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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身材矮小， 家长往往
会尝试各种方法， 补钙、 运动、 保
证睡眠， 甚至注射生长激素。 但身
材矮小的原因很多， 如生长激素缺
乏症、 甲状腺功能不足、 小于胎龄
儿、 Noonan 综合征 、 垂体瘤等 ，
只有找到病因， 对症治疗才会有
效果。 近期， 笔者所在科室接诊
了两例因身材矮小前来就诊的患
儿， 分别查出是下面两个方面的
原因， 这是家长完全想不到的。

Turner 综合征

Turner 综合征 （特纳综合征）
又称先天性卵巢发育不良综合征，
是由于全部或者部分体细胞中的

一条 X 染色体完全或部分缺失所
致， 典型表现为第二性征发育不
全、 原发性闭经、 身材矮小、 躯
体畸形、 不能生育等， 还可伴发
一系列内分泌异常， 如糖代谢紊
乱、 甲状腺疾病等。 在此提醒家
长， 性发育过早固然不好， 但如
果女孩迟迟没有进入青春发育期，
家长也要引起警惕， 可以到医院
做个染色体检查， 切不可盲目认
为孩子是 “晚长”。

垂体柄阻断综合征

人体的生长发育是受下丘脑-
垂体-靶腺轴调控的， 垂体是人体
最主要的内分泌腺， 主要分泌生

长激素和各种促激素， 而这些促
激素又能调节相应腺体 （甲状腺、
肾上腺、 性腺） 内激素的合成与
分泌。 换句话说， 垂体是人体各
种内分泌激素的总司令部。

垂体柄阻断综合征由于下丘脑
分泌的各种激素不能运送到垂体，
继而影响垂体分泌各种激素， 临床
表现为生长发育迟缓、 电解质紊
乱、 低血糖， 以及不同程度的身体
畸形等。 治疗方法主要是激素替代
疗法， 在治疗过程中， 激素补充顺
序很重要， 并且是一个长期过程，
要通过患者的临床表现和相关激素
测定来制定具体的治疗方案。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科
副主任医师 马丹

������虽然许多寄生虫病都销声匿迹
了 ， 但人体内仍会有一些寄生虫 ，
如蛔虫、 蛲虫、 钩虫等。 如果孩子
出现频繁的腹痛、 经常磨牙和流口
水、 面黄肌瘦、 食欲不振、 肛门瘙
痒等症状， 家长应该带孩子去医院
检查， 判断体内是否有寄生虫。 目
前， 临床上常用的驱虫药主要有以
下四种。

1.�肠虫清 肠虫清又叫阿苯达
唑， 是一种广谱驱肠虫药， 对蛔虫、
蛲虫、 钩虫、 鞭虫都有很好的驱虫效
果， 但 2 岁以下的婴幼儿禁止服用。

2.�驱虫净 驱虫净是一种广谱驱
虫药， 主要用于驱蛔虫和钩虫。 使
用时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按照剂
量服用， 剂量不足会影响疗效。

3.�安乐士 安乐士又名甲苯咪
唑， 主要用于蠕虫病的治疗， 偶尔
会引起腹泻等副作用， 因此， 服用
安乐士建议空腹服用或临睡前服用。

4.�宝塔糖 宝塔糖是一种用砂糖
作为主要食材而制作的一种驱虫药，
服用后避免吃过多油性食物， 以免
降低药效。 少数在服用后会出现恶
心、 呕吐、 腹痛等症状， 不必过于
担心， 一般停药后很快就会消失。

需要提醒的是， 不论服用何种
驱虫药都至少要等到 2 岁左右， 但
也不宜过晚， 否则会让寄生虫在体
内过度繁殖。 日常生活中应注意饮
食卫生， 生食熟食要分开， 蔬菜水
果一定要清洗干净再吃。

湖南省儿童医院
舒适化医疗管理中心 肖秋英

������腹泻是儿童常见的症状之一 ，
饮食不当、 病菌感染、 腹部受凉等
都会引起腹泻， 家长在给孩子服用
止泻药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口服补液盐 口服补液盐是
纠正儿童腹泻脱水的药物， 在用药
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两点： 1） 配置时
不要改变配比， 一袋盐要溶解在 250
毫升的温水里， 且不要掺杂其他果
汁或牛奶， 避免改变补液盐里电解
质浓度； 2） 补液盐一次吃不完也不
要紧， 可以少量多次服用， 同样可
起到补液的目的。

关于蒙脱石 蒙脱石是一种吸附
性的药物， 可以大量吸附肠道内的
毒素并将其清除， 但正因为这样强
大的吸附能力， 它也可以吸附其他
药物、 食物。 因此， 家长给孩子服
用蒙脱石时， 最好空腹吃， 避免降
低其他药物的疗效。

关于抗菌药 如果孩子所患的是
细菌性肠炎， 就需要用抗生素来治
疗； 如果是病毒性肠炎， 比如诺如
病毒感染所导致的肠炎， 是不需要
用抗菌药物的。 如果自己无法判断，
可以咨询医生， 不要盲目用药。

南京市儿童医院药学部 季兴

06 妇幼保健2022年5月12日 星期四 编辑：许建 邮箱：57042518@qq.com� �版式：洪学智

������疫情期间需要定期产检吗？
一般来说， 孕期常规的产检

需要 7~11 次， 如遇疫情爆发或隔
离期的孕产妇可适当减少产检次
数， 但几个关键时间点还是应该
去检查的。

孕早期 （11~13+6 周 ）： 行 B
超 NT （颈项透明层） 检查， 这是
妊娠早期胎儿畸形的筛查指标 ，
也是早期唐氏综合征的风险评估
指标。

孕中期 ： 20~24 周行四维彩
超检查， 排除胎儿是否有结构畸
形； 24~28 周行妊娠期糖尿病的
孕期筛查 (OGTT 实验 )， 判断孕
妇是否有妊娠糖尿病风险。

孕晚期 （28~40 周）： 需要了
解胎儿在宫内的情况， 并评估分
娩方式。

疫情期间是否可以延期产检？
受疫情的影响， 一些小区被

封控或管控， 限制出入， 加之部
分医院门诊、 急诊出现了暂时停
诊的现象， 所以， 如果不是急诊，
不是临近预产期， 也不存在高危
因素的孕妇， 可以选择延期产检。
常见的高危因素有高龄初产妇 、
年龄小于 18 岁的产妇 ， 有过早
产、 产后出血等不良孕产史的产
妇 ， 或母亲有高血压 、 糖尿病 、
骨盆异常、 神经系统疾病、 癫痫、
脑出血病史。

孕妇出现哪些情况需要尽快
就医？

如果孕期出现发热 、 乏力 、
干咳、 鼻塞、 流涕、 咽痛、 腹泻

等可疑症状， 且有疫情高风险区
旅居史， 或与确诊病人有密切接
触史， 应尽快去指定的医疗机构
就医。 此外， 孕期出现头痛、 头
晕、 视物不清、 心慌气短、 血压
升高 、 阴道出血或流液 、 腹痛 、
胎动异常等情况， 或有分娩征兆
时， 也应及时就医。

疫情期间就医有什么注意事项？
就医前一定要提前在网上预

约挂号， 分时段就诊， 尽量缩短
就医时间； 家住在中高风险的黄
码和红码者要提前跟社区报备 ，
准备好 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再前往医院。

到医院时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出
示健康码、 行程码等， 必要时配合
填报流调表； 就诊时遵守 “一医
一患一诊室” 规范， 并全程佩戴
口罩， 候诊时保持 1 米安全距离。

前往医院最好选择私家车或
步行， 并有家属陪同， 随身携带
免洗手液或消毒湿巾， 保持手卫
生； 回家后妥善处理口罩， 及时
洗手， 清洗面部等暴露部位， 脱
掉外套， 并置于空气流通处。

居家隔离时应注意什么？
孕妇居家隔离时要做好自我

健康监测 ， 每日测量体温 ， 合
理饮食 ， 定期监测胎动 ， 浴巾 、
餐具 、 寝具等生活用品单独使
用 ， 避免交叉感染 ； 开空调时 ，
将室温保持在 25℃左右 ， 每天
开窗通风 2~3 次 ， 每次不少于
30 分钟 。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
做好核酸检测。

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是
否可以继续妊娠？

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有母婴传播的
风险， 也无证据显示病毒会对胚
胎及胎儿有危害。 如果孕早期感
染并出现 38.5℃以上的持续高热，
对胚胎组织有一定的危害， 需要
特别关注， 应由多学科会诊， 根
据孕周、 病情严重程度等情况决
定是否继续妊娠。

疑似或确诊孕妇生产的宝宝
应该怎么办？

疑似或确诊孕妇生产的宝宝
出生后应至少隔离 14 天， 此期间
不推荐直接母乳喂养， 建议母亲
定期排出乳汁， 保证泌乳， 直到
治愈后方可母乳喂养。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产一科
主任医师 王振辉

孩子“长得慢” 背后原因多

疫情防控期间
可以减少产检次数吗？

�������定期产检对孕妇来说非常重要， 不仅可
以了解胎儿发育和孕妇健康状况， 还便于及
时发现孕妇常见合并症的早期症状， 尽早治
疗。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 去医院可能增加感
染几率， 孕妇是否可以减少产检次数， 又如
何在产检过程中保障自身安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