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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首先要从

我们每一位父母开始! 在平日的生活中保持

清洁净爽!远离龌龊肮脏!让孩子时时生活在

良好的生活习惯之中"

孩子是每一个家庭幸福的源泉! 孩子的

健康更是家庭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关爱孩子

健康!家长应该从生活中的细微处入手!培养

孩子良好的卫生习惯! 让孩子在父母为他设

计的环境下健康快乐地成长"

我的孩子今年
!

岁了! 也许顽皮是男孩

子的天性!他整天都搞得灰头灰脸的!衣服一

天得换几身# 饭前便后让他洗手他也有抵触

情绪!有时要在强制下才能做到!让我们做父

母的很是头疼"

为了改变孩子这些坏毛病! 我们绞尽脑

汁!采取了很多针对他的强制性措施!但都收

效甚微!他依然是我行我素!独乐其中"

强制不行!咱就改变策略!攻其不备" 我

们发现孩子特喜欢看动画片!什么机器猫$奥

特曼$灰太狼与喜羊羊等电视卡通!我们决定

在他的薄弱防线上展开攻势! 故意领他到超

市日化区让他给自己挑选几种洗漱用品" 孩

子也是当仁不让!也不讲什么品牌和质量了!

给自己挑了几样印着奥特曼图像的毛巾$脸

盆!机器猫造型的牙刷!牙膏选择了怪味儿童

牙膏!洗手液选的是浓香泡沫型的" 这样不由

得提高了他对这些洗漱用品的喜爱程度" 以

后!每天看着他拿着心爱的机器猫牙刷刷牙!

双手沾满泡沫愉快地洗着小手时! 我们的心

情也无比开心快乐" 看来!对于孩子的健康教

育并不难!关键是要用心去观察孩子的喜好!

从细节入手去改变孩子的不良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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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甲等 全国百佳医院

进入六月#气温升高#各种肠道传染病$皮肤

病将成为主角%孩子应该改变一些诸如饭前便后

不洗手$垃圾随处扔$喝生水等不良习惯&&儿

科专家说#这些不良的卫生习惯不仅容易造成肠

道传染病传播$食物中毒#还会引发其他疾病%儿

童预防疾病#一定要从改变不良卫生习惯做起%

勤洗手!减少病毒传染

大多数孩子在父母的教育下# 在便后会记

得洗手# 但饭前洗手这一重要的预防 '病从口

入(的有效方法却往往被许多人忽略% '反正肉

眼看不到细菌#所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有

时吃饭前最多用纸巾擦擦# 当然主要还是没这

习惯% (领孩子来医院就诊的张女士说%

儿科专家说#许多公共物品#如门手把$椅

子$钱$作业本等物品上#都有可能沾了病菌#而

孩子摸了之后马上就吃东西# 便有可能通过手

将病菌吃到肚子里%专家特别提醒#感染肠道传

染病患者以发热伴口腔$手足$臀部皮疹为主#

少数伴有脑$心$肺严重损害%

据专家介绍#肠道病毒感染主要通过唾液$

疱疹液$粪便污染的物品密切接触传播#儿童和

成人都可能感染#

!

岁以下儿童多发% 尤其是农

村地区#环境卫生差$个人卫生习惯不良更容易

发病#常会引起儿童手足口病%少数患者可出现

心肌炎$无菌性脑膜炎和肺水肿等并发症#严重

时可危及生命%

小儿患者通过饮用污染的水或摄入污染

的食品$乳类$饮料而感染发病% 临床表现为腹

泻$大便呈水样#伴有腹痛$恶心$呕吐#症状严

重者可出现脱水% 此外#市民预防肠道传染病#

要注意平日勤洗手# 还需注意防范食物中毒%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生活的孩子# 平日不要喝生

水#一定要注意喝开水#食用卫生合格的食品#

不食用腐败变质$生或半生的食品#谨防食源性

疾病发生% 儿童更应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等个人

良好卫生习惯% 一旦发生腹泻时#应及时就诊%

不良习惯导致皮肤病

河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振鲁举

了这样一个病例)从开封来就诊的患者小明#今年

"

岁#来就诊时他的膝盖$大腿$手及手臂上出现

一些红色小疙瘩#刺痒难受% 他不停地抓挠#哭闹

不止%他的母亲为他涂抹花露水$爽身粉等都无济

于事#几天仍不见好转#焦急地领着他来找皮肤科

医生诊治%经过大夫细心诊断之后#这是沙土性皮

炎# 医学上称为幼儿丘疹性皮炎$ 摩擦性苔癣样

疹%这是因为儿童皮肤娇嫩#皮肤在受到沙土等的

多次刺激磨擦后#防御机能降低#免疫功能紊乱#

从而导致皮肤发炎%

李振鲁教授说#最初#这种皮肤病表现为手

背$ 手腕处出现许多密集的如针尖或米粒大小

的丘疹$小水疱#从轻痒到灼热刺痒不等% 症状

严重的患儿皮肤可继发湿疹出现肿胀$糜烂$流

水等% 另外一些患儿不仅手背$手腕部位#而且

在肘部#甚至膝部$臀部出现皮疹%

李振鲁教授说# 现在正是儿童沙土性皮炎

的多发季节#患儿多在
#

至
$%

岁% 避免这种皮

肤病的最好办法是不要让儿童在沙土中玩耍#

不玩水#不要接触摩擦刺激皮肤的物品#家长要

注意环境卫生% 沙土性皮炎一般
&!"

周后皮疹

就自行消失了% 可以为孩子在患处外涂羌月乳

膏或其他抗过敏药膏# 并在医生指导下服扑尔

敏$维生素
'

等%皮炎明显红肿糜烂者应服中成

药清热解毒丸% 皮肤红肿糜烂# 炎症较重的患

儿#应及时送医院诊治%

另外#在农村#常能见到一些农民朋友将煮

好的饭菜放在外面也不加盖罩起来# 这是很不

好的卫生习惯% 食物做好后# 有可能被苍蝇叮

爬#而苍蝇也是最喜欢叮爬粪便的#这就加大了

病菌传播的风险%

卫生习惯应从平时养成

很多孩子吃饭时喜欢把鞋子脱了# 光脚踩

在椅子上#这既不卫生也不雅观*有的人在外吃

饭#不慎将食物掉落桌上#却还夹起来继续吃#

有的孩子还爱用筷子将菜翻来翻去* 有的孩子

把水果往身上一蹭#也不洗就直接吃了*还有的

孩子爱啃手指甲&&这些都是很不卫生的习

惯%

李振鲁教授说#孩子有这些不良习惯其实

与家长平日的健康教育有一定关系 % 这些不

良卫生习惯在许多家长身上就能发现 # 对他

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 有些人甚至还认为#反

正平时都这样 #也没见生什么病 % 殊不知 #孩

子处在发育期对病菌的抵抗能力还不强 #所

以一旦遇上较强的病菌或是某种疾病流行

时 #病菌往往正是通过这些途径传播开来的 %

因此 #在平时就应该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

应该加大对卫生习惯的宣传 # 教育孩子从小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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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十年百项成果推广计划

防癌隐血筛查基地

救治热线
$%&'

&

"%(#)$(#

郑州市大学路的许秀花
$#

年

前因乳腺癌复发转移肺部生命垂

危#通过有效治疗#她不但奇迹般

地活了下来#而且现在经常参加社

交活动% 是什么令她战胜癌魔$创

造如此的生命奇迹呢+ 近日#记者

带着疑问走访了许秀花%

许秀花# 今年
!(

岁# 身体硬

朗% 得知记者的来意后#她沉思了

一会儿就打开了话匣子 % 那是

$773

年
"

月
$(

日#在她做乳腺癌

手术后一年时还经常咳嗽吐痰#呼

吸困难#不能进食#身体消瘦%她就

到省人民医院做
8

线$ 器官镜检

查# 结果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至

肺$纵膈$淋巴等部位了#并且胸腔

已有积液% 她不敢怠慢#随即住进

了当时的河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由于病情严重# 专家们一周进

行了
#

次会诊#接着就给她输上了氧

气%可一直输了
(3

天的氧气#症状也

不见缓解#仍是呼吸困难#卧床不起%

无奈#专家们会诊后下发了病危通知

书% 亲朋好友得知后#都纷纷来医院

见她最后一面%

一天#她最要好的一位同学来

医院看她时告诉她)听说郑州有个

李全国大夫#能用中医治疗各种肿

瘤#并且效果不错% 李全国大夫还

是郑州市人大代表#很多报纸都报

道过他的事迹% 于是#她一边在医

院住着#一边让家人去找李全国看

病并拿来药服用% 许秀花非常想试

着服用中药来挽救自己的生命% 就

这样# 她每天坚持偷偷服用中药#

让家人秘密熬制%

说来也奇怪# 服用
(

天后#她

竟脱离了氧气瓶# 医生一检查#症

状减轻了好多% 当大夫们得知她是

靠偷偷服用李全国大夫开的中药

好转时#出于对病人负责的态度都

劝她干脆办理出院手续#并鼓励许

秀花坚持用中药治疗% 就这样#许

秀花出院后继续服用中药#

$3

天$

#&

天&&直到
$&)

天后#她的病情

一步步好转#症状也一步步减轻到

最后消失&&

$777

年
"

月
#%

日那

天#她彻底停用了中药%

许秀花笑着对记者说)她的运

气真好#自停药以来#她的身体状

况不错#一晃十年过去了#不但没

有犯过病# 就连感冒发烧都很少

有% 现在#了解她的人都戏称她的

健康是'偷来(的呢,

! ! ! *

本报记者 李圣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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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怒($'易怒(#应属于疾病的范畴#中医理论

认为)'肝为刚脏# 喜则条达而恶则抑郁# 在志为

怒% (意思是说#肝属于刚强$躁急的脏器#喜欢舒畅

柔和的情绪#而不喜欢抑郁的情绪#其情绪表现主

要为发怒% 中医将容易发怒称为'善怒(#是指无故

性情急躁$易于发怒$不能自制的症状%

肝郁气滞所引起的善怒在饮食上可多吃些具

有疏肝理气作用的食物#如芹菜$茼蒿$西红柿$萝

卜$橙子$柚子$柑橘$香橼$佛手等%

肝火上炎所引起的善怒#除应戒烟限酒$忌食

甘肥辛辣的食品外# 要适量多吃清肝泻热的食物#

如苦瓜$苦菜$西红柿$绿豆$绿豆芽$黄豆芽$芹菜$

白菜$包心菜$金针菜$油菜$丝瓜$李子$青梅$山楂

及柑橘等%

脾虚肝盛引起的善怒要以健脾理气为主#饮食

上应多吃一些有健脾益气功效的食物# 如扁豆$高

粱米$薏米$荞麦$栗子$莲子$芡实$山药$大枣$胡

萝卜$包心菜$南瓜$柑橘$橙子等食物%

中医认为#过度的情绪反应会损伤人体的脏腑

而引发疾病% 我国传统的精神养生法对克服不良情

绪有很好的效果# 可通过自身的调节而平息怒气#

但当情绪特别激动时#也应该通过异地发泄$理智

消解$转移注意力等方法来消除怒气#使心情得以

平静% %名风&

! ! ! !

常言道)一聋半傻% 如果婴儿时期就没有

听力#丧失语言能力$反应迟钝等一系列问题

会随之而来%听力对人生的质量何其重要,遗

憾的是#我国现有人口中#有
3%%%

多万残疾

人% 而在这
3%%%

多万残疾人中#首当其冲就

是有听力语言障碍的残疾人#高达
&%%%

万之

多#占全国残疾人总数的
#"9

% 我国现有
%C(

岁聋儿
)%

万人# 每年还以
#

万名的速度递

增% 对这样的孩子#唯一能做的是及早发现#

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采取治疗措施# 进行语

言训练%

据河南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马崧介

绍#

$C3

岁是儿童听力的发育期# 如果此间感

受不到声音的刺激# 孩子负责听力的大脑皮

层就会被其他功能所占据# 而永远失去听力

功能% 因此#早发现$早治疗是抢救听力的有

效办法% 对新生儿进行听力筛查#是早期发现

耳聋的重要手段%尤其对高危新生儿!出生
&)

天内"和高危婴幼儿!出生后
&7

天至
&

周岁"

的听力筛查更为重要%

那么#哪些孩子应该在出生后一定要做听

力检查呢+ 马崧主任说#一是母亲怀孕期间曾

患感染性疾病#如风疹$流感$梅毒等#病原体

可通过胎盘传给胎儿#或在生产过程中经产道

传染给新生儿#使内耳发生病变*母亲妊娠期

使用耳毒性药物#如氨基糖甙炎抗生素$利尿

剂等可引起胎儿中毒*妊娠期患糖尿病#或遭

受放射性损伤#可以引起胎儿听力损伤% 二是

分娩时胎儿或新生儿发生窒息$头部外伤或早

产等#可导致感音性耳聋% 三是婴儿有先天迟

发性的小儿期听损伤家族史
:

出生后有过长的

机械给氧#在
7

天以上
:

与感音-神经性听损伤

同时存在的综合征异常#上口唇垂直沟消失或

发际低下等
:

出生时体重低于
$!%%

克
:

高胆红

素血症#其胆红素水平超过换血要求
:

婴儿曾使

用耳毒性药物
!

天以上
:

曾患细菌性脑膜炎
:

出

生时表现严重的功能低下% 以上有一项或一项

以上者#必须做听力检查%

马崧主任介绍说# 听力检查只是一个排

除听力障碍的手段# 由于听力检查只是对一

个频率的检查#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孩子的

听力在一岁之内都还有继续发育完善的可

能#在临床上也见到一些刚出生时听力较差#

但
$%

个月后听力就达到正常水平的孩子% 因

此#家长的观察对婴儿听力的判断更为准确#

要认真观察孩子对各种声音的反应% 如果确

有听力异常#应及早到正规医院就诊%

! !

%魏妍平&

! ! ! !

夏季谈及饮食#'清淡(之说便大行其道% 有的

人为了执行'清淡(政策#原来经常吃的鱼肉禽蛋很

少吃了*连平时每天都喝的牛奶也停了#说是喝了牛

奶'火气(旺*在饮食的数量上不少人也减少了#大有

'缩食(的味道%

为了健康#老人们也开始控制饮食)低糖$低油$

低盐&&总之就是一切以清淡$再清淡为主旨% 一

些老人由于害怕血脂过高#对荤菜总是抱着敬而远

之的态度#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少人的体质迅速下

降#体重减轻#消瘦乏力#抗高温和疾病的能力下降#

工作$学习效率降低% 其实#一味吃素对老年人的健

康并非完全有利#吃得过分清淡反而会降低体质#使

疾病更易乘'素(而入%

许多人对夏季饮食的清补原则存在着片面的理

解#甚至认为清补就等于只吃蔬菜$瓜果#追求饮食

的绝对清$素% 其实#清补还要强调补养#只不过饮

食在补养的同时应兼具解热消暑的功用#以对抗酷

热的气候% 这一点对于老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人

到老年以后#舌面上的味蕾减少萎缩#嗅觉细胞更新

缓慢#加之炎热引起机体的一系列生理改变#就会使

食欲进一步减退#如果饮食过于清淡#哪里还会有胃

口进食呢+ 再说#一味地进食蔬菜#人体蛋白质和脂

肪的摄入就会不足#势必会削弱机体的抵抗力#也就

达不到补养的目的%

总之#老人饮食最重要的是注意营养平衡% 因

为他们的代谢能力相对较差$任何一种营养物质都

应适量#既不能过多#也不能太少#只有这样#老人才

会有健康的身体%

%刘涓&

! ! ! !

骨质疏松是很多人会遇到的

问题#特别是女性#试试下面四款

药膳# 对改善骨质疏松现象非常

有帮助%

羊骨羊腰汤

原料)新鲜羊骨
!%%

克#羊腰

*

羊肾
;&

只 #料酒 $葱花 $姜末 $精

盐$味精$五香粉$麻油等适量%

制法)鲜羊骨洗净#用刀背砸

断备用% 将羊腰洗净#去除臊腺及

筋膜#斜切成羊腰片#与羊骨同放

入砂锅内#加水足量 #上火烧沸 #

撇去浮沫#烹入料酒 #加葱花 $姜

末#改用小火煮
7%

分钟% 待羊骨

汤汁浓稠时加味精$五香粉$精盐

拌匀#淋入麻油即成% 佐餐当汤#

随意服食%

功效) 对肾阳虚型骨质疏松

症尤为适宜%

虾皮拌豆腐

原料)嫩豆腐
(!%

克#虾皮
!%

克 #葱花 $姜末各
&!

克 #麻油
$%

克#精盐$味精少许%

制法)虾皮洗净放入碗中#用

煮沸的开水焖泡
$%

分钟#晾凉后

沥干水% 将嫩豆腐入沸水锅中煮

一下捞出#剖条后切成小方丁#放

入盘碗内#盖上虾皮 #加葱花 $姜

末$精盐$味精$麻油拌匀% 佐餐服

食%

功效)适合各类骨质疏松症%

核桃粉牛奶

原料)核桃仁
&%

克#牛奶
&!%

毫升#蜂蜜
&%

克%

制法)核桃仁洗净#晒干或烘

干#研为粗末#备用% 牛奶放入砂

锅# 用小火煮沸# 即调入核桃仁

粉#拌匀#再煮至沸#停火#加入蜂

蜜#搅拌均匀即成#随早餐服食%

功效) 对肾阳虚型骨质疏松

症尤为适宜%

海带菠菜汤

原料) 海带
!%

克# 菠菜
&%%

克#黄豆
#%

克#精盐 $味精 $麻油

各适量%

制法)海带洗净切丝加水
#%%

毫升 #煮
$!

分钟 #下入泡发好的

黄豆煮沸后# 再将洗净的菠菜切

段放锅内 #同煮
$%

分钟 #加入精

盐$味精#淋入麻油% 分
$<&

次趁

热食菜喝汤%

功效) 适用于骨质疏松症及

高血压$高血脂等症%

!

%叶惠玲&

! ! ! !

脚气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顽固性皮肤

病%脚气不仅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而且

还极易传染给他人#尤其夏季发病较多% 一旦发病#

病人往往感到奇痒难忍#脚趾间出现红斑$脱屑#症

状严重的患者整个脚底都会发红$脱皮%下面介绍几

种简单的小偏方用以治疗脚气#仅供患者参考%

!

脚上患有脚气$脚癣#连续用生大蒜擦磨#便

可治愈%

!

用食醋将雪花膏调成糊状#涂于患处#随配随

用#轻者
$

次#重者
&C#

次可愈%

!

用茄子根和盐煮的水洗脚#即可治好脚气病%

!

夏天脚癣犯了#可先将患脚洗净#揩干#再用

风油精涂搽患处#每天
$C&

次#一般数次便可见效%

!

取得烟灰撒在脚趾湿痒处# 可治脚趾间水泡

瘙痒%

!

犯有多年的脚气#可用牙膏涂搽#效果十分灵

验%

!

用冰硼散
#

支#六一散
$

包#拌匀#晚上将脚

洗净擦干后#用药粉搽患处#一般
#

天左右可见效%

专家着重提醒)脚气是一种极易复发的疾病#无

论患者使用哪种药物进行治疗都要坚持用药# 坚持

到足够的疗程才能彻底清除脚气% %王媒&

! ! ! !

前不久# 郑州市儿童医院保健部的特殊行为

训练中心收治了这样一个孩子) 刚满一岁的小贝

贝是个白白净净的小男孩儿# 他安安静静地坐在

妈妈的腿上#两只手固执地抱在胸前#一双大眼睛

茫然地凝视着双手#略显苍白的小脸毫无表情#一

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别人拉拉他的手想逗逗他#他

便会受到刺激般惊恐地大声哭闹%

据贝贝妈妈介绍# 孩子自生下来就经常无缘

无故地哭闹#对任何人$玩具$食物都不感兴趣#对

母亲没有亲近感#至今不会叫'爸爸($'妈妈(#不

会爬$不会站$不会伸手拿物#更不会迈步走路#不

会咀嚼食物#只能进流质饮食%经诊断小贝贝的行

为被确诊为典型的孤独症行为% 这是一例发现较

早的孤独症# 也是该中心收治年龄最小的一个孩

子%儿童孤独症如何进行早期识别呢+下面介绍一

下两岁前儿童孤独症的表现)

经常无缘无故地哭闹# 睡眠时间明显少于正

常儿童#父母常反映孩子非常难带*不会依偎在母

亲怀里寻找奶头# 也不会在母亲哺乳时注视母亲

的面孔%

#C"

个月#不笑或对外界逗引没有反应#

不认识父母# 不会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

!C3

个

月#他们的眼睛还不会追随物体#不能辨别熟悉的

人和陌生人的面孔%

(C)

个月#对玩具不感兴趣#

别人要抱他时不伸出手臂%

7C$%

个月#不会爬行#

不会用手支撑#不会双手交替拿东西#饮食单调#

拒绝改变饮食习惯#不愿咀嚼食物#拒绝吃硬的东

西%

$%C$&

个月#对周围环境缺乏兴趣#独处时呈

满足状% 长时间哭叫#拿着玩具不会玩#只是重复

某一固定动作%

&$C&"

个月#睡觉不稳#有时甚至通

宵不眠% 肌肉松弛#常摔倒% 缺乏目光对视#或对视

时间短暂% 没有好奇感#对环境的变化感到不安或

害怕% 常随心所欲不停地跑#对父母的斥责与召唤

充耳不闻%

训练半个月 #贝贝已经明显有进步 #紧抱

的双手放下了 # 能够主动向四周瞅瞅看看 #可

以去寻找妈妈的眼睛 # 能够拿着玩具抓握片

刻 #有时嘴里还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 #哭闹也

明显减轻了 %

!郑州市儿童医院保健部 任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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