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示：本版解答仅供参考

健康直通车

扫描二维码

关注“健康森林”官方微信

健康问题，随时问！

今日提醒

健康森林

2017�年3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版式 尚敏 校对／ 王玲

JIANKANG

SENLIN

A24

宝宝睡觉打鼾

查一查腺样体

腺样体肥大致打呼噜

腺样体是一种淋巴组织，它位于鼻

腔后面的鼻咽腔，肥大的腺样体可以堵

塞后鼻孔，使呼吸道变得狭窄而不太通

畅；气道阻塞越重，呼噜声就越响，当阻

塞的程度较重时，就会出现吸气困难甚

至呼吸暂停， 继而缺氧和二氧化碳潴

溜，出现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刺激

呼吸中枢发出指令， 呼吸肌强烈运动，

将肺内气体排出， 然后深吸一口气，这

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阻塞性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除鼾

声大于 60 分贝外，同时有憋气症状，睡

眠时发生呼吸停顿现象，停顿时间可达

几秒甚至十几秒钟，1 小时可发生 5- 10

次以上，一夜可出现数十次，同时因呼

吸困难而憋醒及频繁翻身，这是表明孩

子的睡眠质量出现了问题。

睡不好影响孩子发育

而孩子的身高是与睡眠质量密切

相关的。 儿童体格生长所必需的生长激

素，只有在夜间深慢波睡眠期才能达到

分泌和释放高峰；充足的睡眠可以使生

长激素连续数小时维持在较高水平，从

而促进人体身体增高。 宝宝打呼噜首先

会造成睡眠时间的改变，使睡眠的连续

性中断，睡眠质量下降。 如长期睡眠不

足，睡眠质量下降，势必使释放的生长

激素减少，影响发育，如个子矮小等。 现

在年轻的父母们知道了打鼾的宝宝为

什么会导致个头小了吧？

所以对于宝宝打呼噜，一定不能小

觑它，除了影响生长发育以外，还可导

致听力下降、低氧血症、面相变丑（腺样

体面容），甚至引起智力下降。

打鼾严重应及时手术

一旦发现孩子睡眠打呼噜，是宝宝

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的信号，家长要及时

带孩子上医院就诊，查明病因，积极治

疗原发病如控制体重、 积极治疗鼻炎、

鼻窦炎等。 对扁桃体、腺样体阻塞呼吸

道所致的打鼾，如症状、缺氧程度轻，可

先考虑保守治疗。 如出现张口呼吸，睡

眠时打鼾及憋气现象严重时，应手术切

除扁桃体、腺样体；手术年龄没有明确

界限， 对严重影响通气致呼吸困难，不

论年龄大小应及时手术。

湖南省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主任护师 彭湘粤

如果您有身体方面的困惑或疑问， 请关注并

发送问题到微信公号 “健康森林”（微信号：

gz-myt）， 或将问题发邮件到邮箱 gywbjk@qq.

com，详细描述病症，将更有利于医生给出意见或

建议。

睡觉用嘴呼吸

易致口腔疾病

读者问：医生您好！ 我孩子今年 3

岁了，他总是喜欢睡觉时用嘴呼吸，请

问这样正常吗？ 会不会带来什么不好

的后果？

贵州省肿瘤医院综合院区呼吸内

科医师熊青兰：首先，建议家长及时带

孩子到医院检查， 排出鼻腔疾病的可

能。另外，通常小孩喜好往鼻腔内填塞

小异物，引起鼻腔堵塞，进而出现用嘴

呼吸的情况。如非疾病所致，则建议家

长可在日常生活中尽量纠正孩子用嘴

呼吸的习惯，因长期用嘴呼吸，可能引

起一些口腔疾病， 甚至影响食欲及睡

眠质量。 本报记者 王杰 整理

相关阅读

老人就该“多唠叨”

有些老人，年龄越大越不爱说话，

不喜欢嘈杂的声音， 屋子里整日很清

静，尤其是一些独居的老人，亲朋好友

间的交往少，不爱出门，说话机会少，

时间久了，会形成恶性循环。

其实， 包括说话在内的声响刺激

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 人类大

脑是用进废退的，说话太少，大脑中专

管语言的区域兴奋度就会减弱， 不利

于大脑的健康运转。 说话的过程需要

经过逻辑思考进行语言的提炼和组

织，是对大脑的锻炼。

美国密歇根大学学者称， 友好的

谈话是使人变得聪明的可靠手段。 俄

罗斯《星火》杂志也报道称，经过科学

家测试发现，在参加重要活动前，和人

多交谈些愉快的话题，保持微笑，可以

激活大脑，在活动中发挥更好的智力，

表现得更聪明。

老年人大脑细胞不断退化衰老，

多说话可以刺激大脑细胞不断活跃并

保持一定兴奋， 可有效推迟大脑的衰

老进程，对预防老年痴呆有一定作用，

目前许多治疗老年痴呆的方法中，多

感官刺激是效果最好的。 所以，儿女要

鼓励老人多说话， 并在老人的居室营

造一些和谐的声响， 平时也要多听老

人说说话。 善于听老人唠叨、从唠叨中

理解老人的爱，也是一种孝顺。

对于老年朋友， 明白说话的好处

后， 要给自己创造更多和周围交流的

机会，具体来讲，一，可以培养自己的

爱好，加入一些兴趣团体，演讲、唱歌，

组织读书会等都是很好的活动。 二，可

以学习植物培植、动物养护等，探索一

些新的知识。 三、有些老年朋友退休前

是行业精英，可以做一些博物馆、科技

馆或者青少年活动场所的义务讲解

员，和更多年轻的朋友交流聊天，一起

探讨， 发挥个人积累的经验和专业所

长，把知识更好地传递给下一代。

据《生命时报》

多说话可预防老年痴呆

腰椎间盘突出

避免过分负重

腰椎间盘突出症容易复发，人们有时也

很容易忘记注意事项，而且，这种病也很容

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所以，患者外出时，

需注意以下几点：

经常变换姿势：注意避免长时间保持某

种姿势不变，以免腰背肌肉出现疲劳致使腰

腿痛症状加重。

记得佩戴腰围：在外出长时间坐车或行

走时，最好佩戴腰围，加强对腰部的保护，同

时起到支撑作用，避免腰部再次出现扭伤。

适当休息，避免过分负重：外出时，避免

过度疲劳，应适当休息，并且避免身体负重

过度。

适时锻炼：利用临时场所，可进行腰背

肌的功能锻炼及前屈、后伸、旋转运动，同时

双下肢也应进行相应的功能锻炼。

及时诊治：在外出期间如腰部有不适感

或不慎再次扭伤时，应及时到当地医院进行

诊治。 千万不可忽视或强忍痛苦，以致延误

病情。

保持联系或结伴同行：外出时，注意与

家人或熟人保持畅通的联系， 或结伴同行，

避免腰椎间盘突出症发作时， 自己难以应

对，从而延误病情。 詹双成

有此一说

门牙有松动

可能是牙折

读者问：医生你好！ 我今年 35 岁，最近我发现一颗

门牙有松动， 但牙龈和牙床部位并未出现疼痛等不适

感，请问是否有办法保住这颗牙齿？

贵州省肿瘤医院综合院区口腔科医师郭敏：引起牙

松动的原因很多，首先如牙折，若牙根中三分之一折断，

则需拔除患牙；其次，如慢性根尖周炎，这需要拍片后进

行相应治疗；此外，又如牙周炎，视松动度决定是否拔除

患牙，若 3度松动，将会被拔除，其余给予牙周治疗。 由

于患者情况不明，在此建议应先到口腔科确诊，再进行

有针对性的治疗。

常喝碳酸饮料

注意牙齿清洁

读者魏女士： 医生您好！ 我儿子特别喜欢喝碳酸饮

料， 听说常喝碳酸饮料会对牙齿造成腐蚀， 进而损伤牙

齿，这说法是真的吗？

省医口腔科主任医师罗洪：虽说酸性、碳酸饮料对人

体的牙齿有一定的腐蚀作用，但这种情况一般很少，因为

牙齿表面有一层牙釉质，是较为坚硬的，只要牙齿没有病

变，一般是不易出现腐蚀牙齿的情况。 但需要注意的是，

有喝酸性、 碳酸类饮料的习惯， 则建议应在睡前认真刷

牙，不要让口腔内残留酸性物质，如此才能随时保证牙齿

的健康。

肛门附近长包

有可能是痔核

读者问：医生您好！ 近日，我发现我的肛门附近长了

一个豌豆大小的东西， 不痛也不痒， 请问这算不算是肿

瘤？ 是恶性还是良性？

贵州省肿瘤医院综合院区胃肠外科医师张远威：一

般肛门附近的肿物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痔核：外痔痔

核（主要位于肛门外），内痔痔核（立于齿状线以上，严

重时可脱出于肛门外）；第二、肛周皮赘：一般由肛周皮

肤皱褶增生所致，无明显临床症状；第三、尖锐湿疣：由人

类乳头瘤引起， 多发生于肛门及肛周皮肤粘膜交界处的

疣状赘生物， 常由接触带病毒的物品或性传播所致；第

四、肛门附近恶性肿瘤：如肉瘤、癌等，此类肿瘤大多形状

不规则，并伴有不同程度的症状，生长迅速。

如果要明确肿瘤性质，必须来医院作详细检查，以便

医生确诊后，才能对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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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症状具体说

小宸在 2 岁时睡觉就

打呼噜，奶奶说他睡得真

香。 随着年龄增大，宸宸

的个头却没怎么长高，与

同龄孩子相比，差了近半

个头， 妈妈觉得很奇怪：

“儿子身体还算结实，就

是睡觉时打呼噜，睡觉睡

得不是很安稳” 。 后来妈

妈带宸宸去医院，才知道

原来宸宸是腺样体肥大。

不孕因素多

男女都要查

读者问：医生您好！ 我今年 31 岁，曾有过人流的情

况。 近几年想要孩子却一直怀不上，而到医院做输卵管

通液手术，却又一切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

贵州省肿瘤医院综合院区妇科医师柏家英：不孕的

因素很多，首先要看男方是否存在问题，排除男方问题

后，女方再做各项检查，但有时夫妻双方检查均未发现问

题，也可能会不孕，此时则要到生殖中心做进一步详细检

查，查明病因。 期间，若女方想要了解宫腔是否正常，以

及双侧输卵管是否通畅，建议考虑做宫腹腔镜联合检查。

老年痴呆患者

饮食该注意啥

读者问：医生您好！ 我父亲患有老年痴呆，请问该病

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省医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田锦勇：老年痴呆其实和人

体血脂、血糖有密切关系，所以，在年轻时期，首先应确

保饮食的多样化， 平时应注意适当多吃一些高维生素

（维 C 、E）的水果、蔬菜。 此外，对于一些诸如白果、开心

果、核桃等坚果类的食品，也有益人体脑部营养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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