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性早熟是一种生长发育
异常， 表现为青春期特征早出
现， 女孩在 8 岁前， 男孩在 9 岁
前出现第二性征 （乳房发育， 睾
丸增大）。 对处于生长期的儿童，
尤其是小学阶段发现生长过快，
很有可能是性早熟； 另外如父母
身高偏矮， 孩子却快速长高， 家
长就应警惕其早发育的发生。 孩
子过早发育， 骨骺线提前闭合，
生长空间要比正常发育的孩子
少， 成人后身材偏矮 。 一般来
说， 五大原因可致儿童性早熟。

遗传 母亲初潮早的女童易
发生性早熟。 兄弟姐妹中有性早
熟史者患病概率也可增高。

饮食 食物中雌激素活性物
质是性早熟因素之一， 如含性激
素的食物， 儿童食用后可致性早
熟。 长期大量食用油炸、 高热量
食品的孩子易达到 “性成熟启动
的阈值”。 脂肪中的芳香化酶具
有让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的功
能， 诱发性早熟。

环境 长期暴露于不良家庭
关系中， 可能引起孩子心理压力
增大， 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异
常， 继而导致性早熟。

接触不良信息 儿童可能接
触到一些超越其性心理年龄的
影像， 在这些性信息的暗示下，
更易出现性早熟。

其他 儿童涂抹或接触含有
性激素的化妆品、 药物， 以及误
食家长的避孕药， 都可导致孩子
性早熟。

湖南省脑科医院 刘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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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宝宝有散光， 是不是以
后都得戴眼镜？ 孩子近视， 是不
是戴眼镜就一辈子取不掉了？ 度
数会不会越戴越深？ 这些问题相
信许多家长都碰到过， 但到底真
相如何呢？

散光 ， 是指人眼的一种屈
光不正的表现 ， 指的是眼球在
不同表面弧度上屈光力是不等
的， 从而导致散光出现， 因此几
乎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散光存
在， 完全零散光的人是不存在的。
6 个月宝宝有散光也是很正常的，
它会随年龄不断变化 ， 因此对
于 6 个月宝宝的散光不用做任
何处理 ， 但需要每半年到正规
眼科检查视力 ， 观察其度数变
化情况。

对于不同年龄儿童， 有不同
的标准判断视力是否正常。 3 月

龄时为 0.02， 即能追踪眼前运动
物体 ； 1 岁时为 0.2； 2~3 岁为
0.4； 4~5 岁为 0.8； 6~8 岁能达到
1.0， 即成人视力。 一般来说， 4
岁左右下限值 0.4； 6~7 岁下限值
为 0.8。 如果孩子视力低于同龄儿
童视力下限， 或双眼视力相差 2
行， 说明孩子视力出现异常， 要
及时到专业眼科检查。

近视度数是否加深 ， 与眼
镜没有多大关系 ， 而是眼睛本
身屈光度变化而导致的 。 佩戴
眼镜是为了矫正近视 ， 正确佩
戴眼镜不会导致和加重近视的
发生 ， 合适度数的眼镜还能有
效防止近视度数加深 ， 家长和
孩子都要以良好心态面对佩戴
眼镜这件事。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儿童保健中心 杨卓

������女性在 45 岁~55 岁时， 随着
卵巢功能下降， 月经会慢慢停止，
进入绝经状态， 这属于正常生理
现象。 女性卵巢有两大功能， 一
是生殖功能， 产卵和排卵； 二是
内分泌功能 ， 合成和分泌激素 ，
女性的两大激素是雌激素和孕激
素， 两者缺一不可。 通常情况下，
初潮来得较早的女性， 绝经期也
相对较早， 反之， 初潮来得较晚，
绝经期也会相对延后。

如在 35 岁左右就已绝经， 则
属于卵巢早衰， 需尽早去医院治
疗， 但也不是越晚绝经越好。 如
到了 55 岁还有月经， 很可能是激
素波动引起的， 不一定排卵， 而
不排卵的内膜存在风险， 这种情
况下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 。

这类人群， 应及时到医院排查。
女性绝经期的迟早和家族遗

传、 怀孕生育史、 产后母乳喂养
时间长短、 性生活等均有密切关
系， 精神心理状态、 饮食结构和
生活习惯也会影响绝经期。 女性
若想健康地延迟绝经时间， 可记
住以下 “四要诀”：

1. 加强营养。 想要推迟绝经
期的到来， 就需给身体补充营养
物质， 增加蛋白质、 蔬菜、 水果
的摄入。 可在医生指导下， 吃一
些含有雌激素的食物， 如黄豆制
品、 蜂王浆和黑芝麻等。 少食糖
和脂肪食品， 特别要限制动物脂
肪与肥肉的摄入量。

2. 夫妻生活和谐。 性生活是
维系夫妻感情的重要环节， 而和

谐的夫妻生活可有效促进双方感
情， 同时还可让性腺、 甲状腺等
内分泌器官正常分泌。

3. 心情舒畅。 保持良好心态
对于延缓衰老作用很大。 保持正
常体重， 经常户外运动， 选择适
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可延缓卵巢
功能的衰退。

4. 生活习惯。 女性要注意保
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 睡眠充足 ，
不熬夜， 不久坐。 避免辐射影响，
看电脑、 电视和玩手机时间不宜
过长。

国家一级健康管理师 刘莉

������儿童过敏性鼻炎是一种因吸入
外界过敏原而引起的疾病， 主要临
床症状有鼻痒、 打喷嚏、 流鼻涕、
鼻塞、 鼻涕倒流、 夜间突然咳嗽
等。 和感冒不同， 过敏性鼻炎多是
在气候改变、 早上起床、 空气中有
粉尘时发作， 这种现象一般持续
10~20 分钟， 一天中可能多次间歇
出现。 那么， 儿童过敏性鼻炎该如
何预防呢？

居家环境中， 家长可用温度调
节器来减少室内的湿度， 最好使空
气湿度降到 5O%以下； 保持室内
清洁， 去除尘螨， 尘螨为强致敏
物， 以人和动物脱落的皮屑为食，
主要存活于床垫、 衣被、 绒毯、 长
毛玩具和沙发类家具中； 注意减少
真菌和霉变的发生。 真菌广泛存在
于各个生活角落， 尤其是湿润的环
境中， 如地下室及卫生间， 一般真
菌的来源包括家用湿化器、 浴缸、
湿毛毯、 淋浴房、 花草、 旧报纸、
垃圾箱等。

家长尽可能把患儿鼻腔清洗干
净， 注意不要让儿童骤然进出冷热
悬殊的环境。 患儿往往比较烦躁，
鼻子堵得厉害， 经口呼吸造成咽干、
咽痛， 所以要多饮水。 尽量避免给
患儿食用含有大量异体蛋白、 有可
能引起过敏的食物， 如海鱼、 海虾、
鸡蛋等食物。 家长还要让儿童多锻
炼身体， 加强体质， 增强抵抗力，
避免灰尘及有害气体的长期刺激，
积极防治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湖南省儿童医院
耳鼻喉科-头颈外科 余甜甜

������小儿鼻窦炎是指儿童鼻腔黏
膜组织皮层下发炎， 而导致一系
列症状的疾病， 其主要症状包括
患儿出现流鼻涕、 鼻塞、 鼻痒等
症状， 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感冒
之后， 症状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
有反反复复的鼻塞、 流涕。 患儿
在这时自身感觉嗅觉灵敏度随之
下降， 如长时间得不到有效治疗，
情况会更为严重 。 可出现头痛 、
头晕现象； 患儿甚至还会出现发
烧、 寒战等严重症状， 应引起重

视及时进行治疗。
治疗小儿鼻窦炎， 临床常用方

法包括鼻腔冲洗和鼻腔喷药。 鼻腔
冲洗是通过使用生理盐水来反复冲
洗患儿的鼻腔， 帮助鼻腔中的分
泌物、 异物能够顺利排出， 冲洗
时动作要轻柔。 因为孩子鼻腔尚
未完全发育成熟， 比较脆弱， 需
谨防伤害到儿童鼻软骨等部位 。
鼻腔喷药， 是通过给鼻腔喷洒抗
组胺类和激素类药物， 帮助消除
其鼻腔黏膜内的肿胀， 让患儿鼻

腔能更好地通气， 缓解病情。
小儿鼻窦炎的严重程度主要

是看患儿发病情况的急缓程度 、
症状表现和病程时间长短来决定，
可分为急性鼻窦炎与慢性鼻窦炎。
小儿急性鼻窦炎需及时就医治疗，
以免病程迁延成慢性鼻窦炎或造
成更严重后果； 慢性鼻窦炎治疗
相对不用操之过急， 可在医生指
导下按计划进行。

湖南省儿童医院
耳鼻喉科-头颈外科 曹玉林

预防儿童过敏性鼻炎
注意生活细节

治小儿鼻窦炎 鼻腔冲洗和喷药相结合

健康延迟绝经期“四要诀”
�������今年 56 岁的张女士已基本上处于闭经状态， 最近她经人推荐， 服用了
一款号称可以推迟绝经期延缓衰老的保健品。 哪知用了 2个月后， 张女士突
然出现阴道出血， 她赶紧到医院进行子宫 B 超、 激素等相关检查， 检查显
示出现子宫内膜增生。

孩子猛吃猛长
当心性早熟

正确佩 戴 眼 镜不会加深度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