合 1 岁~3 岁的
宝宝。 然而查看成分表可发现，
“钠” 的含量达到了每 10 毫升
500 毫克 ， 不仅与普通酱油无
异 ， 更称不上 “低盐 ” ———根
据食品营养标签的国家标准 ，
每 100 克或 100 毫升食品中钠
的含量小于或等于 120 毫克才
属于 “低盐”。

江苏省消保委 2018 年发布
的酱油产品比较试验报告显示，
5 款宣称为 “儿童酱油” 的产品
在营养元素等指标上与普通酱
油并无太大差异 ， 甚至一些
“儿童酱油” 钠含量比普通酱油
还高。 江苏省消保委提示， 目
前我国没有 “儿童酱油” 的相
关产品标准。

———名不副实 ， 部分产品
宣称适用人群与实际不符合 。
第三方婴童产品测评平台小红
花测评从网上选购了 10 款热销
的宝宝面条， 价格在 6.8 元/件
至 119 元/件之间， 这些产品均
在产品详情页面宣称适用于 6
个月以上的宝宝食用 。 然而 ，
平台委托珠海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技术中心检验发现， 测评中
一半面条的铁含量都不符合婴
幼儿辅食国标要求。

———部分儿童食品为了增加
口感加入多种添加剂。 华南农业
大学食品学院教授柳春红表示 ，
一些产品为了迎合儿童口味， 可
能加入更多食品添加剂如色素 、
调味料等。 事实上， 目前食品添
加剂国家标准的制定是基于体重
60 公斤的成年人为参考而设定
的， 并没有针对儿童制定添加剂
限量标准。

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国内国
际对于儿童的年龄划分界限比较
模糊， 商家为了开拓消费市场 ，
自造 “儿童食品” 概念。 柳春红
等专家认为， 必须在 “儿童食品”
管理上下功夫：

首先， 建立儿童食品标准或
者儿童食品指南。 其次， 加强儿
童食品的源头监管 。 专家表示 ，
伴随着消费升级、 差别化消费市
场的不断开拓 ， 有关部门应对
“儿童” 相关字样出现在食品包装
上做更严格的规范， 同时在广告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加入关键词
限制， 遏制有误导倾向的儿童食
品标签 “漫天飞”。 最后， 加强对
消费者的引导。 市场监管部门提
醒家长在选择儿童食品时， 不要
被卡通包装和宣传口号所迷惑 ，
注意看配料表进行选择。

（新华社， 9.3， 胡林果 /文）

浙江的刘大妈 (化名) 今年 70 多岁，
半年前左眼开始肿胀， 眼睛发红， 布满血
丝， 一开始还没有重视。 可是这半年来，
左眼视力越来越差， 1 个月前， 右眼也开
始发肿， 大妈着急了， 赶紧去眼科看病，
可是辗转多地去了不少医院， 症状非但没
有好转， 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一周前， 眼科医生建议刘大妈去神经
内科仔细检查一下。 刘大妈这才到了浙江
医院三墩院区， 该院脑科中心医生终于弄
清楚刘大妈眼睛红肿、 视力下降， 根本不
是眼睛的问题， 而是得了一种叫 “海绵窦
动静脉瘘” 的毛病。

浙江医院脑科中心主任万曙介绍， 海
绵窦是大脑深部的一种结构， 长在眼球和
鼻根的深部， 是一种静脉组织， 左右颈内
动脉从海绵窦中间穿过， 正常情况下当然
是井水不犯河水， 可是在某些情况下， 比
如动脉破裂或出现一些小血管把动脉和海
绵窦连通， 动脉血就跑到海绵窦的静脉系
统， 静脉压力升高， 眼静脉回流障碍， 就
会出现眼肿、 视力下降等。

刘大妈的病情就是这种情况。 要准确
地找到瘘口并把它堵住。 万曙主任带领团
队， 为刘大妈做了血管内介入手术， 术后
第二天， 黄大妈就觉得眼睛舒服多了。

“海绵窦动静脉瘘经常会因明显的眼
部症状而被误诊误治， 因此凡有头部外伤
史， 反复鼻腔出血、 眼球突出、 眼球运动
障碍等典型症状者应高度怀疑该病。” 万
曙主任提醒， 通常， 海绵窦动静脉瘘有结
膜水肿和充血、 阵发性大量鼻出血、 视力
进行性减退等典型症状和体征。 若不能及
时治疗， 会导致视力减退， 甚至失明， 还
会因鼻腔或颅内大出血而死亡。
（《杭州日报》 9.3， 柯静、 王婷、 龚杰 /文）

“儿童食品”市场亟待整治
自造概念、炒作噱头

从 2019 年初开始， 浙江省长
兴县太湖图影旅游度假区小沉渎
村秉承“有缘同村·互助共进” 的
理念， 在村妇联的组织下， 教师、
社区医生、 退休干部以及商铺个
体户等众多村民加入“帮帮团”
成为爱心志愿者， 开展扶贫帮困、
助残敬老为基础的服务， 并常态
化开展义诊、 义卖等志愿服务活
动。 图为 9 月 5 日， 志愿者在为
小沉渎村的老年人进行义务理发。

（新华社， 徐昱/摄）

听障人士突发急症无法拨打电话自主
求救， 在外遇到意外伤害无法说明具体位
置， 怎么办？ “听力语言障碍人士呼叫
120 平台” 近日在北京通 APP 上线， 听障
人士可以 “一键报警”， 为急救赢得宝贵
时间。

听障人士下载北京通 APP 后， 根据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放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证》 填写个人信息， 完成注册。
以后， 再遇到突发紧急状况需要协助时，
可以用文字呼叫 120 求助， 信息会以自动
呼救的形式分配到调度台上， 同时用户信
息将自动填写到受理界面中， 且呼救来源
会自动选择为 “听障人呼救”， 120 的医
疗优先分级调度系统也会显示听障人士的
残疾类型和等级。

调度员获取现场地址定位后立即派车，
同时告知一线急救人员患者为听障人士，
通知急救人员用短信与报警者取得联系，
系统会自动发送短信进行提醒。 急救人员
在依照定位导航前往现场途中， 将用短信
与报警者沟通， 确保报警者知晓相关接车
程序， 并根据病情指导初步自救互救。

（《北京日报》 8.29， 贾晓宏 /文）

眼睛红肿，视力减退
竟是脑血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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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后气急痰多 谨防“隐性溺水”

“帮帮团”助力乡村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