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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疫情
给孩子进行一场生命教育

◆

科普课堂

◆亲子课堂

多雨的春天让很多人觉得身体内外
都有点潮湿。湿气对健康影响大，如何
判断自己的湿气重不重？
一 看 体 型 。 中 医 认 为 ，肥 人 多 痰
湿。因此，体型偏胖、动作迟缓的人多有
内湿。
二看舌头。体湿的人观察舌头时会
发现，舌苔白厚腻或黄厚腻。看舌苔以
清晨刚起床时自然光线下最为准确。
三看大便。一旦发现大便稀薄、黏
腻、不成形，就可能是有内湿。建议大便
后观察一下马桶，是否有一些会黏在马
桶上，
很难冲下去。
四看起床状态。有些人早上起床
后，会觉得困乏头沉，打不起精神，而且
痰多，
说明体内湿气较重。
（《健康报》）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世界各
地每天都更新着“死亡”的数据。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副教授黄峥博士收到很多
家长留言，孩子经常提问：
“死亡
是什么？”
“爸爸、妈妈，爷爷、奶
奶，你们也会死吗？
”每当这时，家
长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跟孩子
解释，只能含糊其辞。当孩子用
稚 嫩 的 声 音 问 到 有 关“死 亡”的
问题时，我们该怎么回答？
温馨提醒

◆

家长避谈生死是孩子的灾难
关于死亡教育，曾经有这样一项
调查数据：在接受调查的 300 名家长
中，仅有 13.6%的人会认真回答孩子提
出的关于死亡的问题，而超过 60%的
家长选择避而不答。一直以来，家长
们给予孩子的死亡教育几乎是空白
的，不愿意带孩子去看望病重的人，不
愿意让他们参加葬礼，觉得这是在保
护孩子。
可实际上，家长的回避，不仅影响
着孩子对生老病死的理解，还有可能
使得孩子在面对死亡时产生心理问
题。
日本著名的作家山口茜小时候与
奶奶的感情十分深厚，在她 5 岁时，奶
奶患癌离世。直到奶奶过世几个月
后，当她向妈妈不停追问“为什么我们
不去奶奶家”时，才得知了奶奶过世的
消息。在山口茜的父母看来，闭口不
谈奶奶的离世，是对孩子的一种保护，
但他们没想到这却加深了山口茜对死
亡的恐惧。

死亡教育是让孩子敬畏生命
近年来，家长们应该也有发现，孩
子自杀、自残的现象趋于低龄化：江苏
9 岁男孩因撞坏学校玻璃怕被惩罚，便

◆医生提示

跳楼自杀身亡；上海 17 岁男孩因不满
母亲批评跳车后又跳卢浦大桥丧生；
重庆三名初中女孩因学习压力太大手
拉手从 18 层楼跳下……由于死亡教育
的缺失，也让这些孩子失去了对生命
的敬畏。
《死亡教育》一书的作者邹余华教
授曾说：
“ 家长不对孩子进行死亡教
育，并不代表他们懂得生死。孩子们
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在潜意识里获得的
对死亡的认知，注定是不全面的、偏激
的，甚至是畸形的。”在那些没有接受
过死亡教育的孩子看来，死亡是他们
抵抗父母的手段，是逃避惩罚的方式，
唯独缺少的是对生命的尊重。
对死亡的逃避意识，使得我们的
孩子在童年时期承担了太多不必要的
恐惧，在长大时失去了对生命意义的
追寻。

学会和孩子谈论死亡
对孩子来说，死亡教育是他们人
生的必修课，而家长需要知道的是，各

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对死亡的理解是
不同的。所以当家长同孩子谈论生死
的时候，
一定要循序渐进。
面对 3~5 岁的孩子，家长尽量做到
坦然，以简单明了的语言告诉孩子关
于死亡的准确信息，比如死亡是一件
每个生命都会经历的事，死了之后，我
们就不能再见到他（她）了。
很多孩子在 5~9 岁会对死亡产生
恐惧。家长在此阶段最应该做的，是
接纳孩子的认知与感受，可以通过一
些温馨的绘本或者电影帮助孩子理解
死亡的意义，
减少孩子对死亡的恐惧。
9 岁以上的孩子已逐渐对死亡有
了成熟的认识，但是他们也很容易陷
入悲伤、愤怒以及焦虑的情绪之中。
家长可以给他们一些，并支持让他们
去做一些事情来减轻情绪，同时可以
带孩子去自然博物馆、科技馆，看看人
是如何出生、长大、老去、死亡的，还可
以与孩子共读一些关于生命起源和生
命陨落的书籍，
借此进行生命教育。
（《快乐老年报》）

三类药可对付“咳不出的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系
教授刘良完成多例新冠肺炎病例死者
遗体解剖后提出，需高度重视病理解
剖中发现的“痰栓”，患者肺部的气道
被黏液堵住，这使得肺泡正常的通气
功能受损，最终出现缺氧表现。
正常情况下人的痰液很少，但当
我们吸入刺激性气体、尘埃、致病细
菌、病毒等有害微生物时，呼吸道分泌
增加，痰量就会增加，性质也会发生变
化，从而引起各种并发症。含有祛痰
成分的咳嗽药可分为恶心与刺激性祛
痰药、黏液溶解剂及黏液调节剂三类。
恶心与刺激性药刺激痰液咳出
恶心与刺激性祛痰药，代表成分
为氯化铵、碘化钾、愈创甘油醚，其通
过刺激胃黏膜而引起恶心，反射性地
刺激呼吸道的黏液，从而使痰液易于
咳出，适用于痰少且黏滞、不易咳出的
情况，用量不宜过大。呼吸道炎症初
期，比如急性支气管炎或感冒患者，出

现痰少而稠不易咳出时，
宜用此类药。
黏液溶解剂使痰液稀化咳出
含黏液溶解剂如乙酰半胱氨酸的
咳嗽药适用于痰液黏稠、难以咳出的
情形。呼吸道慢性炎症期，比如慢性
支气管炎患者在非急性发作期，宜选
用乙酰半胱氨酸。因为此时痰中的黏
性成分多为酸性黏多糖，乙酰半胱氨
酸能够辅助分解痰液的黏性成分，使
痰液稀化咳出。确认为细菌感染时，
此时脓痰中的成分多为脱氢核糖核
酸，宜用乙酰半胱氨酸、α-糜蛋白酶等
治疗。
黏液调节剂使痰液变稀薄
含黏液调节剂如氨溴索的咳嗽
药，则通过促进分泌低黏性的黏液，使
痰液变得稀薄，从而易于咳出。比如
伴有痰液分泌不正常及排痰功能不良
的急性、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可选

用氨溴索。其能促使呼吸道表面活性
物质的形成，调节黏液性物质的分泌，
使痰液分泌恢复正常。痰液黏度较大
导致气喘气急者，比如慢性支气管炎
患者感觉有黏痰不易咳出，甚至引发
气急、气喘时，首选溴己新，以使痰液
黏度降低，
促进其咳出。
老年人不宜选过度刺激咳嗽药
实际应用祛痰药物时还有其他注
意事项。
1. 所有炎症患者都需要依病情服
用合适的抗菌药，这有利于抑制痰液
的生成。2. 特殊人群的药物选择需谨
慎，如呼吸道炎症初期的老年患者，因
肺功能不全，不宜选用氯化铵、碘化
钾、愈创甘油醚等过度刺激咳嗽的药
物，而应换用更缓和的疗法。3. 中药祛
痰化痰的品类繁多，必须在中医辨证
的基础上进行选择。4. 药物选择因人
而 异 ，用 药 前 应 咨 询 专 业 医 生 。
(《健康报》)

通过“四看”
判断体内有无湿气

揉大墩穴养肝护目

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若肝血不
足，则易致视物昏花。尤其是因经常使
用手机而感到眼睛干涩的老人，要注意
多按揉大墩穴，
可清肝明目。
大墩穴属足厥阴肝经之井穴，具有
疏肝理气、清肝明目的功效，经常按摩能
使人神清气爽，对疝气、遗尿、癃闭、经
闭、崩漏、阴挺、痫证等，也有一定的治疗
效果。
大墩穴位于足拇指末节（靠第二趾
一 侧）甲 根 边 缘 外 侧 0.1 寸 处 ，左 右 各
一。每天睡觉前用热水泡脚，然后用手
揉搓该穴 3~5 分钟，可有助祛除肝火，缓
解眼睛干涩、头晕乏力等症状。
（《老年报》）

搓手心脚心能辅助抗过敏

春天，很多人会遭受过敏煎熬，每天
都在打喷嚏、流涕、眼痒。中医认为，身
体禀赋不足、体质薄弱的人容易过敏。
中医对过敏的治疗讲究健脾补肾、益气
滋阴、疏风散邪、清热除湿等。春季易过
敏的人可经常揉搓涌泉穴和劳宫穴。涌
泉穴位于脚心部，用手掌快速揉搓，直到
有热感为佳。每天早晚揉搓涌泉穴 100
下，有益补肾壮阳、强筋壮骨。劳宫穴位
于手心部，一手握拳，揉搓另一只手的手
心部，直到感到手心微热，两手交替进
行。通过穴位的揉搓按摩，可达到增强
免疫、抑制过敏反应的效果。
（《健康周刊》）

小贴士

因含致癌物质胃药雷尼替丁下架

4 月 1 日 ，美国 FDA（ 美国食品药品
管理局）发布公告 ，要求所有药企立即
下架并召回所有雷尼替丁药物，
涉及处
方药和非处方药，
因其含有一种可致癌
的亚硝酸胺杂质 N-亚硝基二甲胺（NDMA）。雷尼替丁于 1981 年上市，是经典
的治疗消化性疾病药物，
广泛用于治疗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胃出
血、
胃食管反流病和卓艾综合征。
FDA 表示 ，部分雷尼替丁产品中含
有潜在致癌物 NDMA，
而且 NDMA 水平会随
时间的延长和温度的升高而增加。FDA
建议患者停止服用该药品 ，并告知医
生，
讨论其他治疗方案。该药的替代药
物有法莫替丁、西咪替丁、兰索拉唑和
奥美拉唑。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