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位新手妈妈根据

育儿课程指导让自家 3个月大

的婴儿进行趴睡尝试，结果宝

宝窒息死亡。暂且不论是否是

因为趴睡引起此事故的发生，

但很多新手爸妈开始心理忐

忑：宝宝趴着睡到底是否安全？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悲

剧，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医

生提醒，1岁以内的宝宝控制呼

吸和觉醒的大脑功能尚未发育

完全，所以新手爸妈需要学习

如何让宝宝安全睡觉。

选择仰卧还是俯卧？

2017年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发布的《0岁－5岁儿童睡

眠卫生指南》里，明确指出 1岁

之前，孩子“宜仰卧位睡眠，不

宜俯卧位睡眠，直至婴幼儿可

以自行变换睡眠姿势。”

儿科医生介绍，趴睡，也就

是俯卧位，一般是针对呼吸系

统不好的婴儿，通过这种方法

可以提高氧合，改善通气，增加

胸部运动的同步性，减少呼吸

暂停的发生，但俯卧位是一种

非常规的体位，并不适合每个

婴儿。“对一部分初生婴儿来

说，趴睡可以带来安全感，如果

是出院回家的孩子，我们会告

诫家属必须要在旁人监护的条

件下趴睡，因为这可能有导致

窒息的风险。”

同床共枕还是独立一间？

一般建议宝宝和爸爸妈妈

同房睡，但是不建议一起睡大

床，厚被褥以及熟睡的大人翻身时不小心压到宝宝会使

宝宝呼吸不畅，甚至引发窒息的风险，既往也有新闻报道

宝宝和大人同床睡觉，被大人身体压住窒息死亡的案例。

因此宝宝应该单独睡小床。爸妈可以根据自家情况选择

同屋不同床。

孩子哭闹要理吗？

孩子哭吵，家长一般都不会置之不理。儿科医生建议

爸妈对于孩子睡眠的哭闹不要置之不理。睡前哭，可以哄

睡后放到其独立的小床；也可以使用安抚奶嘴，但不建议

在孩子睡熟后继续使用或者将安抚奶嘴挂在脖子上。

睡眠中宝宝哭闹，要及时查看，因为持续的哭喊产生

的眼泪和鼻涕等也会引起宝宝呼吸困难。睡眠中即使孩

子不哭闹，也应隔一段时间看看宝宝，确保宝宝睡眠环境

是安全的，也缓解宝宝及新手父母的焦虑。

其他需要了解的睡眠安全操作

1）婴儿床：符合3C标准；床栅栏需放好；“安全床围”

慎用，因为一旦床围脱离床沿倒下压在孩子口鼻，容易引

发窒息；床垫易韧不宜软，松软的床垫可能会引起孩子陷

入其中，引发窒息。

2）玩具：婴儿床上不建议放置悬挂的饰品，不建议放

置毛绒玩具等，因为饰品掉落引起异物，毛绒玩具等掩住

口鼻易引起窒息。

3）睡眠衣物宜适不宜紧与多：孩子睡眠过程中，注意

调整室内温度，切记不要给宝宝穿太多、太紧的衣物，这

很容易引起呼吸不畅，可以使用婴儿睡袋，如盖被褥不宜

超过颈部，遮盖口鼻。

最后需要回答一些新手爸妈关心的问题：宝宝一直

仰卧，头会不会睡扁平？不要紧张，宝宝除了睡眠，一天当

中清醒的时间也不少，利用这个时间，跟宝宝玩玩俯卧的

游戏，利于孩子头部和颈部发育，当然最重要的是爸妈在

孩子俯卧时不要开小差，要密切观察陪伴孩子。

睡眠无小事，安全是大事。儿科医生在此提醒新手爸

妈们，网络上各类育儿信息质量参差不齐，鱼龙混杂，大

家要注意信息来源机构的资质，注意甄别。

本报记者 陶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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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悠闲的午后，拿起爱看的书，不知不觉好几个小时过

去，脖子和肩膀僵硬、酸痛，甚至还有点轻微的头痛。爱读书人群

该以怎样的姿势正确读书呢？对此，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

院脊柱病研究助理研究员孙悦礼从专业角度进行了介绍。

看书时坐姿时间不要太长

为了防止引起颈肩疼痛，正确的坐姿总是被强调，但是保

持坐姿的时间却容易被忽视。孙悦礼介绍说，事实上，即使长

时间保持正确坐姿，同样会引起相应肌群的疲劳和不适，也被

称为“姿势性紧张”，是一种大肌群痉挛的症状。

当开始感到颈肩酸痛时，颈肩周围的肌群就已经开始紧

张，这些肌群痉挛所带来的收缩力，是为了协助颈椎周围小肌

群维持稳定，颈椎小肌群的纤维很纤细，很难长期持续发力，

当它们疲劳后就无法继续维持颈肩部稳定，这也是颈肩部区

域感到酸痛的主要原因。当大肌群参与到维持稳定的工作时，

颈肩背部就会开始感到僵硬。

孙悦礼表示应尽量把每段看书坐姿时间限定在20—30分

钟之间，间隔时间可以通过休息或者伸展来充分放松颈肩部

的小肌群。

现在流行的一种站姿办公就是一种很好的预防颈腰不适

的做法。读书时也可以参考这种做法，如果有条件，把书本摊

开，架在桌面的架子上，站着读书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扶着

办公桌站着的时候，很少会过度前倾或后仰，因此无需考虑腰

背部缺乏支撑的肌群劳损。另外，站姿时和桌子的高度差，往

往可以让肩部自然而然地放松，手肘恰好扶在桌沿。

书桌的高度要恰到好处

孙悦礼说，许多人会在书桌前趴着读书，当桌子过高时，身

体就容易不由自主地耸起肩膀，才能让前臂、手腕和手抬到合

适的高度，过一段时间，颈肩部肌群就很容易出现疲劳，开始痉

挛。当颈肩部肌群变得紧绷一段时间后，这种紧张感通常会影

响到头骨底部娇小的枕下肌和头夹肌，这也是引起头痛的主要

源头，从后脑勺胀痛一路加重放射到额头。而当桌子过低时，会

被迫驼背、伸颈、低头来看书，这种前倾姿势会直接拉拽头骨底

部的枕下肌，肌肉痉挛就会引起颈部后侧酸痛和头痛。

对此，他认为，当桌面高度合适时，肩部放松，手臂自然放

在桌面上，此时，手肘弯曲大约为90度，就表示桌子高度正好。

绝对不要陷在沙发里看书

许多人喜欢闲暇时窝在沙发里捧本书晒太阳，这时候还

有什么姿势比“葛优瘫”更舒服更放松呢？孙悦礼指出，这种看

书方法却是不可取的。

他说，不过如果这种“瘫法”一开始就会不舒服，那就不会

有人去做这个姿势了。“葛优瘫”对身体的影响力体现在更加

长期的维度上。当“葛优瘫”的时候，其实腾空的腰部是毫无支

撑的，为了让腰椎在这个姿势时候不会因为重力往下坠，腰椎

附近很多韧带和肌肉都在收紧来控制住重力对腰部的吸引，

当这些肌群开始累了，腰肌劳损就会引起疼痛。同时，因为腰

部没办法支撑起身体，为了让“葛优瘫”瘫而不倒，紧贴沙发的

颈肩部就要承担更大的负担。

此外，如果这个姿势习惯已久了，突然要你纠正回正确的

坐姿，其实反而会很不舒服，因为保持正确坐姿的腰肌已经随

着“葛优瘫”弱化太多了，它们很难维持正确的坐姿太久。

最后，孙悦礼再给爱读书的人群推荐了一个简单的拉伸

放松的动作。

如果长期读书后会出现颈肩酸胀和头痛情况的话，除了

调整看书习惯和避免不良看书姿势外，还有一个简单的物理

治疗分享给大家。只需要准备小毛巾卷或者一个小网球，甚至

一个保温杯，我们需要用这个小道具来做姿势松弛技术。

首先，平躺在地面上，持续5—10分钟，让颈肩后侧肌群充

分放松。

然后，把毛巾卷或保温杯放平，垫在头骨和颈部交界的区

域，使用头部的重力让它轻轻压在枕下肌下。

平躺在这个位置，集中注意力，深呼吸5—10分钟。

本报记者 陶婷婷

【育儿堂】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孩子们的寒假

生活方式，让原本承载着期望、雀跃的假期变得无聊、恐慌、烦

躁……如何让孩子们身心愉悦地过完这个假期？这大把的亲

子时间如何才能欢乐而有趣呢？所谓睡懒觉伤身、零食伤胃、

动画片伤眼，是不是有的爸爸妈妈已经绞尽脑汁，但仍然陪不

倒精力旺盛的“小怪兽”们呢？现在让两个孩子的妈妈小树医

生教您几招。

NO1.万能的纸球球

很多人家里都有废弃的报纸，这些报纸只要稍加工，就可

以成为万能玩具哦，这个手艺我可是跟幼儿园老师偷学的哦。

把两到三张报纸团成一团，也可以根据孩子性别及年龄大小

调整纸团大小，然后外面包上透明宽胶带，就OK啦。如果有彩

色的纸也可以在报纸外面包一层彩色纸，然后再包透明宽胶

带，就有了五彩缤纷的球球啦。

那怎么玩呢，可以当篮球，我用包装盒自制的篮球框，可

以忽略我做工粗糙，也可以忽略我画的丑丑的喜羊羊，只是

为了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我是尽力了，肯定有人会做出精品，

如果制作过程能和孩子一起就更棒了。我会拿着这个篮球

框，与女儿保持一定距离，让女儿拿着纸球球投向篮球框，这

样既可以锻炼孩子的臂力，又可以锻炼孩子的手眼协调能

力。喜欢足球的爸爸和宝宝当然也可以DIY 一个足球门，在

家里踢一场足球，这个时候妈妈球迷一定要给我们的球员加

油哦。

所谓万能球当然不止可以当足球篮球，还可以当保龄

球，把空了的零食盒子或者饮料瓶子当目标，如果大龄的宝

宝可以适当增加盒子或瓶子重量，放点水就可以了哦。所以

纸球球各种样式、各种玩法任你开发，只有想不到，没有做

不到。

NO2.从小玩到大的扑克牌

“跑的快”我想爸爸妈妈们都不陌生，孩子小还不适应整

副扑克，那可以拿出一半与孩子玩儿。诸多玩法不一一罗列，

各位家长可尽情发挥。实在不会还可百度一下。

这里重点介绍一种用扑克锻炼孩子注意力和记忆力的小

玩法。家长可以选扑克中数字的部分，然后随意抽出 2—5张

（根据孩子的年龄确定，年龄小2张即可，也可以从2张开始逐

步适应增加），给孩子看牌5秒左右，然后让孩子快速回答自己

看到的牌。如果要提高难度可以缩短时间，或增加数量，也可

以在内容上增加，如报出顺序、花色。世界记忆锦标赛里面有

一项就是扑克牌记忆，也许这个寒假你可以培养出一个记忆

高手哦。手边有扑克的家长赶紧动起来哦。

NO3.脱掉他（她）的袜子

这个游戏即简单又有趣，可以 2人也可以多人，每个人既

要保护自己的袜子不被对方脱掉，同时又要想办法脱掉对方

的袜子。我选择了公主系列袜子，让游戏更有趣味，我和孩子

每次玩起来都可以笑出一身汗。

NO4.动动笔，画画绕绕

缠绕画是一种不需要基础的画画方式，它蕴含想象力、趣

味性、随意性，通过重复图案的应用，呈现出意想不到的艺术

效果。跟孩子一笔一画一绕时间不知不觉就溜走了，没有比这

更好锻炼注意力和静心凝神的方法了。

也许寒假延长，让爸爸妈妈着急，错过了学习钢琴，错过了

学习围棋，错过了学习……但殊不知“游戏力”也是一种可贵的

能力，这种基于游戏的亲子沟通方式是亲子间深情联结的桥

梁。游戏当中所激发的活力，所产生的亲密感，可以缓解父母和

孩子的压力。所以不要着急，不要焦虑，不要恐慌，充分利用这

个悠长的假期与孩子玩起来，因为只有会玩儿的孩子才会学

习，只有亲子关系密切的孩子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关系。

作者：岳阳医院儿科 王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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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陶婷婷 通讯员 莫佳瑜 袁蕙芸）近日，76岁

的陈老伯腰痛不已，突然大量血尿把他吓得不轻。陈老伯到仁

济医院宁波医院（下称杭州湾医院）泌尿科就诊时病情不容乐

观。医生们发现：他的怀里揣了个“篮球”，直径足有30厘米大。

经过详细检查，原来是肾结石导致肾脏严重积水，右侧肾

脏体积居然长到正常的 20—30倍，右侧肾脏几乎占据了整个

腹腔，就像一个巨大的“水球”；陈老伯同时罹患右侧肾盂肿瘤

及左侧肾脏肿瘤，左侧肾脏肿瘤直径达 6厘米；合并尿毒症和

重度贫血……

经过沪甬两地专家会诊，患者转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由泌尿科主任薛蔚教授亲自主刀，实施双肾癌

同期双侧肾脏切除手术，避免了患者承受 2次手术的痛苦，目

前已顺利出院。

陈老伯早年间还患有肾结石，但没有出现症状，近几年进

展为尿毒症，进行规律血透治疗，老人后来肚子越来越大，像

是怀里揣了一个篮球，但因为没有出现明显的疼痛，就没有进

行积极治疗。

“发病那天，我正在上厕所，肚子突然很痛，尿竟然变成了

鲜红色。家里人都吓坏了，马上把我送到了杭州湾医院。”回想

起当时的情景，陈老伯至今仍心有余悸。

“罪魁祸首是结石导致的右侧肾盂肿瘤和左侧肾肿瘤。”

接诊陈老伯的来自上海仁济医院泌尿科行政副主任、杭州湾

医院泌尿科主任陈奇教授说，“考虑到患者当时出现血尿的情

况，结合CT检查，发现双侧肾脏都有肿瘤，而且到了晚期，可

能出现了肿瘤出血。更糟糕的是，由于结石梗阻，患者右侧的

肾脏因为严重积水，其体积是正常肾脏的20—30倍，积水占据

了整个腹部。”考虑到陈老伯合并尿毒症、重度贫血，情况很

差，患者被紧急收入病房，严格进行术前评估，并输血补液对

症治疗。

据薛蔚介绍，在临床上，双肾同时并发肿瘤的情况较为罕

见，一般来说，为了提高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会开展保肾手

术，最大限度保留患者的肾功能，但由于陈老伯本身就患有尿

毒症，长期靠血透维持生命，其肾功能已基本丧失，对他来说，

实施双侧肾脏切除手术是最佳的治疗方案。通过一次手术同

时切除双侧肾脏，既根治了肿瘤，终止了出血，还避免了2次手

术带来的创伤。

但是，同时切除双侧肾脏的手术风险极高，对医生的技术

水平是极大考验。一方面，在无肾状态下进行手术，患者输血

输液会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快速补液会加重心脏负担，使患

者出血风险较高。此外，万一患者出现大出血，很容易休克甚

至死亡。同时对于手术后的监护、即刻血液透析等治疗要求也

更高。

为此，杭州湾医院做好了充分的术前准备，纠正患者的重

度贫血，在完成了3次血液透析治疗后，立即启动绿色通道，患

者转院至上海仁济医院。

陈老伯被第一时间送入手术室，薛蔚教授亲自主刀。三个

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未出现并发症。术后 3天，患者再次转

回杭州湾医院进行术后康复，并于术后10天顺利出院。出院后

1个月，老爷子精神抖擞，亲手为科室送上了锦旗。

陈奇提醒广大市民，结石是肾脏里的“定时炸弹”，随着肾

结石越长越大，会形成肾梗阻，引发肾脏积水，破坏肾脏功能，

结石长期存在还会引起反复感染，严重的甚至可能引发肾脏

衰竭和肾脏肿瘤。为此，发现结石后，要积极随访、治疗，不可

麻痹大意，因为其不痛不痒而忽视。

仁济医院为七旬老伯成功实施双肾癌同期双侧肾脏切除手术

结石是肾脏里的结石是肾脏里的““定时炸弹定时炸弹””，，要积极随访治疗要积极随访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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