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口罩打篮球，王诗龄被“怼”上热搜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通讯员 石荣

不久前，因温州、周口、
长沙等地先后发生中学生跑
步猝死事件，疑与戴口罩有
关，多地政府部门发布通知
紧急叫停学生戴口罩上体育
课——5 月 7 日，长沙市教育
局表示：“戴口罩上体育课既
影响教学效果还可能引发意
外，户外体育要保持安全距
离，师生一律不戴口罩。”

然而近日，童星王诗龄
在某社交平台晒出一组近照，
戴着口罩打篮球，被不少网友

“怼”上了热搜。随后，今日
女报头条号针对此事件发布
了稿件，迅速吸引 25 万名网
友参与话题。

那么，戴着口罩
上体育课真的与猝死
有关吗？

扫一扫，分
享科普知识

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梭状芽

孢杆菌引起的，这是一种在无

氧环境下才能生存的细菌。这

种细菌进入人体并存活后，会

来到神经突处（即神经与肌肉

交界处）繁殖，它繁殖时会分

泌神经毒素，这种毒素会抑制

控制肌肉活动的神经，这就是

破伤风病人变成“木头人”的原

因。有两种方法可预防破伤风：

1. 破伤风针。很多人已

有这样的意识，受

伤了就去打一针破

伤风针。破伤风针

全名叫破伤风 免

疫球蛋白，只要在

受伤后 24 小时内注

射，就可预防破伤风。但

由于这是不能充足供应的血液

制品，目前并不是所有医院都

常备这种药品。 2. 让伤口暴露。

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在有氧的

环境内无法存活，所以可以利用

这个特点来预防发病。若受伤

后，可到医院去做伤口清创。清

创时，一是要把伤口适当扩大

到完全暴露到空气中，标准是

能看到正常组织，二是清除伤

口中所有的异

物杂质。

排尿困难是一种症状，包

括排尿无力、尿线细、排尿中

断、排不出尿等，轻者表现为

排尿延迟、射程短；重者表现

为尿线变细、尿流滴沥且不成

线，排尿时甚至需要屏气用力，

甚至需要用手压迫下腹部才能

把尿排出。导致排尿困难，首

先要考虑是泌尿系统结石，因

为结石堵塞坎顿在泌尿道的某

个 地 方， 就 会 导 致 排 尿 困 难，

甚至有剧烈的腹痛现象。还有

可能是膀胱相关的疾病，比如

膀胱括约肌、逼尿肌的功能出

现问题、急慢性膀胱炎、膀胱

肿瘤等。肾脏方面的问题也可

能导致排尿困难，比如肾脏的

浓缩功能下降，导致小便量少，

甚至小便排不出来。排尿困难

的治疗，主要应该根据引起排

尿困难的病因进行治疗，常见

的原因有排尿系统的梗阻，这

种情况下，应该进行尿道的扩

张，同时进行碎石治疗。

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方法  文 / 王委芬（湖南省儿童医院康复二科）

1. 人际关系发展干预：着眼

于孤独症儿童人际交往和适应

能力的发展，强调父母的“引

导式参与”，采用系统的方法循

序渐进地触发孤独症儿童产生

运用社会性技能的动机，最终

让儿童培养出与他人分享经验、

享受交往乐趣及建立长久友谊

关系的能力；2. 应用行为分析：

由专家指导下的大学生、研究

生或儿童家长组成的干预小组

与孤独症儿童进行一对一的训

练；3. 结构化教学法：根据儿

童的学习特点，安排学习环境、

学习材料及学习程序；4. 感觉

综合训练：通过感觉刺激信息

进入大脑，在中枢神经形成有

效率的组合，使大脑协调身体，

对外界做出适当的反应，达成

各种目的的协调行动，促使儿

童的学习和动作顺利进行。

幼儿急疹症状有哪些    文 / 杨灿（湖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

幼儿急疹的特点是突发高烧，

一般持续 4 天左右，然后全身出

现粉红色斑点样皮疹。它的潜伏

期为 7~17 天， 平均 10 天 左 右。

起病急，发热 39~40 度，高热早

期可能伴有惊厥，病人可有轻微

流涕、咳嗽、眼睑浮肿。在发热

期间有食欲较差、恶心、呕吐、

轻泻或便秘等症状，咽部轻度充

血，颈部及耳后淋巴结肿大，体

温持续 3~5 天后骤退，退热时出

现大小不一的淡红色斑疹或斑丘

疹，压之变色，初起于躯干，很

快波及全身，腰部和臀部较多，

皮疹在 1~2 天消退，无色素沉着

或脱屑。一般幼儿急疹是热退

疹出，也就是说，妈妈们发现宝

宝身上出现小红点了，烧也退了，

那就意味着病已经痊愈了。至于

出来的疹子宝宝不痛不痒，无需

做任何处理，2~3 天会自行消退。

中医食疗治疗小儿疝气    文 / 赵染（湖南省儿童医院普外二科）

中医认为，疝的发病多与肝

经有关，凡肝郁气滞，或寒滞肝

脉，皆可 致疝。也有先天脏气

薄弱，不能收摄而致疝者。所以

本病的发生与气滞、寒湿、气虚

有关。药食调治方法如下：1. 茴

香 粥。小茴香 15 克，粳 米 100

克。先煎小茴香，去渣取汁，然

后入粳米煮为稀粥。每日分 2 次

服 ,3-5 日为 l 疗程。适用于小儿

疝气、脘腹胀气、睾丸肿胀偏

坠等症；2. 小茴香煎蛋。小茴香

15 克，食盐 4 克，青皮鸭蛋 2 个。

将小茴香和食盐同炒熟研末，与

打人碗中的鸭蛋拌匀，在油锅中

煎成蛋饼，每晚临睡时以温米酒

送服，每 4 日为 1 疗程。可行气

止痛，消肿散结；3. 桂香炖麻雀。

肉桂 3 克，小茴香 6 克，胡椒 6 克，

砂仁 5 克，麻雀 6 只。将麻雀去

毛去内脏洗净，肉桂、茴香、胡

椒、砂仁分别研末，一起放人麻

雀腹内，放人大碗上笼蒸 3 小时，

调味后分 2~3 次吃用。

如何判断孩子排尿困难  文 / 黄锡琳（湖南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

体检抽血可以更加清楚地

了解身体状况，所以在此之前

要保证身体情况正常，以免影

响体检结果。那么体检抽血前

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呢？1. 要保

持情绪的稳定，在抽血之前尽

量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做剧

烈的运动，因为运动可能会引

起血液中成分的改变，影响体

检结果。抽血前也不宜过于劳

累。2. 在抽血前一晚八点过后，

就要禁止进食。而且饮食应该

以清淡为主，尽量不要喝鸡汤、

肉汤、菜汤、骨头汤或者吃猪

肝、猪肾、猪大肠以及吃动物

的血液制品等高脂肪、高热量、

高蛋白的食物，以免影响血脂、

血糖的检测结果。3. 如果有晕

血的情况，应该提前告知护士，

也可随身准备巧克力或者糖果

等，当晕血出现头晕等情况，可

以适当进食缓解。4、抽血后

要即刻松开拳头并在针孔处进

行按压，但要注意不要揉搓伤

口处，以免出血淤青，可以用热

毛巾进行湿敷。

如何预防破伤风
文 / 张琪（湖南省儿童医院普外一科）

体检抽血前的注意事项
文 / 王欣（湖南省儿童医院普外二科）

儿科专家教你运动时口罩的正确佩戴方式

“自身有心脏病等基础疾病、

疫情期间长时间不锻炼，跑步

前未进行充分热身等，都可能

是猝死的潜在原因。”湖南省第

二人民医院儿科主任薛亦男告

诉记者，学生的猝死与戴着口

罩跑步的必然因果关系，目前

还尚无定论。

不过，学生戴口罩运动时，

会导致呼吸不畅，部分呼出的

气体会被反复吸入，这也会导

致体内的二氧化碳水平提高、

氧含量下降，从而让运动者出

现憋闷、难受、头晕、呕吐等。

“佩戴 N95 口罩做运动可能

更糟糕。”薛亦男说，N95 口罩

防护力度强，但却不透气，戴

着它运动，可能引发呼吸性酸

中毒，严重的情况下还会导致

重要器官缺氧损害。如果本身

有其他基础疾病，例如脂肪酸

代谢异常和肉碱缺乏的疾病等，

就很可能在剧烈运动和应激状

态下诱发和加重疾病。

薛亦男提醒，即便是成年

人在佩戴 N95 口罩时，单次时

间也不能超过 4 小时。如果长

时间使用 N95 口罩，会造成肺

部损伤，可能会引起肺气肿等

问题。另外，不要给 7 岁以下

的儿童戴 N95 口罩，因为呼吸

阻力太大，小朋友有窒息风险。

在孩子上体育课期间，应尽可

能避免戴口罩，把队形距离间

隔在 1 米以上即可预防病毒的

交叉感染。

小贴士>>

疫情期间
如何安全锻炼

1. 在家里跑步：可以在自家跑

步机上跑步，或者在客厅绕圈跑。

这样的环境可以有效减少其他人

员的接触，无需佩戴口罩。

2. 在户外跑步：选择人员较

少的公园或户外场地，避免扎堆，

保证身边没有其他人员的情况下，

可以不戴口罩跑步，但口袋里最好

携带一个口罩备用，经过人员聚

集的地点时可以及时佩戴防护。

3. 在学校上体育课跑步：学

校在开展体育活动时，老师或者

校医应该详细了解学生的身体健康

情况，对于有心脏病、呼吸系统

基础疾病的学生，应该避免参加剧

烈活动。

“不要盲目选择 N95 口罩及医用外科

口罩，返校学生更适合佩戴一次性

口罩。”薛亦男表示，日前，中国

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牵头起草

制定的《民用卫生口罩》

团体 标准已经 正式发

布。在口罩团体标准中，

明确规定了成人口罩的通

气阻力必须小于或等于 49 帕，儿童

用口罩通气阻力必须小于或等于 30

帕。N95 口罩及医用外科口罩的通气

阻力都在 300 帕左右，虽然防护性

能高，却不利于透气，对于儿童日常

防护而言并非最佳选择。

另外，薛亦男认为，为了防疫拒

绝上体育课的做法属于过度防疫，

是不可取的。建议学生上体育课时

错时排课，充分利用场地。慢跑时

尽量采取一路纵队行进，避免身体

接触或合作类体育活动。

    戴着口罩做运动会有风险吗   A当心呼吸性酸中毒Q

    上课的孩子该如何挑选口罩   A通气阻力很关键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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