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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孩子真缺微量元素吗？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远不像在家长的心里那么重要。缺锌的孩子
也没有那么多。孩子瘦小、爱挑食、注意力不
集中更可能有其他因素导致，而不是仅仅补
锌就能解决问题。
缺锌会有哪些临床表现呢？ 异食癖，孩
子地上什么东西捡起来就吃，奇奇怪怪的都
放在嘴里。 反复的感染以及特别多汗，但是
这些症状也不是特异的，也就是说不是缺锌
所独有的症状。 如果孩子有这些症状，补锌
以后这些症状有明显的改善，那我们才可以
考虑孩子是缺锌。

现在，不少家长一发现自己的孩子出牙
迟，就认为是缺钙；孩子不爱吃饭，又怀疑可
能是缺锌。许多家长还喜欢带孩子去医院检
测微量元素，等到检测结果出来以后，“合格
的 ”家 长 自 然 欣 喜 不 已 ，“不 合 格 的 ”家 长 则
紧张万分。家长还会根据检测的结果给孩子
补这补那。 那么，孩子个子小、不爱吃饭、夜
里 睡 不 好 、出 牙 迟 等 现 象 ，真 的 是 缺 少 微 量
元素吗？ 微量元素真有那么神奇吗？

微量元素不能滥补
微量元素曾经非常红过，电视里的广告
不是补钙就是各种缺锌，宣称孩子个子小头
发少、注意力不集中、不爱吃饭挑食，都好像
是缺锌造成的。一时闹得大家觉得孩子不是
缺钙就是缺锌。 现在这种广告少了，但仍然
有很多家长担心孩子缺乏微量元素。
健康专家表示， 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个概
念，就是什么是微量元素。 所谓微量元素，就
是每日需要量小于 100 毫克的元素， 主要有
钙、铁、锌、镁、铜、铅。 其中钙主要参与体内许
多神经递质的传递以及骨骼的钙化， 铁参与
人体血红蛋白的合成 （血红蛋白低就是贫
血），锌主要参与体内一些酶的构成，这些酶
参与味觉的感受、生长发育、伤口愈合。 而孩
子生长发育主要依赖于蛋白质 （鱼肉蛋奶
等）、碳水化合物(米饭、馒头等）、脂肪这三大
主要营养元素。
孩子瘦小首先要考虑有无蛋白质摄入
不足。如果孩子身高体重增长不满意首先应
想到的是三大主要营养元素摄入是否充足，
而不是微量元素缺乏。有的孩子身高体重都
不达标，食欲差、挑食，不喝牛奶不吃鸡蛋，
不爱吃肉，家长如果只关注微量元素是否缺
乏以及补充微量元素，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
瓜。此时问题的关键是要想办法增加蛋白质
类也就是鱼肉蛋奶的摄入，只有摄入足够量
的蛋白质，才能保证孩子的基本生长需要。

孩子缺铁要重视

此外，专家表示，所有的微量元素，在人
体内都有一定的含量和比例。盲目给孩子补
微量元素可能会造成不良后果。 比如，儿童
因盲目补铁造成体内含铁量过多， 会使铁、
锌、铜等微量元素代谢在体内失衡，从而降
低机体免疫力，并可能使血清中铁离子浓度
增高，有导致小儿心肌受损的危险。因此，如
果孩子有微量元素缺乏症或营养不良，应及
时上医院，在医生的帮助下选择合适的治疗
方式，而不是盲目进行补充。

易醒、枕秃并非缺钙
许多家长以为的缺钙表现，可能都与缺
钙无关。 比如孩子夜间睡眠不好易醒，更可
能与晚餐吃得过晚、过多或者是难于消化有
关，房间温度高孩子多汗也是造成夜间易醒
的因素之一。而缺钙造成的睡眠不安相对不
多，不作为优先考虑。
其次，枕秃也不一定是缺钙造成的。 小
宝宝代谢旺盛、神经兴奋性高，容易多汗，多
汗、仰卧的时间多与枕头的摩擦比较多是枕

气道异物 请用海姆立克急救法

秃的主要的原因。当然缺钙也是可以造成枕
秃的，但是枕秃不一定是由缺钙造成的。 如
果宝宝一直母乳喂养，同时给宝宝补充了适
量的维生素 D 或者是配方奶喂养补充了适
量的钙，孩子只有枕秃而没有其他的佝偻病
的表现，就基本上不考虑枕秃是由缺钙造成
的。 但如果枕秃同时伴有其他佝偻病的症
状，就要考虑有没有这个缺钙的问题。
方颅是缺钙比较特征性的表现。所谓的
方颅，就是孩子的头显得特别大，方头方脑
的，或者奔儿头特别大。对于方颅的确定，家
长可能不是特别有经验，如果您怀疑孩子有
缺钙，可以带孩子到医院请医生来做确定。

缺锌的孩子没那么多
锌在人体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像钙剂或者
是铁剂在人体当中的作用机理那么的清晰，
目前许多“锌”的作用仅仅还是一个假设，有
些并没有被科学所证实。 末梢微量元素锌的
检查值，也仅仅作为临床缺锌诊断的参考。
“锌”在医生诊疗过程当中的重要性远

侧，手臂贴着孩子的前胸，另一只手托住
孩子后颈部，让其脸朝下，趴在救护人膝
盖上。 在孩子背上拍 1 至 5 次，并观察孩
子是否将异物吐出。 如果上述操作异物
没出来，可以采取另外一个姿势，把孩子
翻过来，躺在坚硬的地面或床板上，抢救
者跪下或立于其足侧，或取坐位，并使患
儿骑在抢救者的大腿上，面朝前。 抢救者
以两手的中指或食指， 放在患儿胸廓下
和脐上的腹部，快速向上重击压迫，但要
很轻柔。 重复，直至异物排出。
容易使老人和小孩发生气管堵塞的
食物有果冻、麻花、糖果、鱿鱼丝、花生
酱、坚果类、小巧水果、多纤维蔬菜、大肉
块、长面、多刺的鱼等等。 不建议儿童食
用坚果、糖豆、小果冻等上述易堵塞气管
的食物， 如食用必须在家长的严格监护
下，当孩子口中含有东西时不要逗笑、跑
跳、哭闹；一旦发生异物卡喉立即采用上
述“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紧急处理；同
时拨打“120”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
和治疗。

合理膳食是关键
医生们在门诊中发现，目前婴幼儿养育
中常见问题还是喂养方面。喂养问题可以导
致孩子的生长发育落后、 体重增长缓慢、营
养素缺乏等。而早期科学的喂养方式和良好
饮食行为的建立，是预防儿童期发生营养性
疾病的根本保证，同时对于成年后的饮食行
为方式、 慢性病的发生发展都会产生影响。
专家强调， 合理的膳食结构是保证孩子健康
成长的关键，想要孩子健康成长，最好培养孩
子不挑食的饮食习惯。 只要合理搭配、均衡膳
食，孩子一般就不会发生微量元素缺乏。

孩子用眼远离六大误区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儿童气道异物意外在生活中十分常
见，一旦发生非常紧急，为人父母学会海
姆立克急救法非常有必要。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
医师王亮介绍说， 海姆立克教授是美国
一位多年从事外科的医生。 在临床实践
中，他被大量的食物、异物窒息造成呼吸
道梗阻致死的病例震惊了。 他经过反复
研究和多次的动物实验， 终于发明了利
用肺部残留气体， 形成气流冲出异物的
急救方法。 1974 年，他作了关于腹部冲
击法解除气管异物的首次报告。
“海姆立克急救法”的原理：利用冲
击腹部——
—膈肌下软组织， 被突然的冲
击，产生向上的压力，压迫两肺下部，从
而驱使肺部残留空气形成一股气流。 这
股带有冲击性、 方向性的长驱直入于气
管的气流，就能将堵住气管、喉部的食物
硬块等异物驱除，使人获救。
“海姆立克急救法”具体应对方法：
如果是 3 岁以下孩子， 救护人应该马上
把孩子抱起来， 一只手捏住孩子颧骨两

在微量元素的检查中，家长的注意力往
往会在锌和钙这两个元素上，而医生对是不
是缺铁，关注反而是更多的。
铁剂是参与人体血红蛋白合成的一个
必不可少的元素，如果铁剂摄入不足或者铁
剂缺乏， 可以造成血红蛋白的合成不足，最
终的结果会造成孩子的贫血。 如果贫血，孩
子的生长发育以及孩子各个脏器的功能都
可能受到影响。 所以说，在微量元素的检查
当中，如果孩子的铁剂低于正常值，家长应
该给予更多的重视。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现在许多孩子出现视力下降， 家长
常常会陷入误区， 导致孩子不能获得及
时的治疗和矫正，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
院六总支儿童中心眼科王世同医生提醒
各位家长， 告诫孩子在平时的用眼习惯
中要远离以下 6 大误区——
—
误区一： 当孩子出现视物不清的情况
时，一些家长认为一旦给孩子配上了眼镜孩
子就会一生都戴镜，从而有些家长认为只要
孩子还能看见就尽量不去配镜矫正，这种说
法是错误的。长时间的视物不清还会影响双
眼视觉功能的发育完善，且对于一些高度远
视伴随弱视的孩子来讲及早矫正更为重要。
误 区 二 ： 很多孩子习惯下课后摘掉
眼镜，只在上课时或者其他用途时配戴。
部分人认为戴镜时间过长会增长近视的
度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时摘时戴使眼
睛非常疲劳，对眼睛是没有好处的。 而在
佩戴过程中若是度数加深的话并不是因
为长期佩戴的问题。
误区三：乱用眼药水。 很多人觉得眼
睛不舒服就开始点各种各样的眼药水，

觉得反正是有益无害的， 这种说法是错
误的。 眼药水一定要正确使用，目前市场
上的眼药水大都有防腐剂成分， 长期使
用不仅对角膜上皮产生损害， 对结膜杯
状细胞损害更为严重， 所以在用量上也
要谨慎。
误区四：眼镜戴久了眼睛会变形。 这
种说法是错误的，长期戴框架眼镜是不会
导致眼球突出的，但近视本身会造成眼球
突出。 一般高度近视（一般为轴性近视）
高到一定程度即会出现眼球突出的表现。
误区五：不重视定期复查。 很多孩子
的家长在孩子检查视力后发现结果良好
便放松了警惕。 孩子的视力随着发育和
用眼习惯以及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不断变
化，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进行定期
复查，随时了解孩子的视力变化。
误区六：盲目相信护眼灯忽视了用眼
卫生。 在灯的选择上，光线既不能太强，

也不能太弱。 不要在强对比度的环境下
看书。 挑灯夜读并不是个好习惯，明亮安
静的环境才是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