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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口吃先别急 多数三年内可自愈

□

信息时报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李雯

孩子在该说话的时候不会说话或

者说话时口齿不清、 结结巴巴， 这都

能让家长焦急不已。 广州市妇女儿童

医疗中心康复科主任徐开寿教授指出，

这些言语-语言功能异常在儿童中其实

很常见。 其中， 家长对于发病率较高

的口吃十分关注， 需不需要治疗、 治

疗效果如何、 怎么治疗成为他们关注

的焦点。 对此， 徐开寿表示， 75%的口

吃患儿会在 2~3 年间自愈， 但有效的

训练可以缩短治疗过程。

75%口吃儿童能自愈

“语言障碍和言语障碍并不相同，

语言障碍为交流符号的使用出现问题，

言语障碍则是口语出现问题。” 徐开寿

解释， 语言障碍主要有语言发育迟缓

和失语症

（失去讲话能力）

； 言语障碍

主要有构音障碍

（口齿不清）

、 语流障

碍

（说话不流利 ）

和嗓音障碍

（声音

嘶哑等）

。

“语流障碍其实就是口吃， 2~5 岁

是发生的高峰期， 在儿童中有 5~10%

的发生率。” 徐开寿教授表示， 这样的

孩子在对话时多有韵母或词的重复，

但约 75%的儿童可以在 2~3 年内自然

恢复。 但有效的训练可以缩短治疗过

程。

家长语速快或加重孩子说话压力

“造成儿童言语-语言障碍的影响

因素有生理因素和外在因素。 ”徐开寿

教授指出，生理因素包括黄疸、听力问

题、巨舌症、脑瘫等，而外在因素则体现

在小孩生活中存在多种语言环境、带教

抚养存在问题等。 此外，孤独症和精神

发育迟缓的患儿，也会因疾病因素造成

言语-语言功能异常。

徐开寿表示， 造成儿童口吃可能

是因为家长语速太快并给予了正在学

习发育中孩子压力， 也可能是因学他

人不当言语习惯所致。 “在说话慢声

细语的家庭中， 口吃的孩子是很少见

的。” 徐开寿建议， 家庭教育中家长语

速不要太快、 抚养环境要轻松、 减少

与有不良言语习惯的人接触， 可以预

防和治疗口吃； 在治疗上， 应在黄金

时间匹配对应的游戏教学和发音器官

训练、 言语流畅性训练， 也可辅以非

侵入式脑刺激技术。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康复科

治疗师洪小霞介绍， 口吃的孩子做言

语流畅性训练， 可带读有韵律的文章

和跟随节拍器齐读温行， 对于口头交

流存在困难的孩子， 还可进行语言艺

术课程锻炼口头表达能力。 对孩子期

望过高的家长， 她建议对家长进行心

理辅导， 降低期望值和压力， 细化目

标， 减轻孩子压力， 有利于恢复。

记者了解到，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

疗中心已开设华南地区首家“语智同

行” 门诊， 针对言语-语言障碍的儿童

进行治疗。

结扎后再“怀孕”？ 不料是满满子宫肌瘤

40岁的赖女士挺着大肚子， 身边的

同事邻里都以为她怀孕了。 其实， 赖女

士早在2011年生完二胎后就结扎了， 此

时她肚子里的并非胎儿， 而是密密麻麻

的子宫肌瘤。 一个多月前， 她到中山大

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就诊， 该院妇科肿瘤

专科姚婷婷副教授为赖女士成功实施了

腹式全子宫切除术， 为她成功“卸货”。

姚婷婷表示， 多数子宫肌瘤患者没

有症状， 仅在超声检查时偶然发现肌

瘤。 一旦出现宫出血、 腹部包块及压迫

症状、 腹坠胀感、 腰背酸痛等相关症状

就应尽早到医院就诊， 切勿讳疾忌医，

以免把“小毛病” 拖成“大麻烦”。

内心恐惧延误就医

子宫肌瘤悄然长大

十多年前， 赖女士体检时发现子宫

肌瘤， 但当时肌瘤长度只有3厘米， 而

且没有明显不适， 因此没有做特别处

理。 在那之后， 赖女士经历了二胎分

娩， 肌瘤逐渐长大。 但由于内心有恐

惧， 赖女士一直没有就医。 直到今年，

赖女士的肚子越来越大， 甚至同事邻里

都怀疑她怀孕了。 大大的肚子让她时常

腰痛， 觉得实在受不住了， 这才来到医

院就诊。

姚婷婷介绍， 就诊时B超显示子宫

前壁、 底壁、 左侧壁等等都长了肌瘤，

最大的长达11厘米， 最小也有7厘米，

前壁的巨大肌瘤还有一部分位于宫腔

内。 入院后， 姚婷婷即刻为赖女士制定

了诊疗方案。 结合赖女士多发巨大肌

瘤、 压迫症状明显且没有生育要求的情

况， 建议实施腹式全子宫切除术。

术中， 由于供应瘤体的血管很多，

导致出血较多， 手术团队在立即为赖女

士输血的同时， 迅速切除子宫。 经过妇

科肿瘤专科和麻醉科的通力合作， 经历

1小时后， 手术顺利结束。 术后赖女士

恢复良好， 目前已顺利出院。

治疗不必“一刀切”

剔除肌瘤不影响生育

姚婷婷表示， 多数子宫肌瘤患者没

有症状，仅在超声检查时偶然发现肌瘤。

如有症状则与肌瘤生长部位、速度、有无

变性及有无并发症关系密切， 而与肌瘤

大小、数目多少关系相对较小。临床上常

见的症状包括子宫出血、 腹部包块及压

迫症状、腹坠胀感、腰背酸痛、白带增多、

不孕与流产、贫血等。

“子宫肌瘤的治疗要根据患者的年

龄、 症状和生育要求以及子宫肌瘤大

小、 数目和类型全面考虑。” 姚婷婷说，

如果患者无明显症状， 且无恶变征象，

可定期随诊观察。 如果症状轻， 接近绝

经年龄可以选择药物治疗。 如果出现肌

瘤导致月经过多而引起继发性贫血、 肌

瘤引起腹痛等， 就要进行手术治疗。

有患者担心， 子宫肌瘤手术会影响

生育。 对此， 姚婷婷表示， 子宫肌瘤的

手术治疗分为肌瘤切除术和子宫切除

术。 对于无生育要求的、 多发子宫肌瘤

或者怀疑恶变的患者可以选择子宫切除

术。 如果有生育要求， 可以选择肌瘤剔

除术切除肌瘤， 手术不会对生育造成影

响， 但建议术后避孕半年到两年再进行

备孕。

信息时报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张阳 刘昕晨

孩子“熊猫眼” 需警惕过敏性鼻炎

市民梁小姐最近发现， 4岁多的儿

子最近老是发脾气， 而且黑眼圈还特别

明显。 “一开始以为他是晚上没休息

好， 之后发现他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如

此， 特别是上午总是喷嚏不断， 还不停

地流鼻涕。” 梁小姐说， 后来去医院检

查后发现， 原来这“感冒” 是过敏性鼻

炎所致， 而这“黑眼圈” 也是过敏性鼻

炎“惹” 出来的。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喉科主任医

师邹宇指出， 如果发现自家宝宝睡得很

好也还是“熊猫眼” 明显， 特别是还经

常见到宝宝戳鼻子， 或总是反反复复

“感冒”， 那么就该提高警惕， 或许孩子

正受过敏性鼻炎困扰。 邹宇解释， 这是

因为有过敏性鼻炎的人， 可因鼻子、 眼

睛周围皮肤皮下组织过敏原的迟发型反

应而导致眼睑水肿， 静脉回流障碍， 表

现为眼眶周围特别是下眼睑颜色灰暗无

光， 下睑眼袋等， 这种因过敏性鼻炎而

出现黑眼圈或眼袋的现象， 在临床上时

有见到。

“家长只要多留心， 可以发现过敏

性鼻炎与普通感冒之间的不同的。” 邹

宇表示， 一般来说， 过敏性鼻炎常反复

发作， 一天中可能仅发作数次， 以清晨

更为明显， 发作后又恢复正常， 而且过

敏性鼻炎的鼻涕与感冒不同， 感冒鼻涕

是由最初的清鼻涕慢慢变为浓鼻涕， 它

的鼻涕一般是呈清水样的。 如果又再加

上父母中有过敏性鼻炎史， 宝宝眼周黑

眼圈或眼袋明显， 那么就更应该要高度

怀疑了， 最好带宝宝到耳鼻喉科， 以排

除鼻炎的可能。

一旦确诊为过敏性鼻炎， 需在医生

的指导下规范地治疗， 并在日常生活中

注意回避可疑的过敏原， 同时也要注意

居室环境的清洁卫生。

信息时报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林惠芳

幼年发高烧患癫病

误信偏方加重病情

因4岁时的一次高烧，肇庆32

岁女子莫林

（化名）

被癫痫整整折

磨了28年， 甚至还出现了精神障

碍。更不幸的是，由于轻信民间偏

方没有规范治疗， 喝了十几年中

药的她非但病情没有得到控制，

反而愈来愈严重了。

莫林的哥哥回忆，莫林4岁的

时候， 曾有过一次烧到41℃的发

热。当时烧了一天一夜，还出现抽

搐的现象。 7岁的时候，莫林再次

发作。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辗转各

地寻求“名医”，不断尝试用偏方

治疗莫林的疾病。直到2015年，莫

林在一次发作的过程中精神、行

为表现十分异常。 意识到问题严

重性， 莫先生带她到广东三九脑

科医院医院求诊。 最终被诊断为

难治性癫痫。

经过规范化的治疗， 莫林的

病情得到了有效地控制。 但近两

年来，由于各种原因，莫林偶尔会

自行停药， 导致癫痫发作的频率

加快。为寻求进一步的诊疗，莫先

生再次把莫林送到了广东三九脑

科医院。

该院接诊的癫痫内科主任胡

湘蜀解释， 小孩高烧持续时间过

长，容易造成脑部损害，形成癫痫

灶，导致癫痫发作。癫痫是一种成

因比较复杂的神经疾病， 但由于

普通百姓对癫痫病的认识不足，

导致经常会有听信秘方、 偏方能

治愈而盲目求医的现象。

胡湘蜀说， 该患者在病情得

到控制后， 就自行偶尔停止服用

药物，导致癫痫再次发作。再加上

患者双侧颞叶内侧及岛叶有异常

信号， 所以患者癫痫发作的频率

不仅加快， 还出现了精神异常的

症状。

信息时报记者 谢菁菁

通讯员 郑琳

“

75%

的口吃患儿

会在

2~3

年间自愈 ，

但有效的训练可以缩

短治疗过程”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

疗中心康复科主任徐开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