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14日 星期二
编辑：溢真 组版：赵勤 校对：姚磊 健康·养生 11

家住开发区 75岁的张女士，
去年10月份意外摔了一跤，右髋
部疼痛,就自已涂了些跌打损伤
的药膏，在家里卧床休息……没
想到的是，这一躺竟然躺了两个
月，不但没有减轻疼痛，右腿肿胀
越来越明显，家人赶紧将张女士
送到医院诊治。市中医院骨伤科
学科带头人盛国庆主任中医师认
为，老年人跌倒是常见的意外，生
理上能影响他们的身体机能和独
立生活能力，心理上则会影响他
们的自信和自尊。事实上，大多
数老年人的跌倒都是能避免的。
跌倒的发生，与身体姿态、慢性疾
病、不安全的环境及不合理的运
动皆有关系，预防跌倒需要从多
方面着手，并注重提早预防骨质
疏松症，配合医生做好相关疾病
的治疗。

跌倒是老人骨折的一大原
因，也是我国伤害死亡的第四位
原因，是65岁以上老人伤害死亡
的“头号杀手”。一般来说，老年
人较难控制体位，由于神经肌肉
协调性下降及肌肉力量下降导致
平衡力差，上了年纪的人很容易
步态不稳，反应也慢了半拍，加上
部分人视力变差，患有糖尿病、高
血压等慢性病的因素，都成为老
年人容易发生跌倒的原因。当
然，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及运动不
合理也成为一些老年人跌倒的诱
因。盛国庆主任中医师表示，年
龄超过 65 岁、一年内有跌倒病

史、步态不稳、爱逞强等性格是跌
倒的高危因素。

老年人该如何避免跌倒？市
人民医院创伤中心主任王树金主
任医师介绍，从临床上看，一天中
有两个时间段往往是跌倒发生的
高危时间，一是 15：00~21：00，此
时段老人离床锻炼的机会多；一
是 00：00~7：00，与清晨血压升
高、好发心律失常有关。床旁、厕
所是改变体位最多的地方，最容
易发生跌倒事件，因此行走不便
的老人身旁应有人陪伴，注意室
内环境的安全性，如家中卫生间
保持地面干燥，养成良好的排便
习惯，这些对预防跌倒发生都有
重要作用。当然，老年患者还应
根据医生的建议，适当进行有规
律的运动，同时治疗其他相关疾
病。

“对老年人来说，注意日常生
活中的不良姿势非常重要。”王树
金说，比如老年人在站立时，应尽
量保持耳朵与颈部竖直，肩膀向
后伸展，挺腰收腹。有些老人习
惯性身体前倾，容易造成身体不
平衡。在早晨起床时，应避免过
急过快的体位改变，建议遵循起
床三部曲：醒来先仰卧半分钟，之
后再坐起半分钟，双腿垂在床沿
半分钟。

有研究主张，打太极拳可以
预防跌倒，喜欢打太极的老人不
妨多多锻炼。另外，在预防老年
人骨折方面，国外还流行使用一

些医疗器械，如预防脊柱骨折的
腰带佩带，预防股骨骨折的髋部
保护短裤，提前做好措施，防患于
未然。

一定要重视骨质疏松问题。
“老年人预防骨折，除了避免跌
倒，还要重视骨质疏松症的预防
和治疗。”王树金介绍，骨质疏松
是一种“静悄悄”的流行病，它可
以让人产生骨痛、身高缩短、体力
下降以及骨折，但很多患者往往
等到骨折了才知道自己患病。

骨骼是活的组织，不断地新
陈代谢，旧的骨质被吸收，由新组
成的骨质所代替。吸收过多或过
快，骨质疏松症便会出现。随着
骨量的流失，再致密再坚硬的骨
头也会变得疏松以致于不堪一
击，其最大的危害就是导致骨质
疏松性骨折。随着年龄的增加，
该病的患病率不断上升，而且女
性由于在绝经后激素分泌锐减加
速骨质流失，患病人群比男性更
庞大。

医生表示，对于骨质疏松症
来说，预防更重要，从任何时候起
都不算早，从任何时候起也都不
算迟。首先是建议增加钙质的摄
取。多喝牛奶，除一般牛奶外，亦
可选择脱脂牛奶、低乳糖牛奶及
发酵乳等；多摄食其他含钙量高
的食物，如小鱼干、豆类食品及深
色蔬菜等；服用钙片，视需要而补
充。其次是适当运动，可采用背
部运动以增加腹肌与背肌的力
量，或是四肢运动如步行、散步、
游泳、骑自行车等。一旦检查确
诊，更应尽早治疗，并进行长期和
综合性治疗，以及时控制骨质疏
松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抗骨
折能力。

老人“跌跟头”很凶险，防治并重！

●着急接电话时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曾

对 1300 名 60 岁以上老人进行
家访，发现在卧室摔倒的老人，
八成以上是因为着急去接电
话。建议老人不要把座机放得
太高，最好放在客厅等经常活
动的地方，并在卧室安一部分
机，开通来电显示，以防错过重
要电话。听到电话响时，老人
不要着急接听，要慢起、慢站、
慢走。

●冬季外出时
冬季天冷路滑，穿得多活

动不便，戴着围巾、帽子视野受
限，不能及时观察路况，这些都
会增加老人冬季外出摔倒风
险。建议老人走路速度不要太
快，最好穿防滑鞋或运动鞋；在
雪地上行走时，切忌提重物，双
手不要揣在兜里，可拄根拐杖
来保持平衡；骨质疏松者应尽
量减少在雨雪天外出，80岁以
上高龄老人应尽量避免远行，
一定要远行的，要有家人陪护。

●起夜时
据临床统计，老年骨折患

者超半数是起夜摔伤造成的，
究其原因，一是光线昏暗及错
误的家具摆放，二是起夜时身
体机能处于半睡眠状态，反应
迟缓。独居老人起夜跌倒后不
能被及时发现，受伤甚至死亡
的风险更大。建议老人装一个
小夜灯，睁眼后先在床上躺 1
分钟，然后慢慢坐起。

●洗澡时
老年人身体弱、平衡力差，

多数还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
如果浴室狭小、地面湿滑、温度
过高，很容易摔倒。老人洗澡
不宜超过 15分钟，浴室门不要
反锁，避免发生意外时耽误抢
救；老人洗澡时可以带个防滑

小板凳，坐着洗既省体力，又不
用担心摔倒；浴室地面应采用
防滑瓷砖，并铺放防滑垫，尽量
安装扶手或固定物，便于老年
人保持平衡。

●等车时
等公交车往往需要长时间

站立、排队，老人由于体力不
支，关节不灵活，加上公交车进
站时突然快速移动，人群拥挤，
极易摔倒。因此，老人外出最
好随身拿一根带板凳的折叠拐
杖；等候时不要一直坐着或站
着，可在原地多活动活动关节；
公交车进站后，不要急于上车，
避免和他人拥挤。

●乘扶梯时
老年人肢体不够协调，乘

扶梯时掌握不好节奏，很容易
摔倒。建议老年人乘扶梯要抓
紧扶手，双脚左右分开站立，身
体重心稳了，就能最大限度地
避免摔倒；去超市购物时，尽
量不要使用购物车，免去推车
乘扶梯带来的风险；乘扶梯时
切勿争抢，如腿脚不便，可乘无
障碍升降电梯，或寻求工作人
员的帮助。

●服药后半小时
老人在服用某些药物后，

血压、意识、视觉、平衡力等会
受到影响，增加跌倒风险。一
般来说，服药后 30分钟至 1小
时是跌倒的高风险期，老人动
作宜缓慢，尽量不要外出。

如果老人不慎跌倒，要保
持镇定，感到疼痛或受伤时不
要随意移动，可大声呼救或者
猛拍地面、墙壁，以引人注意，
寻求帮助。家属或陪护者发现
老人跌倒，不要盲目将老人扶
起，应根据情况判断，再作决
定。

（恒珍）

链接：这些情境下最易发生跌倒

推动科学发展推动科学发展
建设美好丹阳建设美好丹阳

丹阳市科协协办

本报讯（记者 唐菀滢 通讯
员 尹璐）当下，生活节奏快，工
作压力大，不少人容易出现情绪
波动；特别是年终，各种好的坏的
事情集中，难免对情绪有影响。
中医认为：“百病皆生于气。”为了
自身的健康，还是要管理好自己
的情绪。

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多年的
丹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丁伟花告诉记者，在所有患病人
群中，70%以上都和情绪有关，如
癌症与长时间的怨恨有关，常受
批评的人爱得关节炎。当人情绪
变化时，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
变化。比如恐怖会让人瞳孔变
大、口渴、出汗、脸色发白；焦虑会
导致腹部疼痛；批评、内疚引发关
节炎；经常愤怒的人容易有口臭，
还爱发生脓肿；恐惧会引发晕车
和痛经。中医认为情绪波动主要
有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
惊，对应五脏，喜伤心，怒伤肝，忧

伤肺，思伤脾，惊恐伤肾。正常的
情况下，一般不会使人致病。只
有突然、强烈或长期持久的情绪
刺激，超过了人体本身的正常生
理活动范围，使人体气机紊乱、脏
腑阴阳气血失调，才会导致疾病
的发生。现代医学认为，良好的
情绪可使机体生理机能处于最佳
状态，使免疫抗病系统发挥最大
效应，抗拒疾病的袭击。心理学
家研究发现：人在激动时皮肤会
潮红发热，在紧张或愤怒时皮肤
会苍白冰冷。人的情绪如果发生
剧变，还可导致皮肤过敏；愉快喜
悦等正确情绪还可以使得伤口加
快愈合，促进疾病痊愈。情绪还
可以改变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功
能，经常紧张忙碌、不顺心会使人
体出现失眠、脱发甚至神经衰弱
等神经系统失调的症状。强烈、
突然或持久的精神打击会引起精
神障碍。

春节将至，又到了“聚会
季”，一顿丰盛的大餐必不可
少。然而，聚餐太多，吃得过
好，小心胆囊炎发作。近日，因
胆囊炎发作进医院就诊的患者
有扎堆的趋势。

消化科医师认为，摄入过
多的高脂饮食，会引起胆囊加
剧收缩，久之，便引起胆结石以
及胆囊炎。专家表示，胆囊炎
其实就是指胆囊出现了炎症的
情况，只不过有急性胆囊炎以
及慢性胆囊炎之分。两者的主
要区别是急性胆囊炎发病迅
速，容易引起右上腹部疼痛，慢

性胆囊炎主要是在进食油腻食
物之后感到恶心、呕吐或者疼
痛。胆囊炎危害不小，不单会
引起疼痛不适，还可能对身体
造成进一步的威胁。急性胆囊
炎可能会导致胆囊穿孔引发感
染性休克、胰腺炎。若是伴有
结石，不仅会更进一步地阻塞
胆汁的排出，同时还会导致胆
囊出现功能的异常。调查显
示，胆囊炎后期会有10%左右的
患者发生癌变，严重者危及生
命，因此需要格外注意。一旦
出现厌油腻食物、腹胀和消化
不良，右上腹出现阵发性的痉

挛疼痛，皮肤、黏膜和眼球的巩
膜等呈黄色，有忽然发热、寒战
等症状，一定要及早就诊。

在胆囊炎急性发作时，应
休息、禁食、补充盐水，使用抗
菌素控制感染或针灸解痉止痛
等。如果反复发作者，则须采
用手术治疗。医生指出，在聚
会中，尤其要避免暴饮暴食；饮
食清淡，少油腻；要足量饮水，
喝水少，身体内的沉积物质就
不能及时排出身体之外，这样
长时间下来就会形成胆结石，
而改善胆结石多喝水是一个有
效措施。 （孙鸣）

中医讲究顺应四时养生，
“冬藏养生”说的就是人到了冬
天，应该养精蓄锐、休养生息。
那么“冬藏”到底该“藏”些什么
呢？

中医科医生针对冬季养生
给出了以下建议：1、增加睡眠
时间重在早睡。为了适应“冬
藏”，应该适当增加睡眠时间。
增加睡眠时间的方法并不是一
味赖床，而是要早睡，以达到养
精蓄锐的目的。成年人在睡眠
达到8个小时的情况下，也可以

适当减少午睡。2、锻炼不要赶
早。有些人有早起晨练的习
惯，但冬季早上天气寒冷，锻炼
不可过早，不可汗流浃背，以免
受凉感冒。老年人不可冒着严
寒做一些超负荷的锻炼，散步
和打太极是较为适宜的锻炼方
式。3、切忌一次性补充大量水
分。干燥的冬季，需要多多补
水。但在补充水分时，切忌等
到口渴了一次性饮用大量的
水，而是要按时饮用，如早起空
腹、饭前。正确的饮水量要根

据个人每天的日常活动量进行
调节，正常情况下，每人每天至
少饮用1~2L水。4、洗澡时间不
要太长。冬季洗澡的时间不要
太长，这样会使皮肤表层的油
脂失去保护，让皮肤更加干燥
瘙痒。建议盆浴时间20分钟为
好，淋浴的话3~5分钟即可。同
时，水温过高也会破坏皮肤表
面的油脂，让毛细血管扩张，加
剧干燥。

（王晓）

年末聚餐多,引发胆囊炎

冬季养生关键在于“藏”

年关，要管理好你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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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救助与咨询热线 86556662
地址：丹阳市青少年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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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治
疗糖尿病也是一场持久战，家庭
是糖尿患者的重要依靠。一家
人通常有同样的生活习惯，包括
不良的饮食习惯。因此，家人的
行为对糖尿病患者有着直接的
影响，家人不仅仅是督促作用，
而应为糖尿病患者提供力所能
及的陪伴，甚至是改变，与他们
一起学习糖尿病的基本防治知
识，同他们多交流，引导他们积
极服药、主动控糖。

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省级
专科护士季红认为，糖尿病患者
家人可在五个方面进行帮助：教
育，和患者一起学习糖尿病防治

常识。比如，了解低血糖的表现
和应急处理措施；早期发现糖尿
病的常见并发症等。饮食，帮助
患者选择适合的日常饮食。饮
食应该多样化，坚持少吃多餐，
定时定量进餐。条件允许，家属
可以配合糖尿病患者把每天食
物分成 4~5 次食用。多吃新鲜
绿色蔬菜，以及适量的坚果和水
果、粗粮、杂粮。平时避免摄入
过多的动物性脂肪，少吃油炸食
品以及红肉。运动，要督促或陪
同患者做适当的运动。持之以
恒、循序渐进的规律运动可以帮
助病友改善血糖控制，适量的运
动应该是微微出汗即可。运动

最好有家人陪伴，使患者养成习
惯。此外，还要注重选择舒适的
鞋子，在运动时避免损伤。药
物，服用降糖药物时一定要听医
生的话，家人可督促患者每天定
时定量服药，不能根据自我感觉
减量或者停药，定期去医院检查
复诊。监测，督促患者每天规律
地定时监测血糖。如果本身血
糖不稳定还需要增加监测次数，
一般在早上起床时，测空腹血
糖；还要在餐后两小时测餐后血
糖，这些都需要家人督促，甚至
帮忙做相关的记录。

（刘静）

随着气温聚降，这两天的寒
风吹在脸上冰冷刺骨，导致有些
人面部僵硬，口眼歪斜。最近，
医院像这样的患者并不罕见。

医生介绍，面瘫多是由于面
神经感染所致，特别是寒冷的冬
季，更是面瘫的高发时节。因为
冬天天气寒冷，一旦受寒，体温
降低，人的免疫力马上随之降
低，这个时候，那些潜伏的病毒
就开始伺机而动，感染导致面神

经炎症水肿，损害了面部神经，
由此引起面瘫。换句话说，如果
你的免疫功能足够强大，即便是
站在寒风中，也未必发生面瘫。

由于都有口眼歪斜的症状，
不少人就以为面瘫是中风的前
兆，其实并非如此。医生表示，
中风和面瘫虽然都会出现面部
瘫痪的症状，但是中风是脑血管
病，除了局部面瘫症状外，还会
出现语言及肢体活动障碍等症

状，如半身不遂。而面瘫仅仅是
面部神经出现问题，导致面部肌
肉出现瘫痪状态。最简单的区
分方式是，面瘫是半张脸包括眼
睛出现偏瘫，而如果是中风引起
的，通常表现为眼睛以下部位的
偏瘫。专家强调，一旦出现口眼
歪斜的情况要及早治疗，越早治
疗效果越好，若耽搁太久，则治
愈率明显降低，效果大打折扣，
而且很容易留有后遗症。（正斌）

糖尿病患者的家人
该做什么？

面瘫高发季,市民要注意

做B超，
尿憋还是不憋？

患者在做腹部B超时，都遇
到过这样的困惑，怎么有时候医
生要患者憋尿，有时候又要排
空。超声检查，到底要不要憋
尿？

专家介绍，超声检查时，憋
尿还是不憋尿，和检查的脏器以
及具体项目有关。不需要憋尿
而需要空腹做的腹部超声：肝、
胆、胰、腹腔后、肾动脉、肾上腺
等部位。探查通常要求空腹 8
小时以上，检查应在上午空腹进
行，检查前晚九点后禁食，十二
点后禁饮水。空腹超声检查应
安排在内镜、钡餐及胆道造影检
查之前。由于胃肠气体干扰，即
使空腹，下午也不宜做上腹部超
声检查。这是因为超声波固有
的声学特性所致，肠道气体增多
导致超声波的反射增加，明显影
响图像质量。

另外，进食后胆囊收缩变
小，很难区分胆囊是生理性还是
病理性变化，同时也影响胆囊腔

内病变的显示，因此也需要空腹
检查。需要憋尿做的腹部超声：
子宫附件、泌尿系（尤其是需要
检查膀胱及输尿管者）等。上述
脏器在盆腔的深部，周围又有肠
管包围，肠管内容物和气体会对
超声波影像造成干扰。如果不
憋尿就探查，会出现“白茫茫”一
片，什么也辨认不出的情况，只
有憋尿推开肠管，才能清楚显示
膀胱后方的子宫、卵巢等器官。
但是，憋尿也要适度，否则会造
成一些假象，影响正确诊断。一
般就经验而言，做妇科超声要求
膀胱的尿量在 300~400 毫升为
佳，通常应在检查前1~2小时饮
水 500~1000毫升。对于孕妇来
说，怀孕3个月以内者需要适度
憋尿，怀孕3个月以后由于子宫
长大由盆腔升入腹腔，将肠管自
然推开，羊膜囊内有羊水作为透
声窗，可以较清楚地观察，因此
没有特殊要求检查的话不需要
憋尿。（倪静）

——关爱儿童健康，托起明天太阳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丹阳分院
丹 阳 市 儿 童 医 院

日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科室
心内科
骨科

神经内科
妇产科
心内科
骨科
心内科
妇产科
骨科

放射科

心脏超声
心内科

呼吸内科
皮肤科

妇产科

骨科
心脏超声
骨科
儿科
超声科

医院
江大附院

常州102医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常州102医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常州102医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常州102医院
江大附院

常州102医院
南京儿童医院
南京妇幼保健院

专家
王昭军主任医师
巢金林主任医师
于明主任医师
贡桂华主任医师
王昭君主任医师
巢金林主任医师
王昭军主任医师
贡桂华主任医师
巢金林主任医师
赵亮副主任医师

殷瑞根副主任医师
陈宝定副主任医师
刘培晶主任医师
张兰石主任医师
顾文涛主任医师
胡兴主任医师
杨佩芳主任医师
巢金林主任医师

徐良洁副主任医师
巢金林主任医师

吕康泰主任医师

时间
全天
下午
上午
全天
全天
下午
全天
全天
上午

全天

上午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上午
全天
上午
隔周六
全天

专科

儿科

小儿内分泌专
科、矮小症

小儿肾病专科

小儿哮喘专科

小儿多动症
中医科
消化内科

妇产科

门诊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上午

周二下午

周四下午
周三全天
周六上午
周六上午

周一~周六上午
周二下午周六上午

周一全天
周三全天

专家
方礼才副主任医师
何建军主任医师
张志华副主任医师
王清华副主任医师
王丽琴主任医师
吴云飞副主任医师

何建军主任医师

王清华副主任医师

曾惠泽副主任医师

王丽琴主任医师
马朝斌主任中医师
蔡楠主任医师

钟向英副主任医师
姚方华主任医师

联系电话
18912839206
18912839232
15052979094
18912839251
18912839238
15952956861

18912839232

18912839251

15952956861

18912839238
13606105270
13852961128
13952951270
15262969172

广
告

专科门诊时间表

专家门诊时间表

专家门诊可能因特殊情况临时变动，建议电话咨
询、预约。导医台热线：86950112

虽然大家对用眼卫生、预防近视
的重视度都比较高，相关措施也较为
普及，但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持续下
滑的趋势却并未得以根本改变，学生
的近视率等指标仍在上升。

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眭红艺
认为，造成近视有一定的先天遗传性
因素，但更多是不良用眼习惯造成的，
加之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一旦近视
便无法治愈，因此社会普遍认为，应改
变“重治轻防”的观念，减少儿童青少
年近视要从预防着手。

在网络时代，儿童的视力健康面
临前所未有的诱惑和威胁。除了学习
任务外，电脑、手机、游戏机等电子设
备对孩子的视力影响巨大，网游、手游
等娱乐方式在儿童青少年中普遍流
行。不少家长在孩子年幼淘气时，经
常会拿出手机进行安抚，把手机当成

“电子保姆”。
眭红艺提醒，养成良好的用眼习

惯很关键。1.从小建立屈光档案，密切
监测孩子的用眼行为、用眼环境，定期
做视力检测。2.正确的学习姿势，在学
习时应做到三个“一”，即眼离一尺，胸
离一拳，笔离一寸。3.适当的学习环
境，学习环境要具备三个“亮”，即教室
要亮，在家里读书时房间要亮，孩子学
习书桌的范围内要亮 。同时，家长也
要提醒孩子，读书、学习 30~40分钟闭
闭眼睛，抬头远眺，注意调整近距离阅
读的时间和强度，包括看书本、手机、
iPad等等。

眼科
拥有手术显微镜、白内障超声乳

化仪、眼科 A/B 超、中心视野仪、YAG
泪道激光仪、拓普康电脑验光仪等先

进的专科仪器设备。对成人眼科的常
见病、多发病能进行准确诊断和有效
治疗，能熟练开展冀状胬肉、睑内翻倒
睫、白内障、青光眼、慢性泪囊炎等手
术治疗。同时专业诊治儿童眼科各种
类型的屈光不正及小儿斜、弱视，并建
立“医学验光配镜中心”“弱视训练中
心”等技术专区，以更好地为广大眼疾
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联系电话：86950133

专家简介：
眭红艺，眼科副主任医师，江苏大

学临床医学本科毕业。从事眼科临床
工作20余年，擅长眼科常见病及多发
病的诊治，熟练操作眼科各项常规手
术，擅长眼科斜视、弱视、眼屈光学专
业疾病的诊治，在国家级杂志发表多
篇学术论文。

减少近视从预防着手

华南新村伊甸园路1号 86586204
（镇）医广【2018】第10-30-32号

健康行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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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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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
率为53.6%，且呈高发和低龄化趋势。儿童近视发病形势严峻，眼科副主任医师眭红艺提醒：

妇科：竭诚服务女性
【擅长诊治病种】：子宫内膜异

位症、子宫脱垂、子宫肌瘤、卵巢肿
瘤、不孕症、尿失禁、宫颈疾病、性
病及妇科恶性肿瘤等。

【熟练开展病种】：腹腔镜下附
件手术及子宫切除术、阴式子宫切
除术及阴道缩紧术、宫颈 leep刀手
术、无痛人流手术、复杂剖宫产术，
如疤痕子宫等。

专科始终抱持“一切为了病人”
的宗旨，竭力营造安心、放心、舒心

的就医氛围，竭诚为丹阳女性朋友
服务。

妇产科：病房大楼四楼三病区
专科电话：86950191

科室致力于为广大儿童及家长提供有关
儿童生长发育、行为问题、健康教育等方面优
质的专业指导、咨询及诊治。

具体包括：儿童常规体格检查、体格发育
监测；婴幼儿膳食及喂养行为分析指导；儿童
常见病、多发病如咳嗽、腹泻、营养不良、佝偻
病、缺铁性贫血、小儿厌食症等的诊治；多动
症、矮小症、性早熟等遗传代谢性疾病诊治。

科室拥有：体格测量工具、体格评价系统、
25羟维生素D测定仪、骨龄评估、婴幼儿神经
运动发育评估系统、韦氏学龄儿童智力量表、
注意力缺陷测试等先进设备。

儿童保健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