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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须知的小儿急性脊髓炎
文 /廖高洁(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小儿急性横贯性脊髓炎，即急

性脊髓炎。基本上小朋友发生的脊

髓炎，都是横贯性的，因受累平面

比较广泛，所以叫横贯性脊髓炎。

一般会反复出现双下肢乏力的症状，

家长需及时带患儿到医院就诊，勿

耽误治疗。小儿脊髓炎治疗分为两

个时期：急性期和康复期。急性期

使用大剂量激素、丙种球蛋白等药

物消除脊髓水肿，还可以用一些改

善循环和营养神经的药。康复期则

采用针灸、按摩等康复措施促进患

儿功能恢复。一般而言，脊髓炎的

治疗时间根据患儿症状的轻重，不

同而定，因此，家长和患儿需有信心，

做好长期准备。日常生活中，家长们

要积极防治各种感染性疾病，防治

呼吸道和消化道的病毒感染性疾病，

尤其是病毒感染性疾病。

小儿拇指有三节该如何治疗
文 / 张婧 ( 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

 正常的拇指只有两节，而拇指

三节是指正常拇指呈三节指骨或部

分三节指骨。多数三节指骨拇指畸

形保守治疗无效 , 需要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的目的是短缩拇指长度 ,

矫正尺偏畸形 , 改善对掌功能和松

解指间关节挛缩。矫正三指节拇指

畸形的术式有很多 , 常见的手术方

式有切除多余指骨、指间关节重建、

指间关节切除融合等。手术多于侧

弯拇指凸侧做纵行切口 , 切开指间

关节囊 , 切除多余指骨或行截骨融

合, 松解对侧挛缩的关节囊 , 纠正拇

指尺偏。还可以采用“十字星”状

切口治疗, 完全切开凸侧 , 可很好地

显露多余指骨、指间关节及关节囊 ,

利于指骨切除及截骨 , 更容易松解

对侧挛缩的关节囊 , 缝合后拇指外

观恢复良好。

了解小儿过敏性紫癜的诱因
文 / 吴优珍 ( 湖南省儿童医院血
液内科 )

过敏性紫癜是儿童比较多发的

疾病之一，患病之后会对孩子的身心

健康有极大危害。所以家长们一定

要了解过敏性紫癜的诱因，才能做

好预防。第一，食物诱因。容易致

敏的食物直接吃进肚子里，主要有

富含高蛋白的鸡肉、鱼、虾、蟹、奶、

海鲜等。第二，感染诱因。一般情

况下导致过敏性紫癜出现的早期原

因就是细菌、病毒或者寄生虫感染。

孩子一旦感染之后又很容易出现呼

吸道炎症，实际上这也是过敏性紫

癜的早期症状之一。第三，药物诱因。

一些激素类、常用的抗生素、解热

镇痛药、镇静剂等。第四，其它诱因。

包括小儿自身身体体质差，或寒冷、

花粉、昆虫叮咬等外部因素也可能

引起。还有一些则是心理、精神因

素引起，如过度惊吓、体内激素水

平变化等。

孩子突然休克怎么急救
文 / 贺杰（湖南省儿童医院 ICU1
科）

小儿休克严重危害着孩子的身

心健康，日常生活中小儿如果突然发

生休克，家长该怎么办？对于休克小

儿搬动越轻越少越好，尽可能就地

抢救。首先将孩子平卧，下肢应略

抬高，并解开孩子衣服、领扣、裤腰带，

以利于静脉血回流。如有呼吸困难

可将头部和躯干适当抬高，以利于

呼吸。其次要保持呼吸道通畅，尤

其是休克伴昏迷者。方法是将小儿

颈部垫高，下颌抬起，使头部后仰，

同时偏向一侧，以防呕吐物和分泌

物误吸入呼吸道。如果孩子脸色苍

白，卧时应把孩子头部放低，并且

服一些温热的糖开水或盐水。家长

可针刺或用手指甲压嘴唇正中穴（人

中穴）使患儿苏醒，并刻不容缓地

将孩子送到医院急救。

孩子偏头痛该怎么应对
文 / 龙佳铃（湖南省儿童医院神
经内科）

对于偏头痛，已经不只是大人

的疾病了，很多孩子也开始出现偏

头痛，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

那么孩子偏头痛该怎么办呢？首先清

除诱因。气候变化、异味及某些食

物和药物有可能诱发偏头痛，同时

要避免情绪紧张，学会减压，营造

安静的环境，规律运动。其次要有

充分的休息。很多时候孩子之所以

会出现偏头痛，和睡眠不足有非常

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学习比较紧

张的时间段更容易出现，因此，家

长应该注意让孩子保证充足的睡

眠，让孩子早点入睡，好好地休息。

最后，可以按揉太阳穴。孩子的偏

头疼可能和神经有一定的关系，因

此家长可以对孩子的太阳穴进行按

揉，在按揉的时候力度不要过于大，

通过按揉太阳穴能让孩子头部的血

液循环加快，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头痛。

新生儿为什么会有脓毒症
文 / 苏文乐（湖南省儿童医院重
症医学二科）

新生儿脓毒症是一种感染性疾

病，病情凶险，需及时治疗。很多家

长不知道宝宝为什么会患该病，现

在了解一下吧！新生儿之所以会容易

得脓毒症，主要是和脓毒症的发病

机制有关。因为新生儿刚出生，免

疫功能比较差，免疫系统发育没有

完善，很容易被病原体侵袭，比如

肠道细菌等，从而引发免疫功能紊

乱，出现各种炎症反应，严重时会

引发多器官功能受损，在大量的炎

性介质释放下，全身各个系统器官都

会被损伤，包括心肺功能，以及肝脏、

肾脏功能。新生儿的免疫力比较低，

身边有很多感染因素，这些都是导

致这种疾病的原因。所以，家长们

一定要了解清楚孩子患有疾病的真

正病因，才能进行有效的预防。 

小儿肛裂出血怎么办
文 / 向强兴（湖南省儿童医院普
外二科）

肛裂出血在小儿疾病中比较常

见，多数原因是由于小儿饮食不规律，

且好动，在正常排便时间没有规律

排便，所以大便较干，排便时过度

用力导致肛门撕裂。如果是肛裂出

血该怎么办 ? 首先要通畅大便。解

决孩子肛裂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排除

大便干燥的问题，要让宝宝养成排

便的习惯，多让孩子运动，能帮助

润滑大便，可以预防肛裂。其次要

科学的喂养。比如说膳食纤维要保

障，蔬菜、水果、蛋白质都需要摄

取。而且孩子生长发育期间要补充

的碳水化合物和纤维素的比例是有

规定的，合理的饮食可以减少小孩

子肛裂出血问题。最后要注意卫生。

孩子有肛裂的话，家长们要注意保

持孩子肛门周围的卫生，经常清洗，

勤换内裤，让孩子肛门保持干燥，

以免出现感染的风险。

“双减”新学期，轻松新童年

周南梅溪湖小学根据教

育部的要求大胆探索入学适

应性教育。开学前，通过绘本

“空中课堂”，让绘本课提前

与孩子们“见面”，受到了家

长的广泛好评。从本学期开

始，学校将绘本式阅读引入一

年级课堂，将以习惯养成、心

理情感、童真童趣、学科融

合、创意创新、思辨审美等六

个维度，在语文、数学、音乐、

体育、美术等学科中进行有

效推进。不仅语文老师上绘

本课，其他学科教师也进行

大胆探索和实践。

副校长王迎春介绍说：“小

一新生入学是社会热点问题，

而且根据教育部最新的要求，

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纸质

作业。我们将绘本引入一年级

课堂，对于幼小衔接、新生

入学适应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时也为课堂带来了缤纷的

色彩。” 

新学期开始了，备受关注的“双减”政策将会
怎样落地？开学前夕，长沙不少中小学已进行了
研讨和部署，课后辅导“自助餐”、作业分层布置、
丰富课后服务内容等新措施积极推出。这些新变化，
会让孩子们的校园生活更快乐吗？近日，记者也采
访了部分小学校长和老师，一探究竟。

做好“双减”落地
需社会共同努力

记者了解到，针对“双减”政策的

落实，长沙各学校都在积极部署研究

落实。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将以作业分层

布置为突破口，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据

悉，该校将按照“双减”具体要求，先

选定初中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的作

业按难度分为A、B、C 三个等级，由

学生自主选择完成，形成作业分层布置，

并逐步向其他科目推广。长沙博才云时

代小学组织老师进行“双减”政策知

识抢答，再分组研讨学科特色改革的

行动方略。长沙市雨花区长塘里教育集

团的老师们集体签订了《长塘里教育集

团贯彻落实“双减”政策教师承诺书》，

承诺书包括杜绝人为提高考查难度、

考试排名等情况，控制作业时间，杜绝

机械无效作业……

此前，包括北京、沈阳、广州、成

都在内的多个城市已在雷厉风行地行动

着，力求将“双减”政策落到实处，根

治教育顽疾。有专家表示，要做好“双减”

工作，必须形成全社会的合力，规范校

外教育培训机构，也需要疏堵结合，才

能做到标本兼治。学校教育和社区要更

多履行教育职责。家长要转变家庭教育

理念，尊重孩子成长规律。

燕山小学对于如何将“双

减”工作落地，在组

织老师进行深度研

讨后已做了一系

列部署。校长唐

冬梅 表 示， 从

这学期开始，将

增设学生喜闻乐

见的课外活动，如

“职业体验式课程”“小

小演说家”“科技制作”等校

内主题活动，还有如清明祭

扫、社区慰问等校外实践活

动。

同时，学校将分层作业设

计纳入校本教研，保证

分层布置作业的质

量；打破传统作

业形式，学生可

根据自己的学习

能力和实际情况

认领相关作业并

完成；增加实践作

业内容，让孩子们从书

本、作业中走出来，和大自然

和社会多接触；推行“七色雏

燕章”学生综合素质智慧评

价体系，引领孩子全面发展。

岳麓区周南梅溪湖小学

绘本阅读引入一年级课堂

亲子宝典

专家 >>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课堂是‘双减’政策落

地的主阵地，教师是‘双减’

政策落地的关键。”长沙芙

蓉区东风小学校长彭艳如

表示，落实“双减”政策，

针对课堂，他们将更注重因

材施教，针对不同学生学

习能力的差异化表现，进

行分层设计提问、分层设

计讨论、分层布置作业等

方式，让每个孩子获得不

一样的发展。

  同时，将课后服务时

间和日常教学整合起来，

针对学生不同的学习能力

和学习效果，老师在课后

服务时间为学生提供自助

式服务，孩子们可以根据

自身的情况，找不同科目

的老师请教辅导，化解孩

子们在课堂“吃不饱”和“吃

不好”的情况。

芙蓉区东风小学

提供课后辅导“自助餐”

芙蓉区燕山小学
分层布置作业，丰富课外活动

长沙博才云时代小学老师迎接新学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