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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小孩有轻微咳嗽（咳得
晚上睡不着，咳得呕吐的剧烈咳
嗽除外）家长不必过度紧张，不一
定要给孩子使用镇咳药。咳嗽本
身是个保护性措施，侵入呼吸道
的细菌、病毒需要通过咳嗽的反
射结合痰液的分泌才能被排出体
外，对于病程的恢复是一件好事；
且长期频繁使用中枢性强镇咳剂
对孩子的大脑存在不利影响。

再比如，小孩大便稍微有点
稀或者轻度腹泻，家长立马给孩
子吃止泻药，这也不是科学的，止
住腹泻的同时也阻止了细菌、病
毒的排出，不利于致病菌在肠道
的清除（家长可以补充一些益生
菌，不一定要用强力的止泻剂）。
另外有些家长一旦孩子喊肚子痛
就给孩子吃止痛药，这可能掩盖
真实病情，增加病因尚不明确的
腹痛被误诊误治的风险。

发烧通常也是一种小孩正常
的免疫反应，细菌病毒感染到体
内以后，身体要动员很多炎症因

子和免疫细胞去吞噬这些细菌病
毒，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发热，从
而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菌被吞
噬清除，促进毒素在血液中的代
谢、排出，这对建立完善的免疫功
能是有好处的。因此37.5℃左右的
轻度发热多喝水即可，但超过
38.5℃的高热或是有高热惊厥史
的小孩还是需要更积极的物理降
温配合口服退热药。

有的孩子上幼儿园前基本没
得过什么病，但一进幼儿园就老生
病，就是因为在家里被保护得太好
了，没有接触到外界抗原刺激，免
疫系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建立，一进
幼儿园，接触到更多小朋友，可能
对一些更厉害的细菌、病毒失去免
疫力。有人说，“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像一个消防部队，不断地有一
些小状况刺激免疫系统打起精
神来应对，那样一旦遇到大问题
才能很好地度过”。所以，从某种
程度上讲，孩子在小的时候生点
小病也是一件好事。

午觉后，儿子问我：“妈妈，
我睡了一觉，现在是今天还是昨
天？”我说：“没过晚上12点，现在
当然还是今天啦。”儿子叹了口
气，说：“唉，白睡了。”

我问服务员：“还有热狗
吗？”服务员说：“没有了。”小朋
友说：“那我要凉狗。”

小朋友超级不想洗澡，我说
不洗澡会被虫吃，他一听，连忙
边作揖边说：“虫子求求你啊，我
身上已经很臭了，别吃我呀！虫
子你一定不会喜欢吃几天不洗
澡的人吧？”

儿子在外面玩得很开心，突
然发现天快黑了。儿子说：“妈
妈，我不要天黑。”我说：“这是自
然规律，妈妈也没办法。”儿子
说：“妈妈，你给我一把大人用的
锤子，我要把它（黑夜）砸破。”

这半年我都留着长直发，前
几天我把头发烫了一下，儿子看
到我，一脸惊讶，小手捧着我的脸
一直问 ：“妈妈你怎么了？你的头
发怎么肿了？你没事吧？”我……

儿子磕着南瓜子说：“我真的希
望生活就像瓜子一样，又香又脆。”

奶奶：“你不学会自己吃饭，
以后上学了怎么办啊？”诺诺拿起
一个大馒头说：“我会自己吃馒
头！我以后就吃馒头。”

女儿指着桌上一盘海蜇皮说：
“妈妈，我要吃那个海里的果冻！”

爸爸临时要加班，儿子不让
爸爸走，嗷嗷哭。我说：“妈妈陪
你看一会儿电视好吗？”小家伙
马上回头指着门口：“爸爸，走！”

我：“妈妈说的话都被你抛
在脑后了？”树苗：“没有啊，很多
话我都放在脑子前面的！”

树苗：“老公是什么？”我：
“爸爸就是妈妈的老公，妈妈是
爸爸的老婆！”树苗：“为什么叫
老婆？你才不老呢，你叫小婆！”

周末我在洗手间洗衣服，欣
爸上完厕所，我说聊会儿呗，于是
他坐马桶上陪我聊天。一会儿二
宝进来了，问：“你俩干嘛呢？”我
想逗逗她，就说：“上厕所呗。”小
人儿仔细看了她爸两眼，果断地
说：“不对，他没脱裤子。”

妈妈//妈妈//厨厨//房房

芝士玉米烙

童童//言言//无无//忌忌

据省医院儿科医生介绍，来看儿科急诊的患
儿，80%的都没有必要看急诊，都是家长太性急。有
时候排上三四个小时的队，最后得到的答案是“没
什么大问题，多喝水，多休息”，等于求得个心理安
慰而已。

曾有医生在急诊遇到过半夜带娃娃来看病的
家长这样说：“我家小孩最近上课经常走神，医生你
说他得了什么病？”也有家长白天上班没有空，所以
晚上到医院来挂急诊。有次深夜，一位儿科医生遇
到一家人来看病时这样说：“娃娃也没啥不舒服，我
们就是正好路过省医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顺
便给孩子挂个急诊检查一下。”让这位医生又好气
又好笑，觉得这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

通常，儿科流感的高发期是10月~1月，尤其以
11月~12月为最，一天平均有400~500名患儿问诊。

每个急诊医生上班时间为12小时，期间会诊断100
到150个患儿，平均每个病人只有3~5分钟，从问诊、
查体、写病历、开药开检查，这一系列动作都需要在
这3~5分钟内完成，时间紧，任务重。

有一次值班，唐医生想起身上个厕所，病人说：
“医生麻烦你看一下我这个娃娃嘛，我排好长时间
了哦。”看完这个患儿下一个又说：“你把他都看了，
那你把我的也看了嘛。”看完后，下一个又说：“这两
个都看了，为什么不给我看？”于是那个晚上，唐医
生没有上到厕所。

又因为错过饭点，食堂不再卖饭，所以点了份
外卖，但由于病人实在太多，唐医生的饭菜在微波
炉里热了三遍才吃上一口。

儿科医生，尤其是重症监护室的儿科医生，神
经、精神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都是很高的，因

为作息不规律，神经时刻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有一
句话是这样说的：“不是所有人都是医生，但所有的
医生都是人。”在给娃娃看病这件事上，多一份体谅
与理解，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的娃娃。

现今互联网时代，还有很多家长在去医院之前
就已经百度了很多信息，医生还没开口，家长先噼
里啪啦说一大堆，然后医生说一句，家长要质疑十
句，感觉他们不是来看病的，而是来和医生辩论的，
这不仅占用医生的时间，也耽误后面患儿的治疗。
对此，医生的回答是：“如果百度能够解决娃娃的病
情，那还要医院和医生干嘛？”

当然，家长的心情医生也非常理解，对此他们
建议，家长若要查阅资料，也请到正规的知识数据
库例如中国知网获取资料进行参考，“其他网上很
多信息似是而非，容易耽误病情”。 （王提那）

流感高峰期，医生常常忙到厕所都上不成

孩子发烧不要说好烫，
要说体温多少℃

“医生啊，我娃娃好烧哦，老是不吃
饭，经常咳嗽，怎么办？”

在看医生时，家长尽量不要使用虚
词。儿科是著名的“哑科”，大多数娃娃年
纪小，描述不出自己的症状，就更需要家
长来提供精确的描述，要量化，比如发
烧，要说烧到了38℃，夜间起夜咳嗽，影
响到了呼吸等等。腹泻也是，不要说“经
常拉”，要说具体的天数。

最好把以前吃过
或正在吃的药带上

“医生啊，以前我们小孩吃××药，
效果都不好，你就不要用这个药了，你就
直接用××药，这个效果更好。”通常情
况下，医生最头疼的就是半灌水响叮当
的家长，医生说一句，家长怼十句。还有
的家长一来就要求“立竿见影、药到病
除”，有的医生被家长“马上退烧”的要求
逼得没有办法，只能给小孩上激素，这样
一来，病情是“好”得快，但细菌却未能真
正被有效清除，就长期而言，对小孩身体
是一种损害。所以家长要给医生充分的
信任和缓冲的时间。

家长带孩子来看病时，最好把以前
吃过或正在吃的药带上，以便医生根据
娃娃就诊时的情况告诉家长哪些药可以
继续吃哪些药需要调整。调不调整要视
娃娃的情况而定，如果判断用药没问题，
才吃了两天，可以不换药；如果吃了很长
一段时间仍没有好转，会建议换药。

不要动不动就换医生

有些家长，对孩子生病特别着急，头
天下午找一个医生看了，如果第二天早
上症状还没减轻，就立马换医生，24小时
都没等到！如果下一个医生还是没看好，
就再换，感觉三天两头都在换医生。

其实固定一个医生对小孩的病史了
解更全面，不建议经常给小孩换医生。如
果一个医生自己有拿不准的地方，他自
己都会推荐另外的专家。不要因为小孩
恢复得慢而对医生不信任，疾病有它发
生、发展达到高峰的过程，求成心切常常

适得其反。
如果孩子病情不重，医生会建议使

用温和的药物进行治疗。如果孩子的病
情需要马上得到压制，医生也会使用重
药进行治疗，比如肺炎的孩子合并有先
天性心脏病，医生就会提高警惕，谨慎
用药。

不要动不动就打针输液

很多家长认为打针输液来得快，效
果也好，经常主动要求“要不输个液”。请
家长们一定记住：打针、挂水输液并不能
真正决定孩子病情的转归，且一定程度
上增加患儿痛苦，增加出血、感染等并发
症的风险。所以病情不是严重到必须输
液，能配合吃药的，尽量口服用药。

小孩扁桃体老是发炎，
不能一割了之

很多家长觉得，小孩扁桃体动不动
就发炎，能不能把扁桃体割了？这是一个
饮鸩止渴的行为。这样一来，扁桃体虽然
不发炎了，但小孩的身体失去了第一道
屏障，细菌病毒可以畅通无阻地从气管
进入支气管再进入肺部，从而得肺炎、支
气管炎的概率就更高了。有一种情况可
以考虑割掉扁桃体，就是其肿大到影响
孩子夜间呼吸。但多数孩子随着免疫功
能慢慢发展，到了青春期，扁桃体就不再
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除了脑膜炎，
其他都不会“烧坏脑子”

很多家长最见不得娃娃发烧，觉得
会烧坏脑子。医生的回答是：真正可能导
致脑子坏掉的发烧是脑膜炎等颅内感
染，其他的发烧可能对孩子脑功能有一
定的影响，但只要没有引起反复的、持续
时间较长的高热惊厥，普通的低热一般
不至于烧坏脑子。

那怎样判断是脑膜炎还是普通发烧
呢？医生表示，重点看有无意识改变，脑
膜炎娃娃更容易出现过度兴奋，激怒，或
者嗜睡、反应差等改变，有的还会伴随头
痛呕吐。一般的发烧，精神状态是好的。
当然实在区别不了，最好还是来看医生。

孩子生点小病是好事，
不要有点症状就往医院跑

■冬天，从来都是各种流感爆发的高峰季节。最近，医院的儿科更是人满为患。孩子一旦生病，手忙脚乱的宝爸宝妈首先想到的便是
去最好的医院，挂漫长的号、排无休止的队、打各式各样的点滴……场面堪比春运。一趟急诊下来，一家人去掉半条命。

■那小孩如何才能顺顺利利地度过流感高发季节？是不是必须跑医院才行？在孩子生病这件事上，我们到底走了哪些弯路，又有哪
些常识是家长必须掌握的？为此，笔者采访了四川省人民医院儿科医生唐彬秩，他也从专业的角度给家长们提了很多中肯的建议。

孩子又
流感了

听听儿科医生
怎么说

如何判断孩子是不是该上医院？

孩子若有轻微症状，但能吃能睡，精神状态也很好时，家长不必跑
医院挂号就诊，只需让家中保持空气流通，让孩子多喝热水，少去人多
的地方即可。反倒是孩子安安静静，不哭不闹，那就说明他（她）可能已
经没有力气哭闹了，这个时候，家长反而应该更加警觉起来。没有一个
精准的刻度说38℃以下就一定不送医院，38℃以上就一定送医院。

在家看护，这两个办法要不得！
（这部分请重点推荐家里的老人看）

一、酒精物理退烧。虽然酒精的挥发可以带走一部分热量，但医
生并不推荐这种方式，尤其是婴幼儿群体。婴幼儿皮肤比较脆弱，通
透性高，即便酒精经过了稀释，但酒精还是会渗透到皮下，相当于给
孩子灌了酒，这对婴幼儿是一种伤害，酒精退烧带来的益处抵不过它
造成的损害。

二、“发烧了，盖厚被子，穿厚衣服，把汗发出来就好了。”“捂”这个
动作是不利于散热的。很多婴儿，家长捂得太厚，家里又开了空调，孩
子很快高热脱水，造成一种病叫“捂热综合征”。最极端的病例就是一
个婴儿被捂过度，脱水致死。

一
旦
确
定
去
医
院
，家
长
该
怎
么
做
？

食材：玉米2个、淀粉2勺、白糖
1勺、鸡蛋1个、马苏里拉奶酪适量

做法：1.玉米煮熟放凉后取
下玉米粒（小窍门：煮玉米的时
候加点糖或牛奶，这样煮出来的
玉米甜甜的，更好吃）；

2.打一个鸡蛋进去，再放两
勺淀粉和一勺糖，搅拌均匀（确
保每一粒玉米都裹上了淀粉）；

3.起锅，热油（油需比平时
炒菜多放少许），将玉米粒平铺
在锅内，小火慢煎三分钟（一定
要小火，且定型之前不要移动）；

4.在表面撒上一层马苏里
拉芝士，盖上锅盖焖一分钟，至
芝士融化即可关火（家里没芝士
的此步骤可省略）；

5.出锅，如披萨般切块并摆盘。
提醒：这道玉米烙一定要全

程小火煎制。如果怕煎焦可适量
多加点油，采取半煎半炸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