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知道吗？儿童学习困难，是学习技能的发育障碍；身材矮
小，是身体成长的发育障碍。能治疗吗？六一儿童节，听南阳张
仲景医院儿科专家公益讲座课——

破解学习困难、身材矮小的密码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家庭的希望。但是，孩子问题，往往让家长头疼。

家长一：“我家孩子的智力正常，智商很高、很聪明，为啥学习成绩就是不好呢？”

家长二：“我家孩子的个子比同龄人低几厘米，这是怎么了？”

专家告诉家长一：您的孩子很有可能患上了学习困难综合征；告诉家长二：您的

孩子很有可能患上了矮小症。

儿童问题 不容忽视

那么，什么是学习困难综合征？

准确地讲，学习困难综合征是

指智商（IQ）在70分以上的儿童，在
发育的早期阶段获得技能的正常方

式受损。表现为在良好的教育条件

下，没有达到同龄儿相应的能力，且

在口头表达、书面表达、绘画、基本

阅读技能、阅读理解、数学运算和数

学因果关系分析等方面存在一项或

多项障碍，而其他技能正常。学习

困难的病因复杂，是生理、心理、家

庭社会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87.8%的学习困难儿童伴有精神
心理问题（多动、攻击行为、躯体性

诉述、抑郁、违纪、社交退缩等）。

因此说，学习困难综合征是一

种疾病。

所谓的矮小症是指儿童的身高

低于同性别、同年龄、同种族儿童平

均身高的2个标准差，年生长速度≤5
厘米者。身材矮小，很多职业都受限

制，同时也会让人产生自卑的心理。

医疗干预 破解难题

既然学习困难综合征、矮小症

是一种疾病，那就必须通过医疗干

预才能破解。那么，我们怎样尽早

地发现它？预防它？治疗它？

六一儿童节期间，南阳张仲景

医院儿科专家将开展公益讲座，为

大家破解问题密码。同时，开展免

费义诊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6月2日上午10点：学习困难综
合征公益讲座课

主讲专家：张炜，主任医师、教

授、硕士生导师、著名儿科专家。

主讲主题：让学习不再困难。

地点：南阳张仲景医院养生坊

一楼仲景厅。

6月2日-3日
主讲专家：郑军，硕士研究生。

地点：南阳张仲景医院康复

中心。

对于感觉学习困难的儿童，义

诊期间免费开展：

1.学 习 障 碍 儿 童 筛 查 测 评
（PRS）；

2.瑞文标准智力测试（RIT）；
3.韦氏（Wechsler）智力测试；
4.多 动 症 诊 断 测 评 量 表

（SNAP-Ⅳ）；
5.自闭症儿童行为检查表测评

（ABC量表）；
6.儿 童 感 觉 统 合 能 力 发 展

测评。

同时，给予免费矫治体验：感觉

统合治疗、经颅磁刺激、脑循环、耳

针、耳穴压豆、中药、心理治疗等。

6月3日上午10点:儿童矮小症
公益讲座课

主讲专家：牛宛柯，副主任医

师、著名儿科专家。

主讲主题：正确认识孩子的终

身高。

地点：南阳张仲景医院儿科门

诊3诊室。
对于咨询矮小症的儿童，义诊

期间免费开展：

1.免费诊断；
2.赠送0-18岁身高卡，赠送精

美身高及视力表；

3.矮身材儿童拍骨龄片者免费
赠送一本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的《矮

身材儿童营养指南》；

4.评估孩子终身高；
5.增长身高的个体化建议。
同时，给予免费矫治体验：点对

点穴位推拿。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任何些微的阴霾都有可能伤害儿童身心
健康。因此，南阳市眼科医院小儿眼病中心以自己的社会担当和
精湛的医术——

守护孩子心灵那扇窗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记者

走进市眼科医院小儿眼病中心，在

眼病中心主任、眼科专家刘小林的

诊室，围绕在刘医生周围的都是一

群孩子。

小儿眼病中心是由小儿眼科

门诊、斜弱视门诊、弱视治疗康复

中心组成，是我市专门诊治14岁
以下各类儿童眼病的科室，各种小

儿眼病在这里都能得到系统专业

的诊治。

该中心主要开展各类儿童眼

病的防治工作，重点是儿童视力检

测，眼病的筛查，屈光不正、弱视的

综合治疗，斜视的手术与保守治疗

以及先天性青光眼、先天性白内

障、新生儿泪囊炎、先天性上睑下

垂等儿童常见眼病和复杂眼病的

治疗。

本报记者 李贺 通讯员 李霞

儿童近视可防可控，

重在早做眼睛健康管理

苗苗爸妈不让她看电视也不让

她玩手机，但刚上小学一年级，她还

是患了真性近视。

因此，从事眼科临床工作20余
年的专家刘小林，在谈到近视对眼

睛的伤害时说，80%以上的近视是
因用眼过早、用眼过度所致，而治疗

近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所

以，保护眼健康是一个系统的社会

工程。儿童近视可防可控，重在早

做健康管理。就像我们需要进行健

康管理一样，孩子的眼睛健康也要

进行系统管理，定期进行眼科检查，

不要等近视了再来看医生。

为了使更多的家长和老师重视

眼健康，该中心经常组织专家深入学

校开展眼健康知识讲座，同时，对学

生进行视力筛查。假性近视及时治

疗，真性近视合理矫正，控制发展。

发现小儿斜视，及时

治疗保护视功能

斜视也是影响孩子视力健康的

一个重要问题。

斜视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性——自卑。这类病人需要治疗

的不仅仅是眼睛，他们的内心更需

要引导与鼓励，需要更多的爱与

关怀。

刘小林说，她做过的斜视手术

中，年龄最小的是 18个月大的小
孩，患有先天性内斜视。孩子一旦

发现有斜视的问题，就需要早点做

手术。斜视手术除了矫正眼位，改

善外观，更重要的是恢复双眼视功

能。如果不及时治疗，甚至会影响

面部及脊椎发育。

市眼科医院小儿眼病中心开展

的斜视矫治手术非常成熟。通过手

术治疗后，斜视患儿能克服自卑心

理，重拾自信，为今后的升学、就

业、生活扫清障碍。

重视弱视问题，抓住

治疗关键期

保护儿童眼睛，还要重视弱视

问题。

一旦诊断为弱视，即使戴上眼

镜视力依然不好，立体视觉也受到

影响，长大后无法从事测绘、驾驶等

精细工作。高考志愿、参军、报考公

务员也可能受限。

刘小林说，小儿弱视治疗的关

键期是3岁到5岁，这个阶段治疗效
果非常好，12岁以前都可以治疗，一
旦过了12岁治愈希望很小，将会影
响未来的生活和就业。因此，她提

醒家长重视弱视问题，让弱视孩子

能及时得到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

的治疗。

6大诊疗特色，让小儿
眼病得到专业诊疗

众所周知，儿童是眼病的高发

人群。儿童由于处于身体发育的重

要时期，各个身体机能还发育不健

全，所以儿童眼科疾病具有较高的

复杂性，对医生要求也很高。

那么，小儿眼科中心可以为孩

子解决哪些眼疾？ 刘小林介绍说，

小儿眼科有6大诊疗特色，包括斜
视的诊断及手术治疗、弱视的矫治、

视疲劳和假性近视的缓解及治疗、

延缓真性近视的发展、儿童屈光不

正的医学验光、小儿眼疾的筛查治

疗及保健。

以高尚的医德抚慰伤痛，以精

湛的医术解除病痛，这就是市眼科

医院小儿眼病中心的社会担当，正

是有了这份担当，他们才赢得社会

和家长的信任，守护住孩子们的心

灵之窗。

口腔健康应从娃娃抓起
核心提示：

关注儿童健康，就是关注儿童。

口腔健康是儿童健康的重要组

成部分。南阳市口腔医院是河南省

南阳市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

的实施单位，是南阳市中小学生口腔

健康教育基地，承担着南阳市儿童口

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牙齿免费

窝沟封闭工作和规范化儿童口腔健

康教育推广工作。该项目自2016年
10月份实施以来，南阳市口腔医院已
完成国家及省项目办拨的 9000颗
“六龄齿”窝沟封闭任务，全市近5000
名7~9岁适龄儿童受益。近日，被评
为“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口腔健康教

育强化推广工作二等奖”。

为了提高儿童口腔健康质量，

南阳市口腔医院经常深入社区、学

校对孩子们进行健康教育，同时举

办校园口腔知识大奖赛，让更多的

孩子学会爱护自己牙齿。在口腔疾

病治疗方面，该院荟萃专家队伍强

化儿科实力，定期选送从事儿童口

腔医生至上海交通大学第九附属医

院、武汉大学口腔医院、第四军医大

学等国内知名医院儿童口腔科进修

学习。用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术，

为儿童口腔健康保驾护航。在六一

儿童节到来之际，健康专版特邀市

口腔医院的专家撰文，为家长和孩

子们答疑解惑。

市口腔医院党总支书记、主任医师 姚遥

世界卫生组织把12岁儿童龋齿率
定为判断一个国家牙齿健康水平的标

准，据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

示，在所有的龋齿中，窝沟龋齿占平均

龋齿的90％。我市窝沟龋齿的发生率
占全部龋齿的92％，成为龋齿的最高
发位置。因此，有效阻止牙齿窝沟发

生龋齿是整个防龋齿工作的重中

之重。

那么，什么是窝沟与窝沟封闭呢？

窝沟是上下牙咀嚼食物面上深而

窄的沟，其形状通常类似瓶颈，食物残

渣、细菌等有机物很容易嵌塞在这些

隙沟里，它为细菌积聚、生长繁殖提供

了一个微生态环境。细菌在这平静而

隐蔽的环境中，利用食物中的糖类（碳

水化合物）繁衍生长，并在代谢过程中

产生酸性物质，腐蚀牙齿，形成龋洞。

人的牙齿如果发育、钙化得非常好，这

些窝沟就会很浅，使这个咀嚼面非常

光滑，不易积存食物，也就不易发生

龋齿。

窝沟封闭就是将这些窝沟用特

制的高分子材料填充、封闭起来，使

食物无法进入窝沟，只要封闭剂不脱

落，就能完全杜绝龋齿在窝沟部位

发生。

对儿童而言，由于九成以上的龋

齿发生在窝沟，因此，所有适龄儿童都

应考虑进行窝沟封闭。

窝沟封闭虽然效果很好，但不是

每个人都需要这种措施，如果牙齿发

育状况很好则不必进行。但由于许多

细小的窝沟肉眼根本无法看到，判断

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建议所有的

适龄儿童及时到医院进行咨询，需要

做的人应该及时接受治疗。如果孩子

的乳牙龋齿本来就非常多，那么在第

一恒磨牙完全萌出后，更要及时进行

窝沟封闭。

窝沟封闭的全过程不会有任何的

疼痛感，对孩子来说就像每次刷牙一

样轻松。

儿童窝沟封闭 有效预防龋齿

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II科主任 崔彩霞

龋病俗称“虫牙”、“蛀牙”，是口腔

主要的常见病，也是人类最普遍的疾

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其与肿瘤

和心血管疾病并列为人类三大重点防

治疾病。

受饮食结构改变及口腔健康行为

等因素影响，我国儿童患龋病呈上升趋

势，但接受治疗仍处于世界很低水平。

据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调查报告显

示，我国5岁儿童乳牙患龋率为70.1%，
比十年前上升了5.8个百分点；12岁儿
童恒牙患龋率为34.5%，比十年前上升
了7.8个百分点。

龋病是细菌性疾病，最初的表现是

牙齿局部变色，一般为黑色，有时在上

前牙表现为白垩色改变，进而牙齿表面

硬组织剥脱，形成龋洞。由于乳牙钙化

程度低,龋齿发展迅速,可以继发牙髓炎
和根尖周炎，最终导致牙齿丧失。

龋病不仅影响儿童口腔健康，还

影响全身健康。龋病可以引起孩子牙

痛，牙龈、面部肿胀，甚至高热等全身

症状。龋病长期得不到治疗，可造成

儿童偏侧咀嚼，双侧面部发育不对称；

还影响恒牙的正常发育和萌出。如果

没有健康的牙齿，孩子就不愿吃纤维

多的蔬菜和肉食，造成偏食等不良饮

食习惯，影响正常生长发育。

虽然乳牙终将被替换，但不能忽

视乳牙龋病，以免给儿童口腔颌面部

和全身带来不良影响。另外，替牙期

恒牙萌出后滞留的乳牙和多生牙应及

时拔除，以减免牙颌畸形的发生。

建议家长定期带孩子到专业口腔

医疗机构进行口腔健康检查，做到早

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乳牙龋齿不补危害大

市口腔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 张宗德

当腺样体肥大超过一定程度时，会导致很多

疾病。

引发鼻塞和鼻窦炎。腺样体肥大堵塞了鼻腔

后部，影响通气。此外，因为引流不通畅诱发鼻

窦炎，主要表现为脓鼻涕，而且症状持续时间

长，容易反复发作。还有一些孩子因为鼻涕倒流

到咽喉部，总会有习惯性“吸鼻涕”的动作，或

者有“吭吭”清嗓子的动作，也可能是腺样体出

了问题。

压迫咽鼓管，诱发中耳炎。咽鼓管是连接

中耳和鼻腔的一个管道，当这个管道的开口被

腺样体挤压时，会导致中耳负压和积液，诱发

中耳炎，直接危害听力。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耳

朵疼、看电视时开的音量较大以及对声音反应

迟缓。

导致腺样体面容。腺样体肥大会堵塞鼻腔，

导致长期张口呼吸，会引发面骨发育发生障碍，

颌骨变长，腭骨高拱，牙列不齐，上切牙突出，

唇厚，缺乏表情，出现所谓“腺样体面容”。

影响儿童睡眠及生长发育。当腺样体肥大引

发呼吸不畅时，表现就是张口呼吸或者打小呼

噜，严重时可引起血液中氧浓度下降，同时造成

睡眠过程的不连续。这些都直接影响生长激素的

分泌，导致患儿的生长发育落后于同龄儿童。

总之，当家长发现孩子常常鼻塞、听力不

好、牙齿生长不齐以及发育落后时，要引起重

视，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检查腺样体。

儿童腺样体
肥大危害多

儿童牙列不齐
要把握好治疗时机
市口腔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王照林

儿童的牙列不齐一定要把握好矫正时

间。

如果患者仅有牙列不齐，无颌骨发育

异常，最佳的矫治时间应为12岁-14岁，
此时第二恒磨牙初萌或尚未萌出。如果患

者既有牙列不齐又伴有颌骨发育异常，如

“地包天”、脸部偏斜等，应早期发现、早

期治疗，一般在儿童3岁半后能够配合医
生即可接受治疗。由于各种因素引起的上

颌前突或下颌后缩，临床表现为门牙朝

外，俗称“龅牙”，绝大部分患者是由于

上颌过度发育或下颌发育不足引起，矫治

的最佳时机应在10岁以前。家长应定期带
孩子到医院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以免错过最佳时机。

本期客座专家：

市口腔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刘中寅

口腔健康是儿童健康的重要组成部

分，所以说，口腔健康要从娃娃抓起。

大量的临床试验和研究表明，大多

数口腔疾病都与细菌有关，它可以直接

造成口腔炎症，如牙周炎、牙龈炎等。

细菌的大量繁殖促使牙菌斑的形成，牙

菌斑又会附着唾液中的沉积物形成牙

石，如果不注意清理就会侵害牙龈，并

恶化口腔环境，造成龋齿(即蛀牙)。
目前，我国成人恒牙的患龋齿率为

49.88％，儿童乳牙患龋率为 76.55％，
中小学生的牙周病发病率达70％。牙龈
炎的主要症状是牙龈红肿、出血，牙龈

炎是牙菌斑中的有害物质长期作用的结

果。牙周炎往往开始于青少年，由长期

得不到治疗的牙龈炎发展而来。因此，

家长必须重视儿童龋齿的预防和治疗，

对新萌出的恒磨牙和前磨牙进行窝沟封

闭，及时拔除滞留的乳牙、多生牙，发

生龋齿后要及时治疗。而预防牙周病也

要从儿童时期入手，最主要的方法是通

过刷牙清除牙菌斑，防止菌斑堆积。

口腔是一面镜子，如果从小能做到

牙齿清洁、无龋洞、无痛感、牙龈颜色

正常、无出血现象，那么，成年后患口

腔疾病的概率就会大大减少。

说到口腔保健，不得不提患唇腭裂

的儿童。唇腭裂不仅严重影响面部美

观，还因口、鼻腔相通，直接影响发

育，经常导致上呼吸道感染，并发中耳

炎。市口腔医院是国家和省慈善总会确

定的河南省首批“微笑列车”唇腭裂免

费手术定点医院，凡3个月以上的唇裂
（双侧唇裂6个月以上）、1岁以上的腭
裂患儿以及各年龄组需要的唇（鼻）畸

形再次修复、腭瘘修复、腭咽成形术

（发音重建）、牙槽突裂植骨术的患儿到

我院手术，均免除手术费、医药费、住

院费、检查费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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