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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人“哄”自己入睡，靠谱吗

早产宝宝为什么生长缓慢
文 / 潘稽（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
儿科）

体重直接反映宝宝近期的营

养状态，生长缓慢与奶量摄入、

消化吸收以及健康状况都有关

系，因此要从这几个方面找找原

因：1. 奶量摄入。喝配方奶的宝奶的宝的宝

宝很容易知道每天的奶量变化，

但如果是母乳喂养的宝宝，每次

吃奶后仍不停哭闹，入睡后很快

醒来，而且每天排尿次数少于 6

次，尿色发黄，那就说明奶量摄

入不够。2. 消化吸收。如果宝宝

的大便次数较����，�便，����，�便，���，�便，

或吃奶后出现腹胀、呕吐等，就

可能是消化吸收的问题。另外，

要注意配方奶喂养的宝宝是否

有牛奶蛋白过敏，如湿疹、吐奶、

腹泻、血便等问题，如有便需要

去医院就诊。3. 疾病影响。早产

宝宝抵抗力弱，容易患呼吸道和

消化道疾病。生病后，宝宝的饮

食和睡眠都会受到影响，短时间

内就会出现体重不��的�况。�的�况。。

 

新生宝宝一吃东西就吐怎么办
文 / 陈刚（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
儿三病区）

孩子没满月时开始呕吐，直

到1岁仍不管吃什么喝什么都边

吃边吐，有时还呈喷射状，这些

症状表现应考虑为上消化道发育

不良或有畸形。我们在进食时，

首先是通过口腔的吞咽动作将食

物推入食道，再由食道蠕动将食

物下推到胃的入口贲门，然后进

入胃内，再经过胃的蠕动，把食

物从胃出口幽门排入肠道。这些

关口的任何一处发育不良或畸

形，都会造成孩子长时间呕吐，

其中最常见的有胃贲门松弛、

幽门肥厚性狭窄、幽门痉挛或

食管裂孔疝等。如果孩子上消

化道未发现异常，可考虑是精

神性呕吐，这种呕吐�是长时

间强迫孩子进食或在孩子进食

过程中训斥孩子，或长时间吃

高糖、高蛋白食物等造成的。

家长此后改变喂养方式、合理

搭配食谱，就可以慢慢改善孩

子的呕吐状况。

 

宝宝肚脐经常流脓水
是什么原因
文 / 陈媛（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
医学一病区）

宝宝可能是患有��或�可能是患有��或�

茸。这种病是因��早期发育因��早期发育��早期发育

不良造成的。在��早期，中肠

（即早期的肠道）是通过卵黄管

与卵黄囊相通的，大约在��发

育5~6 周时，因新的循环系统已

经形成，卵黄管便失去了功能，

开始退缩闭合，形成索条状纤维，

此后就���吸收了。在这一过后就���吸收了。在这一过

程中，如果发生异常，就会出现

卵黄管闭合不全、残留黏膜、残

留管腔等�况。如果是卵黄管闭�况。如果是卵黄管闭。如果是卵黄管闭

合不全，叫�肠痿。如果在�部

仍残留有部分卵黄管黏膜，可导

致�部感染，这种病况叫�茸。

如果在�部仍存留有部分卵黄

管的管腔，因开口在�外，很容

易�细菌感染，导致久治不愈，

这种�况叫��。不管是�茸、

��还是�肠痿，都只能通过手

术才能治愈。

为什么宝宝会得尿布疹
文 / 何瓜绵（湖南省儿童医院新
生儿科）

1. 潮湿、高温。不管是纸尿

裤还是尿布，如果包裹时间过

长，包着尿布部位的皮肤水分

蒸发减少，就会导致局部潮湿、

皮肤过度水化、温度升高，此此

后出现皮疹，����。2. �出现皮疹，����。2. �

擦。宝宝屁股的皮肤本来就潮

湿、高温，如果再经常受到纸纸

尿裤�擦，特别容易导致局部

皮肤破溃，�重皮肤损伤，就

会导致皮肤出现尿布疹。3. 浸

泡。没及时给宝宝�尿布，�宝宝�尿布，��尿布，�

尿液和粪便浸泡宝宝屁股的皮

肤，是引起尿布疹的主要因素。

尿液本身释放的氨可导致局部形

成高 PH �环�，致�局部皮肤�环�，致�局部皮肤环�，致�局部皮肤

上细菌�生，�上粪便中消化酶

对皮肤的损伤，非常容易出现局

部皮炎，引起尿布疹。尿布区域

的皮肤常见的微生物有白色念珠

菌（一种真菌）和金黄色葡萄球

菌（皮肤常见细菌）等。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文 / 刘琳（湖南省儿童医院肝病科）

对于这一问题，医学上虽还

有争议，但鉴于母乳对宝宝的

作用，目�还没有其它食物可

以替代，一般这样建议：1. 可

以母乳喂养。如果携带乙型肝

炎病毒的母亲在孕期经过了抗

病毒治疗，在新生儿分娩�后

母亲的病毒载量极低，而且新

生儿出生后也注射了乙肝疫苗

和抗乙肝免疫球蛋白，这种�

况可以进行母乳喂养。2. 不能

母乳喂养。如果母亲的病毒载

量很高，也未经抗病毒治疗，

最好还是避免母乳喂养。但无

论是否母乳喂养，新生儿在出

生后都应进行母婴阻断治疗，

阻断措施就是注射乙型肝炎疫

苗和抗乙肝免疫球蛋白，原则

上注射时间不能�过出生后 2�注射时间不能�过出生后 2�不能�过出生后 2�出生后 2�2�

小时。实际上，在新生儿出生

后，注射得越早越好。数据显示，

目�母婴阻断治疗成功率可达

95% 以上。

 

孩子生长痛不耽误运动
文 / 欧阳婷（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由于生长痛经常发生在白天

有较大运动量�后，因此常常量�后，因此常常�后，因此常常

会让家长认为孩子的疼痛是因

为运动过量或受伤引起的。其

实，孩子生长痛是孩子生长过

程中的常见现象，有生长痛的

孩子仍然应该正常运动，特别

是适量的户外运动。因为运动有

利于�强孩子体质，促进孩子生

长。当然，由于孩子还处在生长

过程中，动作协调性以及肌肉力

量均有不足，而且对危险的预判

能力也不强，在运动过程中相�强，在运动过程中相�，在运动过程中相�

成人更容易受伤，所以，在孩子，在孩子在孩子

运动过程中，家长一定要做好保

护措施，并�强看护。�如，在

带孩子出门远行时，家长就��行时，家长就��时，家长就��

检查孩子的鞋子是否合脚，保证

孩子穿上适合行走的运动鞋；踢

足球、打篮球时，孩子��戴上

护膝、护腕；骑自行车、玩滑板时，

还��戴上头盔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刘驰锋

自己睡不着竟然花钱雇人
“哄”自己入睡，这样的事你
相信吗？

失眠，大概是当代年轻人
很有共鸣的话题之一，入睡困
难、容易醒、睡眠质量差……由
此催生出的睡眠经济更是五花八门。

辗转难眠下，人们想过很多办法。除了
褪黑素等药物，有些人还尝试使用乳胶枕、
蒸汽眼罩、睡眠仪、安神香薰等助眠产品，
效果未必理想。于是，很多助眠服务开始兴
起，其中最吸睛的当属哄睡服务。失眠睡不
着，花钱雇人“哄”自己入睡，靠谱吗？

11月22�，���� � �月22�，���� � ��，���� � �

网记者在某购物平台搜索“哄

睡”一词，找到许�提供相

关服务的店铺，其关键词�为

“虚拟陪伴”“倾诉树洞”“聊

天解忧”等。

商家一般提供文字和语

音两种服务，购买形式包含盲

盒、金牌、镇店、男�神、首

席、锦鲤等�种套餐，不同套

餐分时间收费，如盲盒套餐一

般在 10~20 元 �15 分钟，锦鲤

套餐包天收费�高达 131� 元。�高达 131� 元。高达 131� 元。

而且，有店铺显示，其哄睡服

务月销量� �万单。

记者了解到，哄睡服务大

�是通过唱歌、讲故事、读诗、

陪聊等方式，一对一引导客户

入睡。从事哄睡师职业的大部

分是大学生、有时差的留学生

以及上班族。他们虽然经过简

单的培训，但专业程度并不高。

虽然有不少买家对其打出好

评，但也有消费者表示没效果。

同时，记者还发现，市场

上除了有“哄睡师”外，��了有“哄睡师”外，��“哄睡师”外，��

助眠 APP 也俘获了不少用户

的心。它们主要提供����、。它们主要提供����、

睡�故事、白噪音等服务帮助

用户入眠。

此外，抖音、快手等短视

频平台也流行着一�助眠直��助眠直�助眠直�

间，长期受失眠困扰的新媒体

从业者李�士就是其忠实用户

�一。因为难入睡，李�士每

晚睡觉�都会准时进入直�

间，随着耳机里传出的雨声、

溪流声等白噪音，心�也随��

放松下来。 

市场上纷纷涌现的“哄睡服务”

“助眠直�”真的有用吗？

 11月 22�，���� � �网，���� � �网

记者采访了长沙市第四医院神经内

科主任医师李红苗。

李红苗表示，“哄睡服务”“助

眠直�”本质上还是�人睡�得

到放松，属于一种声音疗法。

“对于不同的分贝，每个人的

体验是不一样的。”李红苗解释，

像很�白噪音、轻柔的音乐、耳

语的声音都是�较小的，这些声

音能和大脑产生谐振，�大脑�

�安静、不活跃，达到真正的放

松。“哄睡服务”中提供的一些。“哄睡服务”中提供的一些“哄睡服务”中提供的一些

�如念故事、讲枯燥无味的理论

等做法，其本质也是试图让大脑

感到放松。

�得注意的是，李红苗还提醒，

虽然低语哄睡、听白噪音助眠可

以起到一定作用，但如果入睡�

后声音还一直徘徊在耳边，对睡

眠并不友好。“睡着�后声音还继

续的话，会影响到整个睡眠周期，

让人难以进入�度睡眠或打断�难以进入�度睡眠或打断��度睡眠或打断�或打断�

度睡眠，这样，人就很难得到��这样，人就很难得到��人就很难得到��

的休息。”

无论是“哄睡服务”还是“助

眠直�”，虽然这些新兴方式给失

眠的人们提供了一些新思路，但在

李红苗看来，要�真正拥有“婴儿

般好睡眠”，还得找到失眠背后的的

原因再针对性地解决。

李红苗告诉���� � �网记

者，临床意义上的失眠，是指整

个晚上的睡眠时间少于 5 个小时，

入睡时长�过半小时。“对于患有

重度睡眠障碍的群体，建议及时

接受专业医生的治疗。�要的时

候在非药物治疗基础�上适当服

用药物进行调整。”有一些人在睡

眠过程中会有讲梦话、梦游、做

噩梦等行为，这可能与一些疾病

相关，可以通过睡眠监测的方法

来作出准确的判断。

李红苗��，如�失眠人群��，如�失眠人群，如�失眠人群

很�，导致失眠的原因也非常�。

“除了由其他疾病伴发的症状导致导致

的失眠�外，很�失眠问题还需眠�外，很�失眠问题还需

要依靠自身的调节，不能把所有的

希望都寄托在哄睡服务或是助眠

直�上。”

很�人的失眠都是受到了心理

因素的影响，�如焦虑、紧张等，

越急躁越睡不着，越是躺着反而

越清醒。李红苗建议：“如果真的

睡不着，不如起床放松一下，不要

在床上继续坚持，做些其他事�，，

等有睡意了再�到床上，避免适有睡意了再�到床上，避免适

得其反。”

专家说：重度失眠要接受专业治疗

“哄睡”服务需求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