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的免疫系统是在生长发育

中!在不断的感染"生病"痊愈"再感

染的过程中!逐渐强大"完善的#

!

岁前! 儿童疾病往往是呼吸系统和

消化道感染!各类过敏性疾病!以及

口腔疾病等$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应

该多加注意!及早预防!正确处理$

勤洗手!少感冒

在呼吸系统疾病中!

!

岁前的孩

子最易被上呼吸道感染缠上$ 尤其

是发烧!最让家长紧张$ 事实上!发

烧是身体在与病毒作战的信号$ 发

烧过程中!免疫系统能得到锻炼!因

此未必是坏事$

预防感冒的最好方法是% 房间

要多通风!督促孩子多洗手!尤其是

外出回家后&少用手揉眼"鼻&多喝

水"多吃含维生素
"

的蔬果&督促孩

子加强运动&保证充足睡眠&接种流

感疫苗& 平时要少去人群密集的封

闭场所& 随时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

物! 尤其是夏季进入空调房间时要

带件薄外套$

多去游泳!防过敏

北京儿科研究所的一项流行病

学调查显示!

#$

年来!儿童过敏性疾

病的发生率增加了
%$&

$ 预防儿童

过敏有
'

个注意事项%

首先!密切观察孩子的生活$孩

子去公园玩会流涕"咳嗽!吃了某种

食物起皮疹 ! 家里大扫除催生喷

嚏'''这些都是过敏信号! 说明环

境中存在过敏原! 家长就应该注意

让孩子躲开这样的环境$ 今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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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

岁儿童食

物过敏现状)调查!指出最常见的食

物过敏原为鸡蛋"牛奶"虾和鱼$ 坚

果"贝类"小麦"大豆等也是常见易

过敏食物$

其次!减少温差变化$ 受凉"感

冒是诱发儿童过敏性哮喘的一个关

键因素$带孩子外出时!最好准备件

有领子的衬衣! 一旦进入气温较低

的环境!及时给孩子穿上!避免冷刺

激$

第三!游泳能增强抵抗力!锻炼

肺活量!非常适合过敏患儿$

最后!对尘螨过敏的孩子!应注

意%室内不用地毯!经常打扫卫生!

定期清洗空调& 不让孩子接触毛绒

玩具&不养宠物&不在卧室内存放旧

报纸"杂志&不要用羊毛和羽绒被及

枕芯$

不贪凉!肠胃好

(

岁以下的孩子! 胃肠道格外

娇嫩$由于消化酶分泌不完善!但生

长发育快"对营养需求又高!极易出

现肠胃问题$ 腹泻算得上是婴幼儿

消化系统中的第一大病!以病毒性"

伤食性和受凉性为主$近年来!厌食

的孩子少了些!但仍时有发生$

要护好孩子的消化道! 必须管

住他们的嘴$ 第一!不贪凉食"少喝

碳酸饮料$ 冰箱里取出的水果等要

在室温下放
#

小时再吃! 以免抑制

胃酸"消化酶分泌$ 第二!孩子的卧

室别开空调! 可通过旁边的房间引

冷气进来! 且室内外温差不超过
'

至
%

摄氏度$ 睡觉时!用一条薄毯护

住孩子的肚子$ 第三!三餐规律!用

水果"酸奶代替薯片"甜食等含有过

多添加剂的食物!每餐饭的高蛋白"

高脂肪食物应限量$第四!不吃隔夜

菜$ "生命时报#

提醒

怀疑有脑损伤的患者一

定要做脑
"*

检查! 确认有没

有颅内血肿" 有些人虽然受伤

后意识很清醒!但过了一段时

间可能会慢慢嗜睡!或陷入昏

迷! 说明是迟发性颅内血肿!

还有些人可能昏迷一下又醒

过来! 但之后又昏迷过去!也

可能是脑挫裂伤继发颅内血

肿" 对此!家长千万不要忽视!

应细心观察!有问题随时上医

院"

症状
!

$

头皮鼓起红色的大包! 或头皮

下从前到后肿胀!可摸到软囊!有波

动感"

陆永建教授表示! 以上均提示

头皮损伤$前者为头皮血肿!可以自

行处理! 早期进行冷敷! 让血管收

缩!减少出血!过了
)'

小时后再做

热敷!促进淤血吸收$ 但血肿若有
%

至
!

厘米大!上述处理则效果不佳!

患者须到医院抽掉部分淤血$ 后者

为帽状腱膜下血肿! 一般要进行穿

刺抽吸!然后加压后包扎!这些都得

靠医生操作!所以要及时就医$

症状
"

$

头上有明显的破口!鲜血直流"

陆永建指出! 有的孩子头部摔

伤或撞伤后满头满脸都是血! 看上

去很可怕!其实不用太过惊慌$出血

说明头皮有裂伤! 一般是摔倒时头

碰上尖锐的东西如钉子"桌角所致!

此时可用干净的纱布或毛巾压住出

血口!然后到医院缝合即可$但切忌

什么都不做!就这么让血一直流!当

出血量超过
($$+,

! 就可能导致出

血性休克$

症状
#

$

头骨有明显凹陷"

属于颅骨骨折的一种表现$ 这

类骨折可能会压迫大脑造成损害!

比如压迫运动区导致偏瘫! 一定要

尽快到医院处理$ 凹陷的深度若太

大!有可能要做开颅手术整复颅骨$

陆永建说! 颅骨骨折还有一类叫线

性骨折!即头骨裂开一条线!由于不

负重!不会表现出明显症状!只有通

过拍
-

光片或
"*

才能发现$ 这类

骨折虽然多数不需要太多处理!但

也要警惕骨折经过大血管造成颅内

血肿!带来其他的伤害$

症状
$

$

头疼!遗忘!呕吐!烦躁不安!手

脚不动!不会说话!甚至昏迷"

出现以上症状! 十有八九都是

脑损伤$ 原发性脑损伤根据轻重程

度分为脑震荡和脑挫裂伤$ 脑震荡

患者一般大脑结构没有多大改变!

只是一过性的功能障碍*不超过
($

分钟+!比如意识改变!头被摔伤后!

人变得傻傻的!大脑反应很慢!也不

会说话! 还可能出现一段时间的记

忆缺失!严重的会短暂昏迷$而脑挫

裂伤则多表现为长时间昏迷! 可以

有偏瘫,失语"癫痫等合并症出现$

颅骨骨折和脑挫裂伤往往会继发颅

内血肿!患者不一定会马上昏迷!但

会表现为头疼"呕吐"烦躁不安"手

脚不动等症状!应立即去医院就诊$

否则! 血肿超过
($+,

将危及生命!

要施行开颅手术才能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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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台词

我不快乐

广州一位儿童心理导师马宁

说! 每个人都有意识和潜意识两个

层面! 孩子亦然$ 在吃饭这个问题

上!从意识层面看!小孩子知道父母

对他的期望是好好吃饭! 也能听懂

吃饭能长高变强壮的道理! 可是他

的行动却往往是来自潜意识里的声

音%(我不快乐!所以我不想吃饭- )

马宁说! 孩子的心灵是特别敏

感的! 他们很容易察觉家庭环境的

不和谐!特别是父母的焦虑!还有父

母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会让小孩感

到害怕"慌乱"不安$ 更何况!这种焦

虑和冲突经常会在饭桌上体现$ (大

人皱着眉头吃饭! 或是在吃饭过程

中就吵起嘴来! 完全没有享受吃饭

的快乐!那孩子感同身受!也会对吃

饭感到厌烦$ )

此外!孩子可能潜意识里觉得爸

爸妈妈不爱自己!(他们总是那么忙!

没时间陪我)"(爸爸就算在家! 也不

和我玩)"(妈妈总是逼我做我不想做

的事!完全不管我的想法)..当父

母对孩子的情感需求漠视时!孩子就

会很不快乐$即使他出于对父母的爱

坐在饭桌前吃饭!也还是会下意识地

表现出没胃口, 不想吃等不安的行

为$

潜台词

我希望得到关注

马宁表示! 孩子不想好好吃饭

还有一种可能是在玩 (心理游戏)$

平时家长忙自己的事! 对孩子疏于

关怀!孩子经常一个人待着!或者更

多关注孩子的行为! 对孩子情感需

求的关注缺乏合适的方法$ 可到了

吃饭时间! 孩子发现所有的家人都

会来注意他!越不吃饭!就越会引起

大家的关注! 哪怕这种关注是以批

评的方式出现$ 于是! 他每次都说

(我不想吃),(我不要)!而家长越是

紧张!就是满足了他(需要被关注)

的情感需要$ 在饭桌上的调皮!到了

最后竟变成一种吸引人注意的游

戏! 也变成一种对大人 (你爱不爱

我)的考验$ 长此以往!始终用这种

方法来互动! 对孩子的成长将会带

来不利$

支招

家长该怎么做&

马宁认为! 了解孩子的所想所

思!关注他们的内在需求!对当下的

父母而言尤为重要$ 以吃饭来说!要

注意的问题就不少%

#

,家长要明了一点 !要孩子好

好吃饭是为了他们的健康! 而不是

为了给自己撑门面$ 有些人总是把

小孩吃饭吃不好当成一件很丢脸的

事! 时常拿自己孩子和别人的孩子

比较!然后为了所谓的(不争气)而

冲孩子发火! 这种做法只会让孩子

更加抗拒$ 马宁认为!如果孩子的身

体健康!吃饭吃得少也不是问题!不

一定硬要把孩子的饭量和别人比个

高下$ 家长的关注点应该放在健康

本身!而不是饭量上面$

)

,既然快乐会影响食欲 !那就

多让孩子做一些快乐的事情$ 和他

一起堆积木,玩泥巴,打弹珠!在他

和小朋友们玩耍时陪在身边! 带他

去野外踏青或出游! 让他参加感兴

趣的培训班$ 在玩的过程中!要时常

引导他!鼓励他!肯定他$ 如此一来!

既能让孩子感到快乐和自信! 又能

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吃起饭来也会

更快更好$ 同时! 要求孩子多吃之

外!家长更需要让孩子多消耗!让他

多玩,多运动!玩得高兴了!累了!自

然吃饭也香了$

(

,规矩要有!但家长也要做好

孩子的榜样$ 对自己宽松! 对孩子

严苛! 不公平也不能令人信服$ 因

此! 要求孩子守规矩之前! 首先大

人要守规矩! 比如家长如果规定几

点吃饭! 吃多长时间收碗! 吃饭的

时候不能干其他的事! 既然规定了

自己就要做到$ 如果不能做到!对

孩子就不能强求$ 马宁说! 要真正

培养一个健康良好的吃饭习惯!那

么席间最好都不要聊天! 应该专心

致志享受美食入口和身体被滋养的

快乐 $ 即使有其他事件的喜悦分

享!也应该作为饭桌上的(甜品)而

非(主菜)$

'

, 切忌过度关注孩子行为习

惯的培养!而忽视了吃饭应该有快

乐的感受$有的家长出于完美主义

的想法!希望孩子很快形成良好的

习惯 ! 制定了一大堆规矩约束孩

子 ! 却不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摸

索! 而且只要不照做就发脾气!甚

至打骂孩子$ 于是!孩子一吃饭就

想着(千万不要惹爸爸妈妈生气)!

而不是(眼前的食物好不好吃)!就

会使注意力分散!吃饭变得磨磨蹭

蹭$

马宁说!纠正孩子吃饭的问题!

需要给予足够的耐心$ 这可能不是

一年两年的事!家长要有心理准备!

不要急躁!亦不要随便放弃$ 但一定

要陪着孩子成长! 就比如孩子想一

边吃一边玩!家长应及时提醒!并告

诉孩子(我知道你想玩!那吃完饭后

再玩好吗/ )(你用这样的方式吃饭!

妈妈会担心)$ 若坚持和孩子交流彼

此的情感! 并对孩子需求的承诺说

到做到!平时抽出时间多陪孩子!则

一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杨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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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好好吃饭! 家长们总是从身体不好或行为习惯培养不良找原因" 有的忙着补这个补那

个!用#填鸭$的方式让孩子吃各种各样的营养品%有的一边哄一边惩罚!希望#胡萝卜加大棒$能让

孩子变得规矩%有的更狠下心肠!孩子不吃就索性饿着& 可是!纵使用尽了种种手段!孩子却依然故

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或许!如果从孩子的身体方面找不到确切原因!就该尝试从孩子的#心$去寻

找原因&

+,-./01234

小孩子喜欢上蹿下跳!难免有个磕磕碰碰的!家长

也不甚在意& 可是!任谁都知道!孩子摔到头不是小事!

轻则鼓起一个大包!重则流了满头的血!严重的昏过去

都是有的& 遇到这种情况!家长该怎么办呢' 马上带孩

子上医院!抑或自己先进行急救' 摔成什么样子是危急

情况呢'

一家省级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陆永建教授表示!头

部摔伤(撞伤!由轻到重依次分为头皮损伤(颅骨损伤

和脑损伤& 不同损伤表现不一& 其中!脑损伤患者常表

现为头疼(呕吐(烦躁不安(手脚不动甚至昏迷!一定要

赶快到医院就诊!以免导致生命危险& 而对没有出现上

述症状的孩子!在摔伤后的一段时间内也应细心观察!

若由清醒状态慢慢变得嗜睡!也是脑损伤的一个提示!

要立即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