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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汤雪

一年一度的高考， 进入1个月倒计时，
牵动着无数家长的心。 如何在这最后1个月
的非常时期，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成了家
中的头等大事。 5月8日， 记者采访相关专
家，为考生和家长支招，以最佳状态迎接高
考。

慎重增补营养品，保持规律
“身心按摩”

“压力大、运动少，是很多学生临考时
的常态， 而家长为了让孩子取得理想的成
绩，通常会让孩子吃得多、吃得好，有的家
长还会给孩子进行‘大补’，比如吃些氨基
酸、蛋白粉、补脑丸、燕窝、鱼翅等。 ”长沙市
中心医院营养科医师彭喜春介绍， 打破考
生正常饮食规律，不一定是好事，有可能会
让他们出现消化不良、胃胀、腹痛等不适反
应，反而影响复习。

【小贴士】
“每天吃一个煮鸡蛋 ，喝一瓶牛奶 ，自

然摄取蛋白质 、氨基酸等营养 ，好好休息 ，
保持运动，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强。 ”彭喜
春建议家长，在考试前夕，最好能给孩子们
做一次“身心按摩”：

1、不要打乱正常的饮食规律 ，适当加
点营养。 早餐最好能吃些含有谷类、肉类、
乳制品、蔬菜等食物 ；午餐可多吃些肉类 、

鸡蛋等含能量高的食品， 为午后学习活动
做好准备；晚餐以谷类食物和蔬菜为主，口
味清淡易于消化， 有利于抗疲劳和养神醒
脑；由于考生常常复习到深夜，晚上12点左
右又饿了， 可以适当加餐一顿， 饮食需清
淡。

2、适宜体育运动，减轻紧张程度。 在学
习间隙 ，考生们可进行伸腰 、踢腿 、深呼吸
等小活动， 即便走路挺胸抬头都有助于增
强信心。

3、作息时间稳定，保证充足睡眠。 要将
考生的最佳状态调整到上午和下午考试时
间， 最好能在临考前一两周内坚持晚上10
点钟前睡觉，睡前不要想事、读书、进食等，
早上6点钟起床，不管睡得好不好 ，准时起
床，每天如此。 坚持几天过后，就会慢慢适
应早睡早起的习惯。

生理期遇高考日，不建议药物延经
“每次高考临近， 都会有不少家长来

咨询要不要给女儿吃药避开经期， 即使有
的孩子没有痛经的困扰， 家长也担心会影
响到考试的发挥。” 长沙市中心医院妇产
科胡江梅主任医师介绍， 青春期女孩本身
月经周期不太规律， 乱服避孕药、 激素等
可能导致生理周期混乱， 造成月经不调甚
至不规则出血， 对身体发育产生不良影
响。

【小贴士】
“考前女孩子不要刻意去想月经来了，

自己该怎么办，遇上了就‘善待’它，顺其自
然，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应考。 ”胡江梅建
议：

1、 考生在经期不要吃冷饮 ， 不要冲
凉水澡， 不用凉水洗脚等。 如果考试前后
来月经， 在不影响考试的前提下， 可以尝
试着用敷热水袋、 卧床休息、 喝红糖水等
方式来缓解疼痛症状。 在高考期间， 女生
可以尝试吃些像巧克力、 葡萄糖等高热量
的食物， 在睡觉前可以喝一杯热牛奶， 以
帮助进入睡眠。

2、有些女孩在经期会出现恶心、呕吐、
头痛或腹泻等痛经反应， 这可能会影响到
她们的心理状态和考试发挥。 若考生自己
有意愿， 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黄体酮类
的药物来延迟经期， 至少要在来月经前提
前一周服用， 最好不要中断， 每日定时服
用，避免空腹吃药，一般停药后3至5天便会
月经来潮。

3、 黄体酮等药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
建议考生在经期没有明显不舒服， 最好不
要通过药物改变月经周期。

考前失眠别紧张，减压放松早治病
“每年到了高考前夕，很多家长向我求

助：孩子晚上睡不好觉，怎么办？ ”省脑科医
院副院长刘学军教授介绍， 孩子失眠的常
见原因多为学习紧张、压力过大，早恋、性
压抑以及成长的烦恼。 患焦虑症的孩子往
往心烦、焦躁、失眠，特别是那些被称为“考

前焦虑”的孩子，一到考试就失眠。
【小贴士】
“孩子失眠要重视 ，分析原因是关键 ，

理解孩子很重要，有病早治才健康。 ”刘学
军建议，针对孩子失眠的不同原因，应采用
不同对策：

1.减轻压力 ， 愉快放松 。 家长对孩
子的期望值不能过高 ， 只要孩子学习尽
了力就应该得到鼓励 ， 不能过于强调考
试分数和名次 ， 留出一些时间让孩子游
戏 、 放松 。 对于那些好强 、 敏感的孩子
还要给予安慰 ， 如果孩子失眠严重 ， 可
以求助于精神科医生 ， 给予放松训练或
者其他治疗。

2.理解孩子、正确引导。 对于早恋的孩
子，老师和家长首先要理解孩子，肯定恋爱
是人之常情，是美好的事，再引导孩子在学
习期间善于克制自己，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用于学习。

3.善于观察、有病则医。 对于那些失眠
伴有遇事紧张、考前焦虑的孩子；或者情绪
不佳、成绩下降 、甚至言论消极 、试图自杀
的孩子 ；或者反复思虑 、孤僻少语的孩子 ；
或者疑人疑己 、人际紧张 ，甚至自语自笑 、
行为怪异的孩子家长一定要警惕， 不妨带
给专业医生检查，做个心理测验，排查心理
或精神问题。

4.注意营造安静的睡眠环境 ，睡前不
喝任何饮料，最好是做完作业能休息、放松
一会儿，有了睡意再上床。

各位婴幼儿妈妈：
手足口病是婴幼儿常见传染病之

一， 目前尚无疫苗可预防。 4至8月是
我省手足口病发病的高峰季节， 请您
主动做好以下工作：

1、 认识手足口病 ： 手足口病是
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
以3岁以下婴幼儿发病为主， 起病急，
常先发热， 体温一般不超过38.5℃,伴
有食欲不振， 发热1至2天后， 在患儿
口腔、 手、 脚和肛周出现散在的、 米
粒或绿豆大小的斑丘疹或疱疹， 这些
疹子有时很难发现。 少数患儿会出现

重症， 进展非常快， 如不及时抢救可
危及生命。

2、 关注孩子健康：
①出现发热请及时就诊。 孩子出

现发热症状， 不能随便滥用退烧药 ，
要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手足口
病轻症可按医生建议在家治疗 、 休
息。 在家治疗期间不要带其外出探亲
访友， 及时对患儿的衣物进行晾晒或
煮沸消毒。

②严密观察孩子的病情变化。 如
孩子出现高热 （超过38.5℃）、 头痛、
惊跳、 四肢抽搐 、 呕吐 、 面色苍白 ，

哭闹不安或者嗜睡时， 要立即带孩子
到就近的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并到手
足口病定点医院住院治疗。

3、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①该病流行期间 （4至8月） 不要

带孩子到人群聚集、 空气流通差的公
共场所， 避免接触患病儿童而被传染
手足口病。

②做到勤洗手 、 吃熟食 、 喝开
水、 勤通风、 晒太阳。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 让我们科学
预防疾病 ， 共同呵护孩子们健康成
长！ （湖南省卫生厅厅长 张健）

高考倒计时：健康专家支招

致婴幼儿妈妈的一封信
———预防手足口病

健康���话题

“这是正确的时机”
其实在此之前， 已经有多家媒体曝出， 由于年龄

等多方面原因， 已经72岁的“爵爷” 弗格森将于
2013年夏天退休。 但当这个消息真正传出的时候，
依然让人觉得惊叹。

弗格森于1986年出任曼联主帅， 执教球队26年
以来， 共为曼联赢得38个冠军奖杯， 包括13个英超
头衔和2座欧洲冠军杯， 在英超开创了一代“红魔王
朝”。 就在4月23日， 弗格森刚刚率领球队提前4轮拿
到了队史第20个国内顶级联赛冠军。

之所以在这个时候退役， 因为弗格森认为现在是
最好的时机， “退休这一决定我已经考虑了很长时
间， 并非草率做出的决定，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时机。
对于我来说， 我需要在球队最强的时候离开， 我认为
现在正合适。 这支球队刚刚夺得了联赛冠军， 球队的
年龄结构也比较合理。 年轻球员已经成长起来了， 球
队的势头也很不错， 这可以保证球队在未来一段时间
内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尽管即将卸任球队主教练的职务， 但“爵爷” 亦
亲口表示不会彻底离开曼联， “在未来， 我很乐意在
管理层任职或者担任俱乐部形象大使， 我很期待在未
来担任新的角色。”

本赛季曼联还有2场联赛， 分别是对阵斯旺西和
西布朗， 也就是说， 曼联在5月19日对阵西布朗的比
赛将是弗格森在曼联的谢幕演出。

一手缔造 “红魔王朝”
铁打的营盘， 流水的兵。 26年间， 曼联的球员换

了一拨又一拨， 但在弗格森的率领下， 曼联始终能够
聚集一批才华横溢的球员， 并以强大的凝聚力在英超
和欧洲赛场上摧城拔寨。 完全可以说， 曼联所开创的

“红魔王朝” 由弗格森一手缔造。
在1986年弗格森入主球队时， 曼联队正处在球

队历史上的低谷， 战绩在积分榜末尾徘徊。 临危受命
的弗格森很快将球队带出低谷， 并率领球队在1987
至1988赛季夺得联赛亚军。 虽然此后曼联再度陷入
低谷， 但在英超时期， 耕耘多年的弗格森终于迎来收
获的季节。

1993年英超联赛成立， 曼联一举夺魁， 终结了
26年的“冠军荒”。 随后， “红魔” 又12度捧起英超
奖杯， 打破了昔日王者利物浦的夺冠纪录， 并成为世
界上最成功的俱乐部之一。 同时， 弗格森还先后挖掘
出舒梅切尔、 坎通纳、 基恩、 贝克汉姆、 C·罗纳尔
多等足坛巨星， 让曼联队始终星光熠熠。

作为球队的主教练， 弗格森有着超强的驾驭能
力， 不但能够让球员保持信服， 更能将球队捏造成无
比强大的团队， 这也是他能够始终在球队保持威信的
最大原因。

26年， 38座冠军奖杯， 弗格森在英超所取得的
战绩无人能出其右， 正因如此， 他先后9次被评为英
超年度最佳教练， 更是在2012年荣膺英超20年最佳
教练。

“爵爷” 终于要休息了。 北京
时间5月8日， 英超球队曼联通过俱
乐部官方网站正式宣布， 执教球队
长达26年的弗格森将在本赛季结束
后退休———

“爵”别

本报记者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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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13年1月5日，弗格森在2012-2013赛季英格兰
足总杯第3轮与西汉姆联队比赛中指挥比赛。 新华社发

本报5月8日讯 （通讯员 陈俊光 姚家琦） “在
家门口就能请省里大医院的专家看病， 真是太方便
了。” 近日， 在吉首市人民医院儿科， 由省儿童医
院医卫科技特派员组织开展的义诊活动上， 来自河
溪镇33岁的李女士抱着刚满1周岁的儿子开心不已。

据了解， 自2005年起， 省儿童医院一直对湘
西自治州进行“医卫科技扶贫”， 先后派出23名医
卫科技特派员， 赴吉首市矮寨、 河溪等6个乡镇卫
生院对口帮扶。 该院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核心， 以
优势专科建设为重点， 以推广卫生适宜新技术为切
入点” 的理念， 采取科技特派员定期坐诊、 查房，
为基层医卫工作者提供免费进修， 组织专家团进行
讲座及义诊等方式进行全面帮扶。 同时， 指导建立
儿童保健档案， 定期“家访”， 将国家计划免疫和
自费免疫项目结合， 提高当地儿童的健康水平。

省儿童医院专家
“情系湘西”送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