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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口中的“夏叔叔”夏隆江老

师，是成都新派中医儿科的代表，在成都

商报周末健康大讲堂上，“夏叔叔”的粉

丝真不少。夏隆江没让他们失望，诙谐幽

默又实用的唠嗑， 让家长们在孩子免疫

力方面有了新的认识。

免疫学的第一步：

从吻开始

什么是免疫？ 现场家长的比喻得到

夏老师的肯定：它相当于安全保护，减少

人体受外界损伤。免疫生来具有，是父母

赐予的礼物。

“父母身体好，生的孩子身体就好。

重要的是母亲在怀孕时，身体与周围环

境的接触后，体内会合成很多免疫信息

和抗体，然后通过调整乳汁分泌让免疫

物输送到孩子体内。”而母亲亲吻婴儿，

就是最简单直接收集孩子周围环境信息

的途径，“至于触摸、按摩等大不了是促

进亲子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吻。”

换句话说，母亲对婴儿的吻，体现的

是人和环境接触并收集信息的过程，从

吻开始就有了免疫学的第一步。“所以妈

妈要多亲娃娃， 光喝牛奶是没用的。”夏

隆江老师还特别指出： 母乳喂养的好处

毋庸置疑，没有什么比得上母乳。至于奶

粉， 应该是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给娃

娃充饥的东西。

要保小孩四季安，

常带三分饥和寒

有句话叫做“要保小孩四季安，常带

三分饥和寒”。“寒”并不是单纯的寒冷，

它强调的是环境温度的变化， 不仅仅是

寒，有可能是热、风、雨等。温室中的花朵

难以适应其他环境，孩子也一样，稍微气

温一变就容易生病， 很可能是经常处于

相对恒定的气温中导致的。

怎么做既不至于让孩子生病又免疫

受益？ 夏老师认为是腹部保暖背宜凉，

“以前的肚兜就很科学，只是把肚子遮起

来。”为什么腹部要保暖呢？因为肠道充

满各种菌，好的坏的处于一种动态平衡，

一旦肠道温度下降， 那些坏的菌会趁机

侵入人体。“所以食物的温度很重要，冷

的东西进入肠道会降低肠温， 很多疾病

都与之有关。这又说到母乳喂养了，母乳

任何时候的温度都合适， 牛奶的温度却

不好保证， 肠道最容易接受的牛奶温度

是42度，谁能保证牛奶一直都是42度呢？

没有任何一个奶瓶像母亲的乳房那样保

暖！”

那是不是绝对不能吃冷的东西呢？

也不是。可稍微次数多、量少一些。

“饥饿是个好东西，这一代孩子普遍

缺乏饥饿感。没有饥饿感，胃肠运动就不

强，家长要培养孩子适当的饥饿感，让其

消化功能处于富足的状态， 没有消化的

食物会影响下一顿的进食。”夏隆江老师

说， 吃得过饱， 在细菌的作用下异常发

酵，会产生很多有害的东西，所以吃得少

是好事。

免疫最大破坏者：

食物和药物

人体最大免疫器官是肠道，那里聚集了

60%的免疫活性物质。夏老师指出，母乳喂

养的孩子，肠道中绝大部分的细菌是双歧杆

菌，是有益菌，哪怕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也

会很少感染；而人工喂养的孩子，肠道中只

有不到10%的双歧杆菌， 更多的是大肠杆

菌，这样的肠道免疫太差，不能正常消化，常

常拉肚子。

“那就给孩子补充双歧杆菌！”有家

长说。夏老师表示，任何肠道活性菌，用口

服的方式是通不过胃酸屏障的，吃到胃里

就没了，只能起到安慰作用。那还有其他

途径吗？综合胃酸吧，但还有第二道屏障，

那就是胆汁屏障，还是留不下来。那用灌

肠的方式呢？灌进去的双歧杆菌能否留下

来？“好比一个好人被一堆坏人包围，你说

好人的胜算有多少？”

在药物方面， 抗生素的危害不得不

提。 虽然它是人类医学史上划时代的发

明，对于治疗感染性疾病有重大贡献，但

它能迅速消灭到肠道的“免疫部队”，频

繁使用健康就完蛋了。

黏膜

人体抵抗的第一道屏障

黏膜上分泌了大量的黏液， 可以黏

住脏东西， 喝水可以保护黏液厚度。“有

的幼儿园老师为避免孩子多上厕所，不

给孩子喝水，这非常不好。”

“不知是哪个发明了洗鼻子的药，把

黏液都洗掉了，鼻前庭（

相当于客厅

）的

脏东西被冲到鼻窦、鼻道乃至于呼吸道、

胃肠道，当然要生病。”黏膜的温度也很

重要。 有的孩子在冷空气下稍微跑一跑

就流鼻涕了， 这往往因为黏膜的温度下

降。夏隆江说，很多孩子有过敏性鼻炎，

鼻腔呼吸不通畅，就用口腔辅助呼吸，这

样一来，冷空气进入，黏膜温度降低，更

吸入了脏东西。如果不解决鼻子的问题，

三天两头发炎。

免疫力

不是单纯的越高越好

“医生，帮我开点药把孩子免疫力

提高！”对此，夏老师认为，免疫力也需

要平衡，并不是越高越好。战斗力过分旺

盛也会病变或侵略，比如过敏。要知道，

过敏的孩子可体现为免疫低下， 也可体

现为免疫亢奋。营养和锻炼很重要，体育

活动可促进T细胞免疫功能， 就算感染

了也能很快消灭掉。“但很多家长把体

育锻炼变成折磨，那就是劳损了。”

本版采写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吴筱颖

摄影 刘海韵

要想娃娃免疫好

妈妈的吻很重要

讲座主题： 如何保护孩子的免疫力

讲 课 人：

“夏小儿”夏隆江

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博士，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中医科专家

讲座主题：

反复咳嗽、免疫力低下

讲 课 人：

“常小儿”常克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主任

咳不停

不一定是肺上的毛病

●嫌麻烦不带孩子看病，

自己找医生说症状抓方

子熬药，是不合适的。

●不知道孩子体质就乱

补，小心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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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装修

国庆一个价：空调、冰箱、彩电、软饰

都卖88元，到豪庭尽情买！

48500元全装TOTO/正泰/L&D

快！拨65521162、65546327国庆节优惠本周提前放送30名，先到先得！

国庆装修抢优惠，什么时候是最佳时机？不少观望的装

友都有这个疑问。豪庭装饰用专业告诉你，国庆前半个月左

右定最划算。

为什么？因为多数公司都选择在大假期间放优惠，而赶

在大假前最早放优惠的公司，为了先发制人，拿出的优惠必

须是最有分量的，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再者，国庆大假难免有

其他安排，要想装修出游两不误，现在下手才是最佳时机。

只要88元，豪庭品牌家电任你选

国庆节装修房子，优惠有好大，在成都，看豪庭就够了！

豪庭家居馆迎中秋、庆国庆，全场放价。美的、伊莱克斯

冰箱、42英寸创维液晶电视、 长虹空调……国庆节在豪庭定

装修， 这些原价三四千元的家具家电， 现在都是一个价，88

元！还有更多大牌子供选择。

明白人都能看出，这88元也只是图个节日气氛，盘算一

下，这么低的价格是不是相当于送给你的！

同样88元，还有家具、软饰等着你

豪庭家居馆是集家装、家具、软饰、家电、餐饮为一体的

综合家居馆，从8月底重装开业后，不断为客户带来一站到位

的品质服务。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作为重装开业后的首次大

假，豪庭家居馆重磅出击，联合众多商家与客户同欢。

除了品牌家电外，原价580元/㎡的衣柜柜体，现在也只要

88元/㎡，2个飞利浦的灯具、25卷墙纸……这些市场价值随便

上千元的软饰产品，同样也只要88元。

485元/㎡拿下TOTO/正泰/法恩莎…

485元/㎡装套房子划不划算？在别的地方不好说，在豪庭

这种大公司，绝对是太划算。

自8月份新品上市后，485元/㎡臻品家装绝对是豪庭客户

的首选套餐。 为什么？ 看一下配备就知道。T O T O 、 正泰、

L& D 、法恩莎、尚高、莱姆森……这些主材，哪样不是大牌子。

拥有一线品牌主材、提供高端的设计和装修工艺，百强

设计师随便点。100平方米的房子，只要4万多元。同样的配备，

在其他公司，没得6万块跑不脱，自己买材料，更是个无底洞。

省钱、省心又有后期保障，还有什么理由不选485套餐？

豪庭套餐选择多 总有一个适合你

� � � � 28350

元全装：主材（洁具、瓷砖、地板、木门、橱柜），辅

料，人工，小五金、烟机、灶具、热水器、水盆、地漏、门槛石、门

锁、飘窗石材。

39900

元全优装 ：主材 、辅料 、人工 ，厨电四件套 、地

漏 、门槛石 、门锁 、飘窗石材 、家居

12

件 （四门衣柜 、床 、床

头柜 、鞋柜 、三斗柜 、床垫 、印花四件套 、飞利浦台灯 、飞利

浦卧室灯）。

55000

元十全十美：主材、辅料、人工，水电改造、吊顶、客

厅电视墙、地面找平、阳台。

（苏鸣宇） 图据豪庭

抢占！速度预约活动名额

立即拨打

028-65521162、65546327

进行询问、

报名或豪庭装饰实地考察。

太升店地址： 青羊区太升北路

11

号鹏宇大厦

3

楼。 乘

3

、

5

、

18

、

45

、

53

、

61

、

166

、

902

路到太升路口站往北

80

米。

西门店地址：成都市青羊大道

99

号优品道广场（优诺国际

3

楼），

乘

37

、

83

、

84

、

100

、

318

、

405

、

502

路等，到光华路口站下。

都江堰店地址：彩虹大道南段

931

号（水都豪庭小区旁）。

德阳店：德阳市旌阳区南街

4

号德利德商场

3

楼。

温馨提示：豪庭装饰为装友提供上门、预约等VIP服务，并为装

友提供饮品、午餐等。

最近几天降温很厉害，很多成年人都撑不住

感冒了，更别说尚未发育完全的小孩子了。来听

讲座的不少家长都想问“咳嗽”，常克老师为此

还专门做了“从体质给孩子食疗”的PPT ，方便

家长们誊抄或者用U 盘拷下来,回家对照孩子的

症状进行调理。

五脏六腑皆令人咳嗽

外感、饮食和环境都可能引发

“反复咳嗽在儿科门诊里是排第一的问题！”常

老师说，小孩子咳嗽以前是咳个三五天，现在一咳

就是几个月不断根， 有的吃了中药刚刚好一点，天

气降温来个外感马上就又开始咳嗽，让家长们听在

耳里，疼在自己心里。需要注意的是，“五脏六腑皆

令人咳嗽，非独肺”，有的家长认为咳嗽就是肺上的

毛病，其实不然。哪个时间段的咳嗽分出的病因也

不同：有的孩子早晚咳、有的上床咳、有的白天黑夜

无规律地咳嗽， 咳嗽的声音也是另外一个判断方

法。所以有的家长嫌麻烦不带孩子看病，自己找医

生说说症状“带一张方子”回去熬药喝，这个是不

合适的。

季节更替， 常老师提醒家有宝贝的爸妈们，在

咳嗽的中途，要控制到不要感冒，感冒与咳嗽要同

时预防。

咳嗽常常伴随着体虚，比如睡觉出汗，如果

孩子一整夜都在出汗就需要进行调理；经常咳嗽

的孩子可能伴有鼻炎症状，导致有的家长分不清

孩子到底是鼻炎还是感冒。

查明原因，是感冒性咳嗽、哮喘性咳嗽还是

过敏性咳嗽，对于中医开药有一定帮助。常老师

称，外感、饮食和环境习惯都可能引发反复咳嗽。

他就曾经遇到过一个典型病例： 小孩咳嗽不止，

中医西医都用尽了还是咳，后来趁假期让家长带

孩子去指定的一个城市度假，耍半个月，娃娃一

声都没有咳。其实，这个就是居住的环境有问题，

平常我们睡的床铺、被子、衣服等都有可能引发

咳嗽。

给爱生病的孩子食疗

不知道体质就乱补要不得

免疫力低下，中医就叫“爱生病”———常老

师称，有的爸妈总感觉自家小孩容易生病，这个

有先天因素，可能是在怀孕前没有调理好，或者

孕中吃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导致孩子天生身体

就不太好。当然也有后天的原因，就是小孩子饮

食偏异、起居失常、体质不好，或者生了一场大病

之后没有调理好等。

有的家长只知道多吃水果蔬菜好或者要补

充维生素，可是每个孩子体质是不同的，不知道

孩子体质就乱补，小心补到反方向上去哦！“阳

虚体质，有怕冷恶风、手足不温、饮冷即泻、神萎

嗜睡、脉搏沉迟等表现，可以多吃公鸡、鸡肾、鸽

子、鸽血、胎盘、牛肉、羊肉、洋葱、香菜、韭菜、饴

糖、桂圆、荔枝、芒果等；而火热体质，表现为口

舌干燥、大便秘结、皮肤生疮、扁桃肿大、口腔溃

疡、动则大汗、燥火生热，在饮食的选择上，可以

多选柚子、梨、西瓜、鲜莲子、杨桃、白菜、莴笋、

芹菜、莲藕、茄子、百合、苦瓜、罗汉果……”所

以，要想给生病的孩子进行食疗，弄清楚体质是

最重要的。

●母乳喂养十分重要，有利于增强免疫

力， 乳汁分泌会根据周围环境进行调

整，而亲吻的方式就是收集环境变化的

有效途径。

●家长要培养孩子适当的饥饿感,以增

强胃肠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