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困难？ 可能是病！

多动症，又称注意力缺陷障碍，是儿

童时期较常见的行为异常。 多动症患儿

智力正常，但表现出来的行为不正常，主

要表现在三大方面：

◇

注意力障碍：

精神不集中，上课不

专心听讲。“看起来好像望着老师，但回

答不上问题，经常耍铅笔、橡皮，钻桌子

等，作业也不主动完成，即便在家长的监

督下还是不认真，容易受外界干扰。

◇

行为障碍：

好说好动。“有的孩子

一进我诊断室简直停不下来， 一会儿开

水龙头，一会儿开窗，还要翻桌上一摞病

历。 ”胡天成老师说，这些孩子表现得很

兴奋，抢着说话，啥子都说“我晓得，我

晓得。 ”胡老师说，这样的孩子十有八九

考虑多动症。

◇

情绪障碍：

孩子易怒， 情绪不稳

定，控制力弱，常常因不能满足其要求而

大哭大闹，更严重的是打人骂人。“多动

症孩子精神不能集中， 表现为学习困难

也就不奇怪了。我诊治的孩子中，有人晚

上做作业做到凌晨 1点，这样恶性循环，

让孩子对学习缺乏信心，甚至产生厌学、

逃学、说谎的行为。 ”

一半多动症患儿并发抽动症

抽动症又是什么呢？ 它还有个名字

叫“抽动秽语综合征”。 胡天成老师说，

一半的多动症娃娃有抽动症，“表现为

反复不自主的一个部位或多个部位的抽

动，如频繁眨眼睛、挤眼睛……”

胡天成老师表示， 抽动症的症状常是

从眼睛开始，孩子表现为：挤眉眨眼、皱鼻

子、吸鼻子、喷鼻子、龇牙咧嘴、咬嘴唇、伸

舌头、舔东西、口吃、伸脖子、左右摇动脖

子、挺胸、甩手、弹指、走路有时要倒回去重

新走等，有的孩子有一两个症状，有的是三

五个症状。他认为，不良的家庭环境和教育

方式也是发病的重要因素，家庭不和、父母

离异、过分溺爱等都不利于孩子健康。

治疗不能单靠医药

胡天成老师说， 市面上有一些治疗

多动症、 抽动症的药， 但有的药有副作

用，如停药要复发，吃的时间过长又会导致

嗜睡、不长个、记忆力下降等，所以不能长期

吃。

“我个人倾向于中医的综合疗法。 首先

要调节其脏腑功能，调整阴阳，使其动态平

衡。 家长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求诊。 ”胡天成

老师强调，对于多动症、抽动症的治疗，单靠

医药还不够，家长甚至老师都应该有意识地

帮助孩子走出困境。

胡天成老师说，家有这样的患儿，家长

很累，但是家长一定要有正确认识，那些行

为是孩子无法克制的， 对孩子切忌打骂体

罚。“不要歧视孩子，否则伤其自尊心，让其

再度受伤，对孩子的进步要充分表扬。 在学

习方面，对孩子的要求不要过于苛刻，孩子

压力大，肝气不舒也要生病，只要娃娃努力

就行了。 在饮食方面，不要给孩子吃燥热的

东西，如辣椒、膨化食品等，海鲜河鲜也易使

病症反复。 ”

孩子应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游泳最好，

“千万别学跆拳道，也不要看奥特曼，因为

孩子本就阳气过盛，最好画画、写字啊，做这

些安静的事情。 ”

讲座主题： 多动症和抽动症孩子的治疗

讲 课 人：

“胡小儿”胡天成 博士生导师，四川省首届

名中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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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2日上午，成都七大中医“名小

儿”———“胡、王、肖、熊、寇、常、夏”之中

的“寇小儿”寇岐培、“熊小儿”熊膺明将

分别围绕换季时如何给孩子调理体质增强

免疫力，预防上呼吸道感染，以及简单的食

疗法等主题进行演讲。同时，除了两位专家

的“单场”讲座外，仍然留有家长提问时

间，家长们可将自身感兴趣的问题写在纸

条上，并集中交到专家处统一作答。想要报

名的市民可拨打成都商报热线电话报名，

这场讲座的听众名额增加到 200名。

报名方式：拨打（

028

）

86613333-1

，留

下你的姓名、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入场

时需出示与报名时相符的有效身份证 （一

人一证）。

讲座时间：

9

月

22

日上午

10

：

00～12:00

讲座人数：限

200

位

本期讲座地点：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159

号成都商报社

9

楼会议室

专家简介：

熊膺明：

主任中医师、 四川省名中医， 人称

“熊小儿”，熊式医家第三代传人。擅长治

疗小儿体虚易感之呼吸道反复感染，免

疫功能低下或失调、发热、咳嗽、喘促、虚

汗、过敏性咳嗽、鼻炎、哮喘、小儿体弱多

病之纳差便溏，厌食、腹泻、身高体重不

达标、抽动秽语综合征、尿床、黄疸、便

秘、胃脘痛、扁平疣等。

寇岐培：

寇小儿第六代传人，寇素芳次子，成都

中医药大学毕业，幼承庭训，并师从多位中医

名家，尽得真传。 擅长于儿科，兼攻内科和妇科

病症。 对支气管肺炎、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

哮喘、 毛细支气管炎等小儿肺系高发病症，根

据小儿肺脏娇嫩，表卫未固的生理特点，治以

祛邪扶正，调理脾肺而善后；对于小儿消化不

良、食欲不振、腹泻、身体瘦弱等病症，根据小

儿脾常不足肾常虚的生理特点以攻补兼施，脾

肾并重等治验取得良好的疗效等。

成都商报记者 吴筱颖 何筝 摄影 刘海韵

赶快报名 健康大讲堂第三场周六来袭

阴雨天 健康大讲堂热爆蓉城

继“王小儿”王泽涵、“肖小儿”

肖量于 9 月 8 日亮相 “成都商报周末

健康大讲堂” 首场讲座后，9 月 15 日

上午， 成都商报周末健康大讲堂第二

场讲座在读者的殷切关注中开讲，这

次来了三位儿科专家！ 他们是 “胡小

儿”胡天成、“常小儿”常克和“夏小

儿”夏隆江。

值得一提的是，150 个听众名额不

到 2小时就被市民一抢而光。 而讲座当

天，虽然是阴雨天气，可是商报健康大讲

堂的 FA N S们热情不减， 大家齐刷刷地

前来听讲。上午 9点过，讲座现场已经热

闹非凡。成都商报记者发现，来听讲座的

家长中，爷爷奶奶虽然多，但年轻爸妈还

是占了一半以上。讲座开始前，爸妈们围

住了三大名小儿，叽叽喳喳问个不停。记

者还注意到， 来自华阳的周女士正在一

字一句地誊抄成都商报上周二健康版面

上的内容。 她说：“上周嫌远没去听讲

座，后悔惨了！ 报纸也没买到，这张报纸

是我借那位大姐的。 ”

听讲座 家长们不想说再见

三位儿科专家的讲座一开始，现场

一下就安静下来，家长们都全神贯注地

听起来。 “胡小儿”胡天成老师非常生

动地给家长们讲了关于多动症和抽动

症孩子的预防和治疗， 他手舞足蹈、诙

谐幽默的方式引来一阵阵欢笑。 “常小

儿”常克老师则绘声绘色地为家长们讲

述了“儿科就诊排名第一位”的反复咳

嗽，和免疫力低下“爱生病”孩子的预防

和治疗，同时给家长们普及了体质的基本

辨识方法。“夏小儿”夏隆江老师一上场，

家长们乐了： 没想到久负盛名的 “夏叔

叔”竟然这么年轻！一身红色格子衬衣，看

起来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大讲堂最热烈

的环节当属一问一答的“互动时间”———

三位老师的讲座还没结束，家长们已经按

捺不住， 把自家宝宝的问题写在了纸条

上，指明老师作答。 有读者甚至提出希望

能把大讲堂的内容集结成册上市出版，对

成都商报周末健康大讲堂予以了极大的

认同。

三位专家大受欢迎，讲座结束后还被

家长们团团围住，要不是有人提醒“已经

很晚了，老师们该吃饭了”，恐怕家长们的

问题可以问上一整天。

鼻炎、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如鼻塞鼻

痒、流清鼻涕、打喷嚏、咳嗽等，与感冒

相似，往往被患者混淆，治疗不当会导

致脑部供氧不足、脑梗塞、青少年大脑

发育受损、老年痴呆等症。

咽炎、慢性咽炎：久治不愈易损伤肝肾

咽炎多继发于急性鼻炎、 急性鼻窦

炎、急性扁桃体炎等，长期受化学气体或

粉尘刺激、吸烟、家装污染、化妆品滥用等

也是发病日益增多的重要原因。咽喉炎若

不及时清除， 毒素极易侵入血液循环，引

起全身并发症，特别是急性肾炎、脓毒血

症等高危疾病。多数咽炎患者习惯服用药

物，容易造成滥用抗生素引发咽喉部正常

菌群失调、细菌抗药性加强……

耳聋耳鸣：对中老年患者危害极大

耳鸣往往是耳聋及听力下降的征

兆，耳聋常由中耳炎、听骨链外伤、耳硬化

症、中耳肿瘤引起，这些疾病会不断损伤

耳内器官的生理功能，而这个过程中最典

型的表现就是耳鸣。 因此，耳鸣一旦延误

治疗，会对听力造成严重的损害，出现听

力下降甚至消失，造成彻底性的耳聋。 同

时， 长期耳聋耳鸣往往造成交流障碍，多

引发意外事故、自闭抑郁、老年痴呆等并

发急症。

绿色创新技术援助全省患者

据悉，由成华东区医院和成都红汇耳

鼻喉医院潜心多年研发的创新绿色诊疗技

术“药植入非手术除病灶”疗法，率先实现

了耳鼻咽喉疾病诊疗技术瓶颈的突破，对

病灶进行精准定位解析，把特效专科药物

和营养分子直接植入病灶部位，实现了无

障碍清除病毒，药力全效发挥，辅助受损黏

膜修复完整从而彻底避免复发，被誉为我

国鼻炎、鼻窦炎、鼻息肉、咽喉炎、耳聋耳

鸣诊疗技术的权威高度。

两院现启动该创新疗法四川地区大

型专项诊疗援助， 开辟了诊疗绿色通道、

专家免费会诊、诊疗费用减免等援助。

（吴筱颖）

援助内容

1.

鼻咽喉内窥镜检查免费

(

原价

80

元

)

2.

核磁共振筛查、预防鼻咽喉肿瘤及恶性并

发症仅需半价

350

元（原价

700

元）

3.

丹麦耳测听系统检测耳聋耳鸣仅需

45

元

（原价

90

元）

4.

学生及教师绿色惠民诊疗通道及诊疗费

用减免

5.

持社保卡和新农合卡患者按国家政策报

销

70%～90%

住院费用

援助截止日期：

2012

年

9

月

30

日

红汇专家谈鼻炎：切莫小视鼻炎的危害

换季时节，如何调理体质，增强免疫力？ 如何预防和治疗上呼吸道感染？ 简易食疗法有哪些？

【下期预告】

“成都商报周末健康

大讲堂”重磅来袭！

9

月，大

讲堂将主题定为 “儿童健

康月”，得到成都著名儿科

专家 “胡 、王 、肖 、熊 、寇 、

常、夏”七大“名小儿”的鼎

力相助， 带来三场权威公

益讲座。 “平时这些专家太

忙，即便是去看病，因为他

们病人太多， 我们也说不

上多少话。 成都商报请他

们来讲座就方便了， 起码

可以多听专家讲 讲 育 儿

经，而且非常实用、非常重

要。 ”一位年轻家长说，她

已经连续听了两场讲座 ，

第三场也会继续来听。

健康大讲堂锵锵 人行

家长太热情 名小儿差点走不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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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动症孩子：

别学跆拳道 不看奥特曼

胡天成提醒家长：切忌体罚，有意识地帮助孩子走出困境

熊膺明

寇岐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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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成都商报周末健康大讲

堂” 在受到市民朋友强烈关注

的同时， 也受到诸多爱心企业

的支持。 成都科伦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特别协办 “成都商报周

末健康大讲堂”第二场讲座。

要想娃娃免疫好

妈妈的吻很重要

咳不停

不一定是肺的毛病

38

讲 课 人：

“夏小儿”夏隆江

讲 课 人：

“常小儿”常克

有的孩子学习不认真、 好说好

动， 家长又是打又是骂但孩子就是

不改。 其实，那可能是病。 胡天成老

师在成都商报周末健康大讲堂中为

家长们讲述了儿童多动症和抽动症

的辨别和治疗方法。

常克现场为小孩子诊断

胡天成为家长们答疑

夏隆江传授育儿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