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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孩子行为异常， 家长通常会

想到可能是某种“病”，第一反应就是

给孩子看病吃药， 然而南方医科大学

珠江医院儿科神经康复副主任方素珍

表示，幼儿时期的行为异常，如不爱交

流、有自闭倾向、多动等问题，其实可

在经过专业评估后， 配合用感统训练

的方式去矫正，“父母的有效陪伴以及

充分的运动对于幼儿期的孩子而言，

十分重要。 ”

“现在孩子们的玩伴大多是电子

设施，家长通常因为忙于工作，在孩子

还小的时候就给其玩手机、ipad，其实

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方素珍指

出，在临床上发现，很多孩子表现出的

交流障碍和语言障碍等， 并不一定就

是自闭症， 而是带养方式不恰当导致

的，“这些孩子可能存在感统失调问

题，如果能够加强运动，同时进行有目

的的训练教育，可提高大脑功能，从而

矫正孩子的异常行为。 ”

方素珍称，3 岁以前的孩子，抽象

思维能力还没有充分发育，因此，他们

要通过感觉器官感知， 并通过身体运

动才能认识真实的世界，“孩子的行为

异常越早纠正的效果越好，从临床看，

1 岁以前纠正的效果最佳，3 岁以后纠

正的效果会比较差。 ”

方素珍举例称，曾经有一位患儿，

喜欢玩电脑游戏， 长期游戏使得小孩

变得脾气臭、胆子小、少言寡语，有一

天突然全身抽动呼吸急促， 家长赶紧

带孩子到珠江医院就诊。 经过检查和

评估后，发现孩子小时候过度扶抱，缺

乏运动，膈肌发育不好，加上长期宅在

家里玩游戏，导致交流障碍脾气臭。在

经过感统训练后， 孩子的身体力量得

到改善，并让家长多陪伴孩子，加强体

育锻炼，进行有效陪伴。

方素珍表示，运动发育是从抬头，

到翻身，到坐、爬、站、走，一点一点积

累而来。 与运动不同的是， 感统看大

脑，发育如造楼，大脑感觉越好，加工

能力就越来越高级高效， 对于大脑来

说，感觉就是如同食物一样的营养。家

长知晓这些基础知识， 有助于理解自

己孩子的问题， 可指导家长更好地养

育孩子，鼓励孩子放下手机，还孩子运

动的时间， 从而有利于孩子更好地成

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谢菁菁

通讯员 伍晓丹

扭转对骨关节损伤最大

跳广场舞太“过火”，小心骨关节炎找上门

常见的观点认为，骨关节炎是因为

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这其实是一种误

区。广东省人民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医师

郑秋坚教授指出，骨关节炎和骨质疏松

是发病机制截然相反的两种疾病，走路

酸软、久坐关节不适，是关节软骨损伤

的早期症状， 应及时做好保健甚至就

诊，避免发展为骨关节炎。

骨关节炎“重女轻男”

“骨关节炎不是缺钙引起， 而是软

骨损伤或代谢改变之后导致软骨退化

引起的一系列病理改变。”郑秋坚表示，

由于骨关节炎和骨质疏松的发病机制

相反，在流行病学调查中显示，二者发

生的患病人群特征也不同。骨关节炎的

患病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同时与职业和

生活环境有关。重体力劳动者和职业运

动员更易患上骨关节炎，同时相比于普

通群众，他们患上骨关节炎的年龄也会

相对更早。

“骨关节炎多发于绝经后女性，虽

然目前还不清楚其确切的发病原因，但

肯定与内分泌和雌激素减少、慢性损伤

的积累有很大关系。”郑秋坚表示，骨关

节炎在50岁左右的人群中患病率为约

40%，在70岁以上人群中患病率则高达

70%~80%， 和人体的退化衰老有关，因

此也称为退化性关节炎。 人体的软骨，

从30岁就开始退化。因此，30岁之后，骨

关节炎开始需要警惕。走路觉得腿脚酸

软，久坐关节不适，是最早期的软骨损

伤现象。 出现久坐不适时，应起身活动

活动腿脚，或以坐姿抬高腿部等方式使

关节液流动，让关节得到“营养补充”，

缓解不适。

肥胖者减肥可减轻关节炎症状

当来到软骨退化的年龄、或出现软

骨损伤的早期症状时， 如何进行保健？

补充帮助软骨生长的食品或药品是关

键。 郑秋坚指出，氨糖（氨基葡萄糖）是

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成分，目前研究表

明其对骨关节软伤没有直接疗效作用，

但在临床上，却不乏早期患者通过服用

氨糖而得到症状改善、达到延缓手术时

间的效果。 为人熟知用于美容的玻尿

酸，即玻璃酸钠，也应用于骨关节炎患

者的治疗，对于患病时间较长、服药没

有作用、 患处出现明显改变的患者，可

以注射治疗。

骨关节炎一旦出现症状，对活动能

力会马上造成影响， 因此需要立即就

诊。 在上述治疗无效，或发展至严重程

度的患者，如疼痛严重、顽固，出现明显

畸形

（

O

型腿、

S

型腿）

，关节弯曲伸不直

等情况者，则需进行手术治疗。

对于重度肥胖的骨关节炎患者，减

肥是最直接、最明显的治疗手段。 郑秋

坚表示， 在保护关节和治疗方面来说，

肥胖是骨关节炎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

因素， 重度肥胖对关节有直接损伤。

BMI

（身体质量指数）

超过35的患者，只

要在3个月内减去体重的5%，症状就会

得到明显的减轻。

水中运动关节负荷最轻

其实，喜欢跑跳的年轻人，或爱穿

高跟鞋、走楼梯的“胖女孩”，也可能出

现髌骨软化症这种骨关节炎的早期征

兆，这会导致走路感觉酸软疼痛、关节

积液、膝前痛。不良的运动习惯，是导致

骨关节炎发生的危险因素。

“一般慢走对关节不会有太大影

响，快跑尤其上坡都会有影响。 除非关

节周围肌肉力量和韧带强劲，足以吸收

运动冲击。 ”郑秋坚指出，在慢走上，普

通人最好将步数控制在6000~8000步，

过度运动，盲目追求步数“破万”，事实

上对关节会有所损伤。 当然，经常走路

的市民，只要觉得适当，多走一些也没

有问题。

郑秋坚建议， 适当运动对人体有

益，但运动方式和强度、频率要对，不要

追求超过人体极限的运动。 其中，对关

节负荷最轻的是水中运动，对肌肉和关

节都有好处，骨关节炎患者康复后的恢

复运动最好从水里开始。

长者们钟爱的广场舞，竟也是患上

骨关节炎的危险因素之一。“扭转、旋

转，对于关节来说，损伤最大，因尽量避

免。 ”郑秋坚指出，常有一跳广场舞，就

出现关节积液的患者前来就诊，“治疗

好了再去跳，跳完立刻又来就诊。”跳广

场舞，应尽量避免较大的扭动动作和太

剧烈的舞动， 可用护膝等防护工具辅

助。

信息时报记者 廖温勃

实习生 毛洁 通讯员 张蓝溪 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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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节

省医骨科中心有义诊

为庆祝医师节，广

东省人民医院骨科中

心将在

8

月

19

日当天举

行骨关节科普义诊 ，

主 要 以 科 普 宣 教 为

主 ， 现场进行医患对

话答疑解惑 ， 并提供

骨关节相关治疗药物

定量免费赠送给有需

要的患者。

改变孩子不爱交流问题

父母的有效陪伴很重要

专家指出，孩子出现了异常行为，

并不是简单给一个药物就能解决的 ，

从康复的角度来讲， 这种治疗方式非

常粗糙。 异常行为需要从脑功能进行

评估和分析，结合家庭教育、个体及环

境背景因素，来追索根源，对因处理。

另外，儿童康复并不是要求每一个

孩子都可以康复成跟普通人一样，儿童

康复就是要求要包容瑕疵、 包容缺陷，

享受环境探索中的快乐。同时培养每一

个儿童的生活技能，即具备积极有效处

理日常生活的需求和挑战的能力。

专家：

孩子异常行为需从

脑功能评估和分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简文杨 李饶尧）

上周， 黄先生家里添

了个大胖小子，全家欢呼雀跃，视若珍

宝，但洗澡时，孩子妈妈突然发现胖小

子两边的“蛋蛋”不一样大，这让全家人

心情急转谷底，陷入恐慌：孩子到底出

了什么问题？ 黄先生急忙带着宝宝到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泌尿外科就诊，

经该科主任医师王德娟接诊并检查后，

发现宝宝为交通性鞘膜积液，马上收治

入院并进行手术治疗，术后当天即康复

出院。

大量积液时可能会影响排尿

引起男娃双侧阴囊不一样大小的

原因有很多，王德娟解释说，其中一个

常见的病因就是鞘膜积液。 什么是鞘

膜积液？ 鞘膜囊内积聚的液体增多而

形成囊肿者，称为鞘膜积液。

在胚胎早期，睾丸位于腹膜后第2~

3腰椎旁， 以后逐渐下降，7~9个月时睾

丸经腹股沟管下降至阴囊。 同时附着

于睾丸的腹膜也下移形成鞘状突。 出

生前后鞘状突大部分闭合，仅睾丸部分

形成一鞘膜囊。 正常时鞘膜囊仅有少

量浆液， 当鞘膜的分泌与吸收功能失

去平衡，如分泌过多或吸收过少，都可

形成鞘膜积液。 鞘膜积液分为睾丸鞘

膜积液，精索鞘膜积液，睾丸、精索鞘

膜积液

（婴儿型）

，以及交通性鞘膜积液

（先天性）

。

王德娟指出，交通性鞘膜积液尤为

值得宝宝父母注意。 因为它又称先天

性鞘膜积液，是鞘状突完全未闭合，鞘

膜囊可经一小管与腹腔相通。 有时可

有腹腔内脏器进入鞘膜囊， 导致先天

性腹股沟疝。 得了交通性鞘膜积液，小

孩可能并不会有任何疼痛感，然而家长

可在阴囊或腹股沟处观察到肿胀，呈慢

性、无痛性逐渐增大，肿胀可能在躺下

或休息时减轻， 于活动增多或哭闹时

变得更明显。 积液少时无明显不适，积

液量多时才感到阴囊下坠、胀痛和牵扯

感。 大量积液时有可能会影响排尿、行

走，合并腹股沟疝时，可能发生嵌顿疝。

出现触痛或不适需立即就诊

患上这种疾病， 该如何治疗？ 王

德娟介绍， 如果孩子出生时就患有交

通性鞘膜积液， 则需要在每次的儿科

保健体检时格外注意这方面的检查，

一直到孩子满1周岁， 通常积液可自行

吸收消退。 如果积液超过1年， 建议采

取外科手术解决。

王德娟表示， 一方面， 这是为了

移除阴囊内的液体， 另一方面也是为

了修补腹腔和阴囊之间的开口。 如果

合并腹股沟疝， 孩子阴囊部位肿块平

躺无法回纳、 出现触痛或存在难以描

述的不适感， 这可能提示出现了嵌顿

疝， 需立即就诊， 可能需要紧急外科

手术治疗。

据介绍， 目前治疗交通性鞘膜积

液的主要手术治疗方式有两种： 传统

开放手术， 沿腹股沟切口或下腹部切

口， 处理皮下各层结构， 游离鞘状突

至内环后结扎。 腹腔镜手术， 脐部周

围小切口， 建立通道及气腹后即可观

察到未闭的鞘状突， 用带线针经皮肤

穿刺进行结扎。 相对来说， 腹腔镜的

优势更大， 手术时， 可同时观察双侧

鞘状突， 减少对侧二次手术的风险，

且切口小不影响外观。

宝宝蛋蛋不一样大？ 有可能是鞘膜积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