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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文建国
教授团队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杜玉开教授团队及包括厦
门市妇幼保健院团队、深圳儿童
医院团队参与调查了我国尿不湿
使用及其对尿床发病率的影响，
通过初步的大数据调查，已经得
出明确结论。

“过去认为新生儿或婴儿膀
胱没有抑制排尿能力，只要膀胱
被充满，通过简单脊髓反射排尿

就会自动发生，极少或不通过高
级神经中枢调节。但是我们研究
证明，膀胱膨胀时的苏醒机制在
新生儿期已经建立，足月儿和婴
儿排尿也有高级中枢参与。”文建
国说。

基于此，文建国认为，婴幼儿
期排尿是个“行为学独立事件”。
婴儿大小便习得行为是一种操作
条件反应，养育者根据婴儿大小
便表情暗号或婴儿生活规律，亲

子互动，回应孩子的需求，发出
“嘘嘘”信号，训练婴儿建立条件
反射，以一定的姿势愉快排尿。

那么，多大开始进行把尿训
练比较合适？

“只要能控制好孩子的身体，
新生儿期即可。”文建国说，当孩
子半岁以后，除了白天要对孩子
进行把尿训练外，夜里也要为孩
子把尿一次，孩子把尿训练得越
早，尿床的几率越小。

太依赖尿不湿，或增加尿床率
专家：宝宝把尿训练越早，尿床几率越小
核心提示丨作为一个新手妈妈，你的孩子依赖尿不湿吗？昨天，
国际尿控协会儿童委员会委员、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著
名儿童泌尿外科专家文建国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研究发现门诊上
一个新现象：来看尿床的5岁以上孩子中，大多数都跟长期大量使用
尿不湿有关。

5岁1个月的蛋蛋已是幼儿
园中班的小朋友，但每周在学校，
基本上都要尿裤子两三次。

“别的孩子进入中班时就不
尿了，我家孩子到现在还尿床，而
且经常尿裤子，是不是有什么问
题？”在郑大一附院，见到文建国，
蛋蛋妈就忍不住倾诉。

通过问诊，文建国了解到，蛋
蛋从出生就开始使用尿不湿，一
直到三岁多准备上幼儿园了，家
人才开始在白天为蛋蛋去掉尿不
湿。“像这样的孩子，真不是少
数。”文建国说。

经过指导，蛋蛋妈加强对蛋

蛋的排尿训练后，状况逐渐好转。
“最近，我们对两万名孩子进

行调查，结果发现，5岁以上孩子
中，遗尿的患病率非常高，每10
个娃中约有一个尿床，发病率比
10年前高了3%至4%。”

文建国将这种现象称为“尿
不湿依赖综合征”，而这种现象也
就是在近10年逐渐显现。

“很多妈妈都说，国外就支持
使用尿不湿。事实上，近年来，西
方许多国家也悄然流行自然育儿
理念，鼓励妈妈给婴儿把尿，尽量
减少尿不湿的使用，甚至出现了
专业如厕训练师。”文建国说。

尿不湿流行大概源于西方一
个研究。1962年，美国一位教授
发表题为“以儿童为导向的大小
便训练”文章，该理论认为0~1岁
孩子无法控制括约肌，大小便训
练最佳年龄要等到2岁，在身体、
心理都准备好了才开始训练。在
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理论被西
方广泛接受，并成为美国儿科协
会“儿童大小便训练”指南的核心
指导思想。为此，全球范围内广
泛使用一次性纸尿裤。

“但遗憾的是，此项研究涉及
1170个孩子，而且没有涵盖0~1
岁儿童。”文建国说。

调查 5岁以上孩子尿床率比十年前增加3%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杨柏青

不少老年人会有双脚肿
胀的情况，用手按压有明显凹
陷，晨轻暮重，休息后可缓
解。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
州七院）内分泌、老年病科主
任杨营军提醒说，老年人器官
衰老，心、肝、肾功能减退都可
引起脚肿，有些器质性疾病也
可导致脚肿，应引起重视。

杨营军说，人到老年，内
脏器官功能逐渐减退。由于
老年人心脏排出量减少，肾脏
血流量下降，皮下组织松弛，
皮肤蒸发的水分减少，细胞体
积缩小，细胞内的液体流向细
胞外的皮下间质，可导致浮
肿。脚处在人体最下部，站立
时间过长，水肿会明显加重。

尽管很多疾病都可以引
起浮肿，但是不同疾病，引发
浮肿的规律也不同：

1.心脏病引起慢性右心衰

竭时，浮肿从双下肢踝部开
始，逐渐发展到全身。

2.肝硬化时，是先从双下
肢浮肿，可伴有腹水，最后全
身浮肿。

3.肾脏疾病患者，也会出
现下肢浮肿，一般先从眼睑或
颜面浮肿开始，然后再发展到
全身，病人清晨起床时，往往
发现面部浮肿，上眼睑浮肿得
像“蚕宝宝”。

4.老年人长期营养不良、
贫血，会形成低蛋白血症，也
可能出现下肢及全身浮肿。

5.老年男性如果患有前列
腺肥大或前列腺炎症（个别老
年人患膀胱肿瘤），最终会出
现下肢浮肿。

专家称，出现浮肿后应到
医院检查原因，只有找出病因
对症治疗，才能病愈肿消。另
外，建议老年人平时饮食要清
淡，多吃高蛋白菜肴，如瘦肉、
鸡、鱼虾、鸡蛋等。

□记者 李晓敏

建议 新生儿即可进行把尿训练

年过七旬的王老伯，年轻时
曾是厂里骨干，工作不怕苦不怕
累，一生兢兢业业，退休后却因
缺牙而烦恼。王老伯的女儿不
忍父亲长期缺牙日渐消瘦，就带
他到植得口腔做了种植牙。种
上牙齿后，王老伯更加开朗健
谈，身体也一天比一天棒。

此次恰逢植得口腔6周年院
庆，联合本报推出优惠活动，王
伯伯得知在植得种植牙满5000
元送2000元的优惠后，便把这
个消息告诉了亲朋好友，劝他们
预约种牙。此次德国、瑞士、韩
国十大种植体厂家联合让利，3
颗进口种植体至少能省 8000

元，“这可比我闺女带我种牙划
算多了，这种机会可不能错过！”
王伯伯逢人便说。

此次优惠活动力度很大，植
得口腔医院与十大种植体厂家
联合千万补贴，11月3日~12日
期间限额优惠500名患者，需要
种牙市民请尽早预约了解。

全球知名种植体联合补贴，现场砸金蛋赢德国西门子洗衣机

植得口腔医院6周年院庆 种牙满5000送2000
11月3日~12日，种植牙优惠限额500名 大河种植牙热线:0371-65795608

核心提示丨植得口腔医院11月将迎来6周年院庆，届时，植得将携手全球知名种植体联合补
贴我省缺牙市民，此次院庆期间优惠力度大、持续时间长、奖品种类多。

植得口腔医院自2012年创建以来，至今已经走到第6个年头，为答谢读者的认可与支持，植
得口腔联合本报推出优惠活动：院庆期间德国、瑞士等多国品牌，种植牙满5000元送2000元，
上不封顶。大河种植牙热线:0371-65795608

2013年有媒体报道称，中国
超八成以上老年人牙齿缺失。种
植牙优势明显，但价格成为不少
老年人望而却步的原因。

今年65岁的蔡阿姨牙齿缺
失多年，曾做过固定义齿修复，也
就是常说的烤瓷牙，但没过多久
烤瓷牙就脱落了，严重影响咀
嚼。蔡阿姨听一位种过牙的朋友
说，他的1颗种植牙用了10年还

和真牙一样，很想尝试，但一直没
下定决心。这次6周年院庆，植
得口腔联合本报推出种植牙满
5000元送2000元的活动，精明
的蔡阿姨一算，价格优惠品质又
有保证，当即决定要在植得把3
颗牙都种上。

植得口腔医院是德国 ICX
医学项目合作医院，1万多平米
营业面积，是国家二级口腔专科

医院。在刘明舟院长的带领下，
植得口腔汇聚了一批国内外口腔
行业专家，种植牙医生拥有3000
颗以上的种植牙临床案例，10年
以上种植牙行业经验。此次院
庆，十大品牌种植体厂家联合千
万补贴，种植牙满 5000 元送
2000元，满10000元送4000元
上不封顶，如此大好的种牙机会，
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

□记者 刘静

种植牙满5000元送2000元，限额500名

活动优惠力度大，种3颗牙至少能省8000元

据悉，此次植得口腔6周年
院庆期间，为答谢患者的长期支
持，现场设置了砸金蛋抽大奖的
活动。11月3日~5日期间，患者
到院消费可参与现场砸金蛋活
动，一等奖为德国西门子洗衣机
一台，二等奖为健康乳胶枕，三等

奖品牌电饭煲，百分百中奖。
此外，院庆期间，植得口腔医

院还为患者准备了多重好礼：
1.种植礼：全球知名种植体联

合补贴，种牙满5000元送2000元。
2.鲤鱼礼：到院顾客可免费

领取黄河大鲤鱼一条。

3.感恩礼：厂家特别赞助，进
口种植牙感恩价2980元；

4.金蛋礼：到院消费就有机
会砸金蛋赢洗衣机，100%中奖。

5.矫正礼：传统矫正享 75 折
优惠，隐形矫正满 10000 元补贴
3500元。

活动现场砸金蛋100%中奖,德国西门子洗衣机抱回家

□记者 李燕红

10 月 22日下午 3时，第
15 届 2017“孕美时光·秋之
韵”胎教音乐会在河南艺术中
心大剧院开演。据了解，这场
由郑州圣玛妇产医院主办的
纯原声胎教音乐会，吸引了近
2000名准爸妈前来聆听。

准妈妈试吃月子餐、准爸
爸体验分娩疼痛、演奏非洲
鼓、孕妈瑜伽角……胎教音乐
会会场外热闹非凡。为了帮
助孕妈妈更好地迎接新生命，
圣玛妇产医院的十几位专家、
教授，月子中心高级顾问、高
级营养师等亲临现场，现场示
范、手把手地教准爸妈们如何
更好地照顾即将出生的宝宝。

在音乐会现场，准爸妈们
不仅聆听了《花之圆舞曲》《摇
篮曲》等世界经典曲目，而且
和宝宝一起享受了《海霞》组
曲、《炎黄风情》组曲等我国传
统经典曲目。郑州圣玛妇产
医院产科主任李小姝教授称，
现代医学证明科学的胎教音
乐能让母亲与胎儿同时受益，
起到发掘胎儿心理潜能的积
极作用。

从2010年至今，郑州圣
玛妇产医院已经连续举办了
十五届大型胎教音乐会。郑
州圣玛妇产医院范院长表示，
科学胎教不仅有助于准妈妈
们心情愉悦，而且对宝宝的神
经系统发育也有好处，圣玛将
会继续把胎教音乐会做下去。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师一楠

做不做手术，让患者冯先
生纠结了3年。有的医生建议
继续观察，有的医生建议手术
治疗。近日，冯先生犹豫再三
后接受了手术，岂料病理结果
真是浸润性腺癌。

冯先生在3年前体检时，
发现右上肺有个10毫米大小
的磨玻璃结节。他咨询了多
家医院的医生，给出的建议不
尽相同。因此，他纠结了3年。

近日，冯先生带着疑问，
找到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
医院的肺结节多学科(MDT)
团队。接诊的普胸外科主任

王金龙，经过复查胸部CT和
肺结节中心的专家会诊，诊断
建议是高危结节，浸润性腺癌
可能性大，建议手术。

再一次的纠结过后，冯先
生决定手术治疗。王金龙说，
患者的手术采用目前技术上
极具难度的单孔胸腔镜手术
方式，切口只有4厘米。术中
肺上叶切除后送快速病理，冰
冻结果显示浸润性腺癌，接着
进行了系统淋巴结清扫，90分
钟后手术顺利结束。

术后第二天，冯先生在医
护人员的指导下下床活动，营
养科送来了特制的营养健康
餐。目前，冯先生已出院。

体检查出肺结节
纠结三年后决定手术

老年人脚肿别不当回事
可能是疾病预兆

胎教音乐会
让生命之光更美绽放

医 生 提 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