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届时，可拨打85811234与专家交流；

◆也可提前关注“健康森林”微信公众号

下期预告

明天下午 14时至 15时，贵州省妇幼保健院、贵阳市

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王迪华，将值守本报

“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就中医养胎这一话题与读者进

行交流。

呕吐是妊娠早期的一种常见症状，剧烈的呕吐会让孕

妇无法进食、产生水电解质紊乱、导致脱水、消瘦、乏力，甚

至引起代谢性酸中毒，影响母体和胎儿的健康。 据王迪华

介绍，中医认为，肾主胞宫，肾虚是导致胚胎着床失败和流

产的根本。 而脾为后天之本，脾虚化源不足，则气血两虚。

若肾气不足，脾胃虚弱，气血运行不畅,均可导致流产的发

生。 因此，运用益肾健脾中药，可使肾精充足以固摄，冲任

血旺以养胎，促进胎儿发育生长。

哪些孕期症状预示着流产可能发生？ 中医养胎主

要运用哪些方法？ 对于试管婴儿移植术，中医养胎是否

适用？ 明天下午，读者可拨打电话 0851- 85811234 与专

家交流，也可以关注健康森林微信公众号，提前咨询。

有此一说

今日提醒

剪指甲是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可

每个人习惯不同，有的喜欢留一点，有的

剪得很秃。 这里面其实大有学问。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科教授

杨希川表示，指甲作为皮肤的附件之一，

能起到“盾牌” 作用，既保护了末节指腹

免受损伤，还能增强手指触觉的敏感性，

协助手抓、挟、捏、挤等。 由于每个人习惯

不同， 指甲修剪的形状、 长短也有所不

一，但剪得过短或过长，都可能存在一些

隐患。

一方面，剪得过短，甚至短到紧挨着

皮肉，在拿东西、抓握、做家务时，指甲很

容易与甲床脱离， 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

用。 时间长了，指甲的两端还可能向里生

长，严重时会出现“嵌甲” ，甚至诱发甲沟

炎。 另一方面，剪不到位、留得过长，容易

藏污纳垢、滋生细菌。 生活中会发现不少

长指甲的人， 指甲缝中都会有黑色的污

垢，很容易随口而入。杨希川说，尤其是有

吮指习惯的孩子更要注意，否则易导致消

化疾病。

不少爱美女性还喜欢在指甲形状上

做文章，将指甲剪成方形、尖形，甚至很

久不剪，留长指甲。 这样很容易划伤自己

和他人， 还容易在穿衣服时钩住毛衣或

线衣的线而扳伤手指， 给平时活动带来

诸多不便。

那么，怎么

修 剪 指 甲 才 科

学？ 杨希川给出

了以下建议：

1. 剪指甲的

合适长度是：指

甲顶端超出指尖一毫米，留出一

小条白边即可。

2. 我们的手脚指甲每星期会长

0.5-0.7毫米左右，建议一周修剪一次。

3.最好将指甲边缘修剪成椭圆形，否

则会使指甲受力不均衡， 容易出现劈裂。

建议每次剪完后，用锉刀将其磨圆。

单祺雯

剪指甲 也大有学问

一项最新研究给长期睡眠不足的人敲响警钟：长时

间缺觉会使大脑的清理机制过度反应，“蚕食” 脑细胞，

增加患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脑病的风险。

一个研究团队通过动物实验发现，长时间缺觉会促

使大脑“清理工” 胶质细胞过度活跃，进而对大脑造成

一定的损害。

如果将大脑比作一张复杂的电路网，神经突触就是

线路间的连接点。 这张网由胶质细胞进行维护，星形胶

质细胞会修剪不必要的突触， 改造神经细胞的连接，

小胶质细胞则会清理损坏的脑细胞。

研究人员将实验鼠分组， 让它们分别处

于睡眠充足、 短期缺觉和长时间缺觉的状

态。结果发现，睡眠不足会明显增强小鼠大

脑中上述两种胶质细胞的活跃程度。

目前尚不清楚补觉能否弥补大脑所

受损伤，研究人员计划进一步研究缺觉的

影响会持续多久。 宗禾

长期缺觉

可能蚕食脑细胞

放化疗后遗症

可否中医治疗

读者： 医生您好！ 我母亲得了宫颈

癌，放化疗后出现了膀胱出血、直肠溃疡

等后遗症， 请问有什么好的中医治疗方

案吗？如果去看中医门诊的话，能不能住

院呢？

省肿瘤医院中医理疗科副主任医师

何桂双：从您所述的情况，结合您母亲的

实际病情考虑， 您母亲完全可以接受中

医调理和治疗， 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

者的现状。至于是否需要住院治疗，待病

人就诊后进行相关检查，根据病情而定。

神经阻滞手术

治疗效果如何

群友： 请问神经阻滞手术能治愈带

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吗？ 手术效果如何？

贵州省人民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贺

纯静：一般对于急性期的带状疱疹神

经痛，神经阻滞能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但

一旦病情发展到后遗神经痛期时， 其治

疗效率则相对较低。 而神经阻滞手术只

是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一种治疗

方法，除此以外，还有药物治疗，包括口

服止痛药物（如曲马多、羟考酮等）、营

养神经药物（如甲钴胺）、治疗神经痛专

用药物（如加巴喷丁、普瑞巴林、卡马西

平等）、抗抑郁药物（阿米替林）等，以

及神经微创介入治疗和脊髓电刺激治

疗，至于选择哪一种治疗方法，这需要根

据您的实际病情而定。

吃什么食物

对眼睛有益

读者： 医生您好！ 都说药补不如食

补，那到底吃什么食物对眼睛帮助大呢？

贵阳市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朱健

华：一般而言，胡萝卜、动物肝脏对眼睛

是有好处的， 这主要是因为这些食材当

中富含维生素 A ， 而维生素 A 是可调节

视网膜的感光物质， 能从一定程度上提

高眼睛对昏暗光线的适应力， 具有一定

防止视疲劳、预防近视的功效。

产后脚后跟酸痛

是什么原因导致

群友：医生您好！我今年 36岁，生第

二个孩子已有 3个月了。 不知为何我的

脚后跟时常感觉酸痛， 请问这有可能是

哪些因素导致的，应该如何应对？

贵州省肿瘤医院综合院区骨科医师

聂远：根据您的描述以及结合您的实际情

况来看，可能与您怀孕时体重增加有一定

关系，不排除跟腱炎、跟痛症等可能。

由于还没有确诊， 为此建议您及时

到医院明确诊断，如果存在上述两种慢性

劳损性病变，首先可选择中医理疗，如热

敷、针灸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患处疼痛剧

烈，还可选择进行局部封闭治疗。 如上述

非手术治疗无效，还可进行手术治疗。

本报记者 王杰 整理

提示：本版解答仅供参考

孩子瘦小 或因蛋白质缺乏

其实，孩子的生长发育主要依赖于蛋

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这三大主要营养

元素。 如果孩子的身高体重增长不满意，

首先应考虑三大主要营养元素摄入是否

充足，而不是微量元素是否缺乏。 孩子食

欲差、挑食，不喝牛奶、不吃鸡蛋、不爱吃

肉，家长应该想办法增加蛋白质类也就是

鱼肉蛋奶的摄入，只有摄入足够量的蛋白

质，才能保证孩子的基本生长需要。

宝宝枕秃 不一定是缺钙

孩子夜间睡眠不好易醒，更可能与晚

餐吃得过晚、过多或者是难以消化有关，

房间温度高、孩子多汗也是原因之一。 而

缺钙造成的睡眠不安相对不多。

临床上被问得最多的枕秃，也不一定

是缺钙造成的。 小宝宝代谢旺盛、神经兴

奋性高，容易出汗，多汗、仰卧时间多、与

枕头的摩擦比较多， 都是枕秃的主要原

因。 当然缺钙也会造成枕秃，但是枕秃不

一定都是由缺钙造成。如果宝宝一直母乳

喂养， 同时给宝宝补充了适量维生素 D

或者是配方奶喂养补充了适量的钙，孩子

只有枕秃而没有其他佝偻病的表现，就基

本上不考虑枕秃是由缺钙造成的。但如果

枕秃同时伴有其他佝偻病的症状，就要考

虑缺钙的问题了。

方颅则是缺钙比较特征性的表现。所

谓方颅，就是孩子的头显得特别大，方头

方脑的。这种情况家长应带孩子到医院来

检查。

有异食癖 注意是否缺锌

锌在人体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像钙或

是铁在人体中的作用机理那么清晰，目前

许多“锌” 的作用还是一个假设，并没有

被科学证实。 末梢微量元素锌的检查值，

也仅仅作为临床缺锌诊断的一个参考。所

以，“锌” 在医生诊疗过程当中的重要性

远远不像在家长的心里那么重要。

事实上， 缺锌的孩子也没有那么多。

孩子瘦小、爱挑食、注意力不集中，更可能

是其他因素导致，而不是仅仅补锌就能解

决问题。

缺锌会有哪些临床表现呢？ 异食癖，

地上有什么东西孩子捡起来就吃，奇奇怪

怪的都放在嘴里； 反复感染以及特别多

汗。但是这些症状也不是缺锌所独有的症

状。 如果孩子有这些症状，补锌以后有了

明显改善，才考虑孩子是缺锌。

孩子缺铁 家长更应重视

铁是参与人体血红蛋白合成的一个

必不可少元素，如果铁剂摄入不足或者缺

乏，可以造成血红蛋白的合成不足，最终

会造成孩子的贫血。 如果贫血，孩子的生

长发育以及孩子各个脏器的功能都可能

受到影响。 所以在微量元素的检查中，如

果铁剂低于正常值，家长应该给予更多的

重视。

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儿科门急诊主任

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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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自推出健康团微信群以来，广大网友积极参与其中，还提出了不少健康问题，我们邀请各大医院医生为群友答疑

解惑，现将医生解答和建议刊登，供读者参考。

孩子瘦小 别总怪微量元素

很多家长总担心孩子缺乏微量元素，因为

广告里常说个子小、头发少、注意力不集中、不

爱吃饭挑食，都是缺锌造成的。 搞得家长们觉

得孩子不是缺钙就是缺锌。首先我们要搞清什

么是微量元素。 所谓微量元素，就是每日需要

量小于 100 毫克的元素，主要有钙、铁、锌、镁、

铜、铅。 其中钙主要参与体内许多神经递质的

传递及骨骼的钙化，铁参与人体血红蛋白的合

成（血红蛋白低就是贫血），锌主要参与体内

一些酶的构成，这些酶参与味觉的感受、生长

发育、伤口愈合等。

健康团医生答群友问

孕吐伤身

专家教你中医养胎

明

天

7月 15日上午， 贵州省人民医院门诊大楼的广场

上，省医儿科为庆祝建院 70 周年，开展主题为“共守

护，童成长”暑期跳绳比赛。

本次活动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及家长参加。比赛分为

四组，参与小朋友、家长、矮小人联谊会成员、省医儿科

专家各一组。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了各组的前三名

并颁发奖项。 同时，省医表示，7月 17日 - 21日，该院还

将举办矮小症义诊周活动， 前 50名符合矮小诊断标准

的孩子将免骨龄检查费（针对未治疗的孩子）。

省医儿科邱钟燕主任介绍，对于孩子生长发育和长

高问题，社会和家长存在很多误区，使孩子错过了最佳

的干预治疗时机。目前临床上一般用标准差法或百分位

法来判断身材矮小，即儿童身高低于同年龄、同性别、同

地区、 同种族正常儿童身高的 2 个标准差或 3 个百分

位，就可以诊断为矮小症。 如果孩子在班级站队总是排

在前三名，或比同龄孩子个头矮 5- 10厘米，家长就应该

引起注意。

省医儿科付晓玲主任介绍，正常儿童每年应至少长

5厘米。 观察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首先要判断孩子的

身高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如果父母发现孩子的身高增长

与规律不符， 就应引起注意， 及时到医院就医寻找原

因。 本报记者

喜迎建院 70 周年———

省医儿科举行

暑期跳绳比赛

本周还将举办矮小症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