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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

□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30 岁的朱女士结婚
两年一直不能怀孕，后经系统诊
治终于怀上了孩子。近日，她去
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
咨询孟宝丽医生，想知道自己的
宝宝是否健康，孟宝丽建议她做
阴道超声检查。

据介绍，目前医学超声检查
即 B超检查，是患者就诊时经常
接触到的医疗检查项目，人们对
它已经不陌生。但在阴超检查
中，部分女性朋友还是心存顾
虑。其实，阴道超声检查就是经
过阴道进入的医学超声波检查方
法。这种检查有利于发现一些细
小的病变，精确率较高，对妇女盆

腔、子宫、输卵管等均有良好的声
学界面，在病变增殖、肿大时，可
以通过该检查为临床诊断提供重
要的依据。当育龄妇女停经、尿
妊娠试验呈阳性时，尤其是那些
有少量阴道出血者、恶心呕吐等
妊娠反应严重者、有异位妊娠史
者、有盆腔炎症史者，常担心宝宝
是否发育正常。绝大多数妇女是
正常的宫内妊娠，但也有一小部
分妊娠可能不在宫内，为异位妊
娠或葡萄胎等滋养叶细胞疾病。
超声检查，尤其是阴道超声检查，
可在停经 40 天起就明确地告诉
受检者是否为宫内妊娠，或发现
早期的异位妊娠及时处理，避免
异位妊娠造成腹腔内大出血的严
重后果。

孕妇在停经 50 天起就可以
通过阴道超声检查观察到宝宝的
胚芽，并可看到宝宝的胎心搏
动。孕早期做超声检查，还可及
时发现葡萄胎等滋养叶细胞疾
病，观察子宫、卵巢等盆腔脏器的
病变，以免延误病情。

不少准妈妈担心超声波会损
害腹中宝宝的健康，对超声检查
有顾虑。其实，只有当超声仪器

输出功率偏大、操作违反规范时，
才会损害被检对象。国内外专家
已经做过专门的实验和研究，现
在生产的仪器输出功率均严格限
制在正常无损伤的范围内，并且
每年有专家校验。从事超声的工
作者也都经过了严格的专业培
训，同时又有质量控制中心监督，
都在安全范围内进行诊疗，所以
准妈妈们不用担心。

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提醒：

怀孕后可以做阴道超声检查

自从微信推出了“拍一拍”功
能，群里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
大家都互相拍一拍逗趣，似乎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仿佛那
只友善又温暖的手真的跨越千里
轻拍了自己一下，唤起了我们对
于身体接触的美好感觉。

身体接触，是一种公认的能
够带来治愈力量的方式。皮肤是
人类面积最大，同时也是最先发
展起来的器官。我们还是婴儿的
时候，皮肤的接触感觉就在促进
母婴关系，对让婴儿感到安全和
抚慰起到重要作用。

与他人接触带来的温暖、美
好、舒服的感觉，源于一些神经
生理因素。近期发表在《自然》
子刊的一项以大鼠为研究对象
的实验发现，肢体接触可以在几
秒内迅速引起催产素能神经元
的兴奋，让催产素分泌量迅速升
高。催产素是一类促进社交、带
来抚慰的激素，当它的分泌量增
加时，我们会有更高的信任感、
依恋感，更低的疼痛、压力和焦

虑。也有研究表明，在面对压力
事件时，触摸能激发当事人一系
列生化和生理反应，让人更快地
平静下来，而言语安慰的作用远
低于身体触摸。

所以，每天让自己拥有三个
拥抱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轻
松与疗愈作用。当然，并不是所
有时候都能找到一个能够拥抱

我 们 或 者 我 们 愿 意 去 拥 抱 的
人。当没有条件的时候，可以怎
么做呢?

建议尝试“蝴蝶拥抱”。这是
心理治疗中常用的抚慰心灵方
法，自己对自己做就可以。首先，
想象一下过去生活中让你感到愉
快、有安全感或是被关爱的情境，
如果找不到这些经历，也可以自

己虚构一个能带来美好感觉的景
象，让自己慢慢进入安全或平静
的状态；其次，双臂在胸前交叉，
右手放在左上臂，左手放在右上
臂，双手交替在两个上臂轻轻拍
打，左右各拍一下为一组，连续做
4-6组，同时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
感觉和呼吸上。

除了蝴蝶拥抱，“挤压器”方
式也可以让我们体验到与他人身
体接触的美好感觉，这个结论来
自于著作《我们为什么不说话》。
其作者是一个自闭症患者，和很
多患者一样，她喜欢拥抱带来的愉
悦和温馨，但抱上没多久，恐慌感
会迅速袭来，让她无法忍受。直到
后来她发现，把自己包裹在有重
量的床垫里，只把头露出来，那种
四面八方传来的柔软的挤压感，
可以带来和拥抱一样的美好感
觉。如果你没办法突破心房和
他人拥抱，可以寻找一些柔软而
有重量的东西，比如用重力毯、
床垫制作“挤压器”，也是很好的
方法。 （丁思远）

（上接B1版）

孩子出现可疑表现
时别“一锤定音”

当孩子出现发育行为障碍
时，家长应该如何应对？有些家
长会第一时间四处求医，希望尽
快为孩子明确诊断。

“当孩子出现可疑的反常行为
时，家长不要马上给孩子‘贴标
签’。”李咏梅指出，要以发展的眼
光看待儿童的行为问题和障碍，一
方面要重视准确诊断的意义，另一
方面也要认识到，有相当部分的发
育行为障碍的诊断存在争议，有些
发育行为障碍可能随着时间和环
境的变化而不同，因此建议家长不
要过度追求准确的诊断，别“一锤
定音”。

李咏梅建议，家长应对儿童
各项认知、社交、运动、语言、情绪
等具体功能状况进行评估、了解，
及时进行相应恰当的干预治疗。

家庭干预越早越好

“以大家最关心的自闭症为

例，作为家长肯定都会经历一个
强烈的心理过程，包括震惊、迷
茫、质疑、自责、接受等等，最重
要的是家长和家庭都要尽快调
整心态，齐心行动起来。”李咏梅
说，家长对孩子要“不放弃”，在
寻求科学帮助的同时，不信所谓
的“灵丹妙药”和速效的“神奇疗
法”。

自闭症家庭需要专业指导，
和医生建立长期的咨询合作关
系，需要医学、教育、家庭联合干
预。干预训练要融入日常生活
中，生活就是干预。对孩子要做
好行为观察记录，治疗教育计划
和疗效观察记录；家庭所有成员
要合作参与训练，全家齐心一
致。训练中，家长要做到热情奔
放，说话抑扬顿挫，带动孩子进行
交流。

李咏梅指出，自闭症的家庭
干预要讲究早期干预，长期高强
度科学系统训练、个体化训练，别
让孩子独自闲着，家庭训练非常
重要，中重度患儿早期强调一对
一训练。“最重要的是爱心、耐心、

恒心、信心、决心以及一点‘狠
心’。”李咏梅说，父母自己也要过
好，也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

对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学
习障碍儿童，家庭教育也非常重
要，包括和谐的家庭、恩爱的父
母，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方法要
保持一致。对这两类孩子要注意
提高亲子沟通技巧，例如平等对
待、尊重孩子的选择，理解孩子的
情绪，允许孩子在情绪来临时恰
当地宣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
可以配合合理用药。”李咏梅表
示，家长要始终牢记保护孩子的
自信和自尊，发现孩子的优点，鼓
励引导孩子向擅长的领域发展，
把孩子的障碍“最小化”，促进孩
子的潜能“最大化”。

高功能自闭症孩子
入学要做这些准备

高功能自闭症孩子入学前，
家长要提前做好准备。“提前让孩
子适应学校生活，例如在家里进
行情景演练，用角色扮演的方式

演练入学后学校课堂的情景，培
养规则意识。”李咏梅建议，还可
以提前带孩子去学校附近或学校
内体验学校的环境。有条件的家
庭，不妨细心安排一个同龄伙伴
与孩子结对子，友谊能帮助孩子
提高社交技能，更好地融入同伴。

应对孩子的问题，家长并非
孤立无援。李咏梅建议，有发育
行为障碍孩子的家庭要和老师保
持良好的沟通和联系，让老师能
理解孩子的认知和行为特征，争
取同学和家长的理解，并交流在
学校可以采用的适合孩子的环境
安排和行为管理的一些技巧和方
法。

自闭症孩子难以适应课堂惯
例的突然变化。当临时调课时，
老师最好能提前和自闭症孩子沟
通，如果孩子无法接受而出现反
常表现，可以让他到课堂外的安
静而安全的空间进行调整。

学习障碍的孩子则需要学校
做一些适当调整，如作业和测验
给更多的时间、在单独安静的房
间里完成测验等。 （任珊珊）

孩子突然厌学“自闭”？心灵成长要这样补课

心里不安，抱一抱自己

本报讯 熬夜真的毫无益处。
近日，挪威科技大学心理学家发
现，仅仅比平常晚睡两小时，第二
天就会变得更冲动，更容易犯错，
而且愉快感下降。

研究人员对52名年龄在18-35
岁的健康成年人进行为期 11天的
调查。为了监测睡眠，研究人员要
求参与者在手腕上佩戴运动传感
器，每天早上填写一份“睡眠日
记”，记录的问题包括：什么时候就
寝和起床，花多长时间入睡，夜间
有没有醒来等。在维持了7天的正
常睡眠习惯后，参与者在最后3个
晚上比平时晚两小时睡觉，但在正
常时间起床，并在其中几天上午9
点左右接受了标准化测试，以评估
他们的注意力，然后填写一份“积
极和消极情绪影响量表”，以评估
他们的情绪状态。试验结果显示，
晚睡后的3个早晨，参与者在注意
力测试中的反应时间减少，即更快
地做出决定，但犯的错误更多了，
这意味着他们变得更加冲动。此
外，他们的积极情绪也变少，感到
不那么快乐、热情、专注和满足。

发表在《睡眠杂志》上的这项
研究成果表明，即使晚睡 1-2小时
也会对认知能力、情绪、专注力产
生负面影响。如非必要，不要熬夜
工作或学习，这会损害人们减压和
克服困难的能力。 （生命）

本报讯 见义勇为、劫富济贫
的英雄好汉往往给人以机智果敢
的美好印象。近日，奥地利的一项
研究证实，在帮助和保护他人时，
人类大脑的学习和决策能力更强。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卢卡斯·
伦格斯多夫博士团队招募近百名
18-35岁男性志愿者，展开了人类
利他行为的大脑研究。参试者按
照要求对两种符号（一个会频繁发
出电击，另一个很少发出电击）进
行反复实验分析，并为自己或身边
的朋友做出按键选择。结果发现，
为了避免给他人（而非自己）带来
痛苦的电击，参试者会更快找出减
少电击的方法。这表明，当自己和
他人同时受到威胁时，人类更容易
表现出利他的亲社会行为。

研究人员在参试者完成上述
任务时，对其大脑进行功能磁共振
成像扫描。结果显示，这种亲社会
行为与大脑中腹内侧前额叶皮质
和颞顶交界处的同步活动密切相
关。前者负责评估和比较人类可
能采取的行动，后者为大脑的一个
中心区域，负责“设身处地为他人
着想”的换位思考。这表明，学习
和决策源自大脑多区域之间的协
作。

伦格斯多夫博士表示，早期曾
有研究显示，当涉及金钱收益时，
人们更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新
研究结果表明，一旦人们的身体健
康受到威胁时，这种影响就会逆
转，这足以说明人类并非总是自私
行事。 (林烽)

奥地利新研究证实：

帮助别人时
大脑更聪明

晚睡两小时
第二天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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