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建议， 出门逛街、购

物 、运动 、爬山时 ，可以穿舒

适、 轻便的运动鞋或休闲鞋。

有些场合确实需要穿高跟鞋，

可以穿

2

厘米或

4

厘米高的

高跟鞋，避免细高跟。

对于需要长时间穿高跟

鞋的女性来说，平时可以进行

踝关节、腿部和腰部的放松活

动， 睡觉前多用热水泡脚，尽

量减少高跟鞋带来的损害。

专家提醒

避免穿“细高跟”

多动症分三种类型

以下出现6点或有多动症倾向

多动症分三种类型

以下出现6点或有多动症倾向

长期穿高跟鞋，小心腰椎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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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资讯

早期智力开发过量 或致孩子多动

近日， 记者从广州市红十字会

医院了解到， 近年来因孩子患有多

动症而到医院求助的父母越来越

多。 医生建议，家长需对患有多动症

的孩子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包容，但

不应该过度溺爱。

信息时报见习记者 黄慧 记者 张漫

通讯员 孙冰倩 胡颖仪

近年来， 因为孩子患多动症而向广

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儿内科主任余韶卫求

助的父母越来越多。“一方面是人们的认

识水平提高了，知道这是多动症，开始向

医生求助。 ”余韶卫说，“另一方面也和现

在的教育措施不当有关， 家长对孩子太

溺爱，导致孩子多动症发病增加。 ”

余韶卫说，“天生调皮” 用来形容多

动症孩子不无道理， 因为遗传是造成多

动症的重要原因。很多患多动症的孩子，

其家族都有多动症病史。 大约40%的多

动症患儿父母， 其同胞和其他亲属在童

年也患此病。 单卵孪生儿多动症发病率

较双卵孪生儿明显较高， 多动症孩子同

胞比半同胞

（同母异父 、异母同父 ）

的患

病率高，而且也高于一般孩子。 可见，多

动症与遗传因素密切相关。

据介绍， 母亲怀孕时的生活习惯例

如营养、作息、情绪等都会影响到孩子。

余韶卫曾经遇到一名患有多动症的小

孩，其症状表现为晚上睡不着，经常要在

床上折腾到凌晨一两点。后来，余韶卫得

知小孩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经常熬夜打

麻将，“这或许是造成他多动的直接原

因”。

余韶卫表示， 后天的营养和教育也

要注意，营养要全面，缺钙、缺锌会促成

多动症；还要对孩子进行合理教育，早期

智力开发过量， 使外界环境压力远远超

过孩子力所能及的程度， 也是当前造成

儿童注意力涣散、多动的重要原因。

多动症与遗传因素

密切相关

针对患有多动症的孩

子， 余韶卫建议家长使用

“忽略疗法”。

“忽略治疗” 并不是忽

视孩子，而是对孩子一些异

常行为更加包容。有时孩子

的行为往往只是为了引起

他人的关注，家长如果采取

粗暴的态度很可能会激化

孩子的性格异常。 因此，余

韶卫建议家长学会提供良

好的支持性环境，学会与孩

子共同制定明确的奖惩协

定，有效避免与孩子发生矛

盾和冲突；正确使用阳性强

化方式鼓励孩子的良好行

为，使用柔性惩罚方式消除

孩子的不良行为。

专家建议使用“忽略疗法”

儿童多动症更与遗传因素密切相关，专家建议家长使用“忽略疗法”

信息时报讯 （见习记者 黄慧

记者 张漫 通讯员 孙冰倩 胡颖

仪）

一双好看的鞋子， 可以让女

性像童话里的灰姑娘一样艳惊四

座。虽说鞋子种类万千，但从没有

一款鞋子能像高跟鞋那样， 让女

性为之深深着迷。

今年32岁的吴女士有穿高跟

鞋的习惯。最近，她发现大脚趾一

侧突起一个硬疙瘩， 长时间走路

会疼痛不已。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

院骨科医师王敏表示， 女性若长

时间穿高跟鞋，可能会引起足部、

膝关节、脚踝等部位的损伤。

“穿高跟鞋，脚趾需要承受身

体的大部分力量。 这种不正常的

走路姿势，不仅会让前脚掌变宽，

大拇指外翻， 还会造成脚底拱桥

筋腱拉扯。 ”王敏说，长期如此，筋

腱会变得松弛， 足弓发生塌陷甚

至消失，最终发展为扁平足。扁平

足是指足弓低平或消失， 在站立

或行走时足弓塌陷， 最终引起足

部疼痛， 这是一种畸形的足部形

态。 这也是为什么长时间穿高跟

鞋，足部会疼痛的原因。

王敏表示， 高跟鞋前部空间

狭小， 容易让脚指甲受到强烈的

外力挤压嵌进肉里， 最终诱发甲

沟炎。 高跟鞋的尖头设计还会导

致脚趾外翻，如果没有引起重视，

后期就必须通过手术矫正。

王敏指出， 穿高跟鞋还会对

腰部造成损伤。穿上高跟鞋后，行

走时重心从胯部被迫上移至腰

部， 腰椎处在紧张状态。 时间一

长， 腰部肌肉和腰椎受到的损伤

越大，到最后发展成椎间盘突出、

骨质增生

（骨刺）

。 很多慢性腰肌

劳损、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女性多

有长期穿高跟鞋的生活史。“现在

有些高跟鞋的高度达到十几厘米

以上，人体的前倾度进一步加大，

重心再次上移。 这样会影响颈椎，

很多女性甚至出现颈肩肌肉劳损

和颈椎病。 ”王敏补充道。

书讯

《这里是中国

2

》

星球研究所 著

中信出版社

2021

年

7

月

《这 里 是

中国2》把我国

近代100年的发

展与变化系统

地、科学地、通

俗易懂地展现

出来。 这本书

分四部分展现

中国人如何重

塑山河———第一部分讲述中国人用

铁路、桥梁、隧道等将中华大地连接

起来；第二部分讲述中国人为了调配

不均衡的电力、煤炭、水、天然气等资

源修建了怎样宏大的工程；第三部分

讲我们为了保护美好家园，为修复生

态环境所做出的各种努力；第四部分

聚焦于中国的航天梦，我们的征途是

星辰大海。

《元宇宙》

赵国栋 易欢欢 徐远重 著

中译出版社

2021

年

7

月

2021 年 是

“元宇宙”元年。

堪比大航海时

代的大迁徙，人

类全面走进数

字世界，开辟鸿

蒙、 创世而生。

创造、 生活、娱

乐，乃至工作的

数字时空，是为

元宇宙。 元宇宙

是“心”的绽放，

是“梦”的具象，是“我思故我在”的全

息展现。 内求于心，外形于物，物物相

生，元宇宙成矣。 或许，互联网的终极

形态就是“元宇宙”。

《他山之石：鲁迅读过的

百来篇外国作品》

陈漱渝 姜异新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8

月

北京鲁迅博

物馆前副馆长陈

漱渝、 北京鲁迅

博物馆研究员姜

异新，两代学者，

通过前后30余年

孜 孜 不 倦 的 探

寻， 终于从一个

重要的侧面回答

了“周树人为什

么会成为鲁迅”。《他山之石：鲁迅读过

的百来篇外国作品》 中收入了鲁迅曾

经读过的果戈理、普希金、莱蒙托夫、

屠格涅夫、契诃夫、莫泊桑、爱伦·坡等

人创作的38篇作品，还附有一份“鲁迅

读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统计表”。该

书的出版为读者进一步了解和研究鲁

迅提供了另一个全新的、重要的资料。

信息时报见习记者 麦锦婷

儿童常表现为非常好动，性格暴躁、偏执、倔强，做事缺乏思考，

不顾后果，随心所欲进行捣乱，甚至破坏东西、偷窃、斗殴、惹是

生非。

此类孩子平时并不多动，甚至呆滞，看上去很文静，上课时也没

有过多小动作，虽然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但听不进老师讲解

的内容。这些孩子经常丢东西，三天两头丢钥匙、书本之类的；自

我调节能力差，不管给他安排什么任务，都难以完成。

混合以上两种类型的特点。一般来说，冲动型和混合型的多动症

比较容易发现，而注意力缺陷型患儿则常常被家长忽略。

冲动型

注意力

缺陷型

混合型

1.经常在座位上扭来扭去，小动作多；

2.经常离开座位；

3.在一些不该动的场合乱跑乱爬；

4.很难安安静静地玩；

5.经常显得忙忙碌碌；

6.经常话多，说起来没完；

7.经常在问题没说完时抢先回答；

8.很难按顺序等待；

9.经常打断别人或强迫别人接受他；

10.睡觉时身体经常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