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常在门诊听到1至3岁孩
子的家长问：我孩子这么多动是
不是有“多动症”啊？甚至几个月
孩子的家长也如此问。“多动症”
已越来越受到家长的关注，但并
非每个多动的孩子都是多动症。

什么是 “多动症 ”呢 ？“多动
症” 又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
一种行为障碍。 突出表现是：活
动过多、注意力分散 、情绪冲动
或学习困难， 核心是注意缺陷。
这类孩子通常智力正常或为边
界水平。但专家提示：6岁以后的
孩子才能诊断为“多动症”。因为
几乎所有的学龄前儿童都或多
或少有类似的症状； 尤其是3岁
以内的孩子正是好动时期。当然
0至6岁的阶段孩子有一些细节
也可以提醒家长提早关注 。“多
动症” 的孩子如果不及时纠正，
将影响学习成绩和社会的适应
能力。

区别孩子是 “多动症 ”还是
只是好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观察：

（1）注意力与兴趣的关系 ：
“多动症”儿童无兴趣爱好，无论
何时何地都不能较长时间地集
中注意力 ， 具有注意力缺损症
状。而好动的孩子做他所喜欢的
事能专心致志地去做，并讨厌别
人的干涉和影响，他上课及做功
课时表现不安宁，主要是因为对
学习缺乏兴趣。

（2）行动的目的性 、计划性
及系统性：好动的孩子的行动常
具有一定目的 ， 并有计划及安
排。“多功症”患儿的行动常呈冲
动式、杂乱，有始无终。

（3）自制能力 ：好动的孩子
在严肃的 、陌生的环境中 ，有自
我控制能力，安分守己不再胡乱
吵闹 。“多动症 ” 患儿却无此能
力，常被指责为“不识相”。

如果孩子真为“多动症”，需
到正规医院就诊，在医生指导下
进行系统治疗。通常可以选择药
物、 生物反馈治疗以及家庭、学
校干预等措施。

（省儿童医院护师 江淑娟）

本报记者 段涵敏

每30分钟降生1个残疾
宝宝

新生儿出生缺陷 ，对于一个家庭
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给国家 、社会造
成的痛苦 、疾病负担以及经济损失也
是无法估量的 ，然而 ，这个数字让人
有些不安。

据省妇幼保健院保健部杜其云
主任医师介绍 ，目前全国出生缺陷发
生率为153.24/万 ， 根据我省以医院
为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数据显示 ，我
省为227.81/万 ， 均呈逐年升高的趋
势 。 其中前五位出生缺陷分别为 ：先
天性心脏病 （75.63/万 ）、 外耳畸形
（17.49/万 ）、多 指 （趾 ） （14.98/万 ）、
肾 脏 畸 形 (13.95/万 )、唇 腭 裂 （8.09/
万 ）。

经推算 ，全省每年新增出生缺陷
儿童18347人 ，平均每天增加50人 ，平
均每30分钟出生1例 ； 每年新增先天
性心脏病患儿6091人 ，平均每天增加
17人 。也就是说 ，全省每年新增一万
多家庭 ，承受过或仍在承受出生缺陷
带来的痛苦 。而且 ，这种不幸还在扩
大。

据大量数据统计 ，出生缺陷的发
生遗传因素 （染色体和基因改变 ）约
占11%，环境因素 ，包括物理 、生物因
素及化学物质等引起的占25%； 遗传
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及原因不明的
占64%。据此，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对
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干预措施。

第一道防线：婚前、孕前
检查不可少

肥沃的土壤往往结出健硕的果
实 ，而贫瘠土壤里的果实总不尽如人
意 。准父母的身体健康是宝宝健康的
前提， 所以婚前、 孕前检查不容忽
视 。

省人民医院产科主任姚穗教授
介绍， 避免近亲结婚生育和大龄生
育 （＞35岁 ）的情况下 ，孕前夫妻应
做甲状腺功能 、血糖 、血压监测 、输
血前检查、 阴道分泌物及血型检查
等， 通过孕前保健和婚前医学检查
可以筛查出传染性、遗传性疾病，早
发现、早治疗，或采取必要的措施避
免出生缺陷的发生。

专家提醒，孕前3个月接种风疹
疫苗， 可预防1/1000先天性风疹综

合征的发生 ；孕前1个月到孕后3个月
服用叶酸，可预防70%的神经管畸形 、
15%的其他重大体表畸形、30%的婴儿
死亡。

近年来 ，我省通过重大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实施 ， 全省范围内增补叶
酸， 神经管缺陷排名目前已经由2005
年的第五位，退出前十位。2011年减少
神经管缺陷患儿232例 ， 产生社会效
益1945.80万元 。

第二道防线：孕期检查
每月有约

整个孕期需要检查10至12次 ，其
中3至5次B超检查。不少准妈妈担心B
超对胎儿有影响， 其实B超检查是一
种非损伤性和无痛苦的检查方法。

孕妇在怀孕6至8周时 ， 通过B超
可排除或及时发现异位妊娠 (宫外孕 )
或异常妊娠 (葡萄胎 )等 。第二次超声
检查在孕11至14周 ，筛查将来出生的
宝宝是否会有 “先天愚型 ”。孕18至24
周是 “大筛查 ”时期 ，主要是系统筛查
胎儿发育及诊断胎儿致命性畸形 ，包
括无脑儿 、脑膨出 、开放性脊柱裂 、胸
腹壁缺损内脏外翻 、单腔心 、致命性
软骨发育不全等 。在32至38周 ，是 “查
漏补缺 ”时期 ，评估胎儿宫内的安危 ，
对临床医生选择分娩时机及方式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指标。

孕期用药有可能导致胎儿畸形 ，
其中孕3个月内是胎儿主要器官发育
成形关键时间 ， 也是用药最危险时
期 。 但不是所有药物都会危害胎儿 ，
姚穗说 ，事实上只有少数药物已被肯
定对胎儿有害。

谈药色变也是不可取的 ，最好是
在专业医师建议下谨慎使用 。如果孕
妇患病不及时治疗 ，连该用的药也不
敢用 ，不但会耽误病情 ，对胎儿也会
产生不良后果 。 例如孕期癫痫病发
作 ，如果不用药物控制惊厥 ，就有可

能导致胎儿缺氧 ， 引起生长发育异
常 ，如中枢神经系统异常 ，甚至发生
死亡。

第三道防线：新生儿疾病
早筛查早诊治

专家提醒 ，除了婚前 、孕前检查
和孕期的保健这两道防线外 ，对于产
后新生儿的筛查也非常重要。

通过对新生儿全面体检 ，可以查
出髋关节脱臼 、马蹄内翻足 、唇腭裂 、
肛门闭锁 、女孩处女膜闭锁 、男孩尿
道下裂 、先天性心脏病 、先天愚型等
出生缺陷 ，例如唇腭裂 、髋关节脱臼 、
马蹄内翻足 、先心病等缺陷都可以进

行早期手术治疗以及康复训练 ，让孩
子变成正常人 。据介绍 ，目前我省实
施 “微笑列车唇腭裂修复 ”项目 ，对唇
腭裂患儿修复全免费。

新生儿先天性代谢性疾病 ，如甲
状腺功能低下和苯丙酮尿症 ，在早期
并无典型的临床表现 ，易被漏诊或误
诊 。当症状被注意时 ，往往已经存在
不可逆性的损伤 ， 如 ： 智力低下 、癫
痫 、矮小症等 ，造成严重的身心障碍 ，
给家庭与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其中
一些疾病如果能早期发现 、 早期治
疗 ， 可以有效地预防残疾的发生 。因
此 ，需要通过新生儿全面筛查 ，争取
在症状出现前发现疾患 ，及早确诊并
治疗。

本报9月13日讯 （通讯员
周晓坤 ）“过了个暑假 ， 孩子都
收不了心了 。” 开学没多久 ，很
多父母发觉自己的孩子始终不
在状态 ： 早上赖床 、 迟迟不起
床 ；上课瞌睡 、注意力不集中 ；
吃饭挑剔 ， 胃口也不佳……专
家提醒 ：这些状态 ，或许意味你
的孩子得了 “假期综合征”，需
要尽快调整生物钟，同时补充足
够的营养，帮助孩子重新快速进
入学生的角色。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人类营养中心副主任、康宝莱营
养学院及营养咨询委员会成员
苏珊·鲍尔曼博士近日专门撰
文，为刚开学的孩子如何补充营
养支招：大豆是自然界最好的植

物蛋白来源，其中富含人脑所需
的优质蛋白和 8种必需的氨基
酸，这些物质都有助于增强脑血
管的机能 。 芝麻中含有丰富的
铁、钙、蛋白质 ，经常吃点芝麻 ，
对骨骼和牙齿非常有好处，常吃
芝麻还可为大脑提供充足亚油
酸、亚麻酸等分子较小的不饱和
脂肪酸 ，提高脑的功能 。菠萝含
有很多维生素C和微量元素锰，
而且热量少 ，常吃有生津 、提神
的作用， 有人称它是能够提高
人记忆力的水果 。 鱼类可以向
大脑提供优质蛋白质和钙 ，能
保护脑血管 、 对大脑细胞活动
有促进作用 。 大蒜能增强维生
素B1的作用，适当吃些大蒜 ，可
促进葡萄糖转变为大脑能量。

本版责编 谭云东 版式编辑 傅汝萍 责任校对 胡永龙健康之路 ２０12年9月14日 星期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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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防线”预约健康宝宝

■健康提醒

孩子是不是得了“多动症”

科学补脑摆脱“假期综合征”

我省每年新增出生缺陷儿18347人，平均每天增加50人，平均每30分钟出生1例，呈逐年升
高趋势。9月12日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让我们一起关注———

9月13日，学员在练习应急处理和抢救等操作技能。今年7月，来自亚、非、美、
欧4大洲17个国家的30名医务人员组成发展中国家儿童常见病培训班， 在湖南省
儿童医院展开为期60天的培训交流和学习，提升医护技能。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健康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