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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斌介绍， 目前童童的视力
虽然暂时正常， 但验光结果显示双
眼仍有 450 度的中度远视， 孩子上
小学后， 需要较长时间阅读和完成
家庭作业， 用眼时间会越来越长。
这就造成儿童用眼调节的强度增
加， 这个时候如果长时间不佩戴眼
镜， 很可能会出现调节过度产生视
疲劳甚至导致内斜视。 基于这些因
素 ， 他建议眼镜不能轻易摘掉眼
镜， 并叮嘱其定期复查； 同时也告

知家长， 随着孩子的眼球发育， 远
视度数会逐渐降低 ， 等到孩子稍
大， 视力发育稳定后才能考虑摘掉
眼镜。

其实， 导致儿童弱视的原因很
多 ， 比较常见的是高度远视和散
光， 有些孩子弱视治愈后远视度数
或者散光度数较低， 裸眼就拥有清
晰地看近看远视力， 并无视疲劳和
眼位异常的状况就可以摘掉眼镜。
然而一些高度散光的孩子即使弱视

治愈后， 不戴眼镜依然不能在视网
膜上清晰成像， 尽管有的孩子视力
暂时基本正常， 但很多是通过眯眼
等调节达到的， 因此不建议摘掉眼
镜， 否则很容易因为视疲劳引发近
视度数加深。 还有一些儿童的弱视
是由于双眼的屈光参差和斜视等原
因引起的， 戴眼镜对于矫正眼位、
促进双眼视觉功能发育至关重要，
是不能摘掉眼镜的。

霍迎迎 宋淼

������有家长发现孩子生下来
脖子是歪的， 这是怎么回事
呢？ 小孩歪脖子其实是种病，
医学名为斜颈。 斜颈可分为
先天性肌性斜颈和先天性骨
性斜颈， 前者是由于一侧胸
锁乳突肌挛缩引起的头颈歪
斜的先天性颈部畸形， 比较
多见； 后者是因颈椎骨质发
育畸形所致的斜颈， 较少见。

先天性斜颈表现为婴儿
出生后可发现患儿头经常偏
向一侧， 2-3 周后更加明显，
将头转向另一边明显受限 ，
症状较轻者应仔细观察才能
发现， 此症状随着患儿的生
长发育日益加重； 此外， 婴
儿期颈部一侧有肿块， 幼儿
期可在颈部摸到条索状物 ，
不痛不痒； 面部不对称， 双
侧眼外角至口角的距离不对
称， 小孩整个面部， 包括鼻、
耳等也可出现不对称性改变。

原因有两点， 一是怀孕
时造成， 有些宝宝在妈妈肚
子里时胎位不正， 小脖子就
是歪歪的， 这就导致宝宝出
生后就存在斜颈。 二是生产
时造成的， 如非正常分娩的，
如臀位产、 剖宫产和产钳牵
拉等， 颈部的肌肉受到牵拉
损伤所致。

治疗上， 对于半岁以内
的孩子采取非手术治疗； 喂
完奶半小时后将小孩平卧 ，
肩下垫一枕， 使小孩头向后
仰， 颈部后伸， 母亲双手置
于小孩头两侧， 将患儿脸部
尽量旋向患侧， 枕部旋向健
侧肩峰， 保持 10 秒， 慢慢延
长时间。 操作过程中手法应
轻柔， 使挛缩的胸锁乳突肌
得到较大的牵伸， 在此过程
中应注意观察小孩口唇颜色，
如有发青应立即停止治疗 。
半岁以上的小孩采取手术治
疗为主。

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欧阳婷

������在我们周围， 有时会看见一些
孩子用左手拿筷子吃饭、 写字、 画
画等， 通常人们称其左撇子。 家中
一旦有惯用左手的孩子， 家长就会
要求他改用右手， 一部分家长甚至
会用打骂的方式强迫孩子改变。 那
么 ， 左撇子到底有没有必要纠正
呢？

其实 ， 1 岁之前的宝宝 ， 左
右脑的功能尚未分化 ， 而左右手
也尚未分工 ， 所以这个阶段的宝
宝经常是用双手来拿奶瓶 ， 用双
手、 双脚来爬行。 l 岁以后， 孩子
两手动作时也还没有固定的偏用
手之分 ； 到了 2 岁时 ， 左右脑逐
渐分化 ， 可以隐约看出孩子习惯
用哪一只手拿东西 ， 用哪一只脚
做动作 ； 大约到 4 岁左右才真正
确定哪只手占优势。

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半球， 右
半球负责左侧肢体的知觉和运动，
左半脑是负责右侧肢体的知觉和运
动。 手的动作和脑的活动是有联系
的， 这种联系不是同侧而是对侧。
即右手的活动促进左脑发展， 左手
的活动促进右脑的发展。 所以， 孩
子无论用左手还是右手， 都可以促
进脑的发育。

不过左撇子的孩子可以让他学
着用右手捡球， 同理惯用右手的孩
子可以学着用左手捡球， 也可以通
过一些动手游戏去训练孩子的左右
手的协调， 例如， 手指操， 孩子可
以两只手一起动起来。 如果孩子左、
右手都能灵活运用， 对孩子智力发
育也是有利的， 能同时促进左右大
脑半球的发育， 充分开发孩子的智
力潜能， 更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湖南省儿童医院康复二科
龙亚君

������上个月， 医院来了一个 1岁左
右的小女孩， 她在睡觉前总是喜
欢擦腿， 有时候在玩耍当中亦有
出现， 家人担心是癫痫， 一番检
查后医生诊断为“习惯性擦腿综
合征”。

习惯性擦腿综合征也称儿童
擦腿综合征， 是儿童通过擦腿引
起兴奋的一种运动行为障碍。 具
体表现为： 孩子在准备入睡前和
醒来后， 常将两下肢内收， 交互
摩擦； 或者在醒来以后借助椅子
角等硬物摩擦自己的外生殖器 ；
此时， 孩子会出现脸颊泛红、 双
眼凝视、 出汗等兴奋状态， 及时
转移其注意力可以终止 。 另外 ，
儿童擦腿综合征随着年龄增长
（大约 5-6 岁时 ） 会逐渐自行消
失。

其实， 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

如果碰触到他外生殖器， 无论是男
婴还是女婴都会产生某种快感， 这
是由于该部位特殊的神经组织引起
的。 有些孩子是因为外阴部受到机
械刺激 （如内裤过紧、 他人逗弄），
或者是由于外阴部局部有炎症刺激
引起， 例如湿疹、 包皮炎等引起外
阴部发痒， 孩子想通过摩擦解除瘙
痒而形成的习惯。

在日常照顾中， 发现孩子出现
这个不良动作的时候， 如果一味地
对孩子说教强调这个动作是错误的，
反而会强化孩子的这个行为； 作为
家长要多陪伴孩子到户外散步、 玩
耍， 解除心理压力， 克服这种不良
习惯。 如果是因为局部炎症刺激而
引起， 需要及时求助于医生， 平时
也要注意孩子外阴部的清洁。

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科医学研究所
刘敏

������1-2 岁的小孩流口水主要是由
于唾液腺发育还不完善， 属于生理
现象。 如果 2 岁以后还存在口水滴
答的现象， 这有可能是小儿脾胃有
热或脾胃虚寒所致， 属于病理性现
象， 家长就要引起注意了。

《黄帝内经》 中就有 “脾在液
为涎” 的记载， “涎” 就是我们俗称
的口水， 意思是说流涎主要是脾的
问题。 如果小儿脾胃有热， 火热会导
致口水较多， 不能自控， 甚至口角糜
烂。 小儿脾胃虚寒， 气虚不能收摄其
津液， 以致口水清稀不止， 大便溏
薄， 面白唇淡。 治疗方法应以健脾益
气， 燥湿和胃， 补肾摄液为主。 生理
性流涎随着年龄的增长， 脾胃功能的
完善， 婴儿能吞咽过多的唾液， 流涎

自然消失。 无论是生理性流涎还是病
理性流涎， 均应该保持口周、 下颌、
颈部等部位的干燥， 可在颈部涂擦
爽身粉， 并要及时更换颏下垫物， 以
免引起皮肤湿疹。

另外， 吃太多的辛辣食物也会
导致脾胃上火， 引起流涎， 这时就
要注意不要再吃辛辣的食物 。 同
时， 不要让孩子吃得太饱， 尤其是
晚上， 一定要少吃。

健脾是治疗流口水的有效方
法 ， 一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食
物， 比如山药、 扁豆、 薏米、 莲子
等都可以熬粥吃， 或可将益智仁、
鸡肉金研成细粉， 每天吃一点， 小
儿大约 0.5 克就够了。

苏雨霞

弱视治愈后
不宜立摘眼镜

��������5 岁的童童 3 年前视力筛查查出高度远视， 视力只有 0.2， 由于高
度远视导致了重度弱视， 只能戴上眼镜进行矫治。 3 年来， 童童一直在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儿童眼保健科门诊诊治， 视力也一直在提高， 目前戴
镜视力已经达到 1.0， 裸眼视力也达到 0.8。 家长觉得孩子弱视已经治
愈， 上学戴眼镜不方便， 近日来咨询是否能把眼镜摘掉， 该院儿童眼保
健科张佩斌主任医师建议， 此时并不适合摘掉眼镜。

左撇子
一定要纠正吗？

先天性斜颈
早矫正

孩子频擦腿是癫痫么？

小孩流口水 健脾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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