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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劳肥近年来常被提及，是指由
于工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越繁忙反
而越容易变胖。什么导致了过劳肥？
调查显示，“长时间坐着，缺乏运动”排
在首位，其次是“饮食不规律”，第三是

“每天都很累，没精力和时间运动”。
用这些原因来解释儿童、青少年

肥胖也很贴切。2016年中国青少年
体育锻炼与健身情况调查显示，中国
青少年儿童所需的日常体育锻炼容
量，远没有达到能维持身体体质健康
的水平，而且随着年级上升，学生身体
素质在不断下降。而据我国第四次营
养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全国6—17岁

儿童和青少年肥胖率在10年时间里
增长了2倍，达到5300万。

缺乏体育锻炼且每天睡眠时间不
足9小时是很多青少年肥胖的成因。
研究显示，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肥胖
发病率会显著上升；学业压力和其他
心理问题会影响食欲，有些孩子往往
会以多食、暴食来舒缓压力。同时，因
为课业负担重，缺少课后自由支配时
间，而学校本应安排的体育课被挤占
情况也时有发生，使孩子更缺少运动
机会，长此以往便失去了运动的能力
与爱好，这与成人的“过劳肥”何其相
似。（摘编自《中国妇女报》）

孩子也会“过劳肥”

在绘本《和
爷爷一起散步》
里，丹妮拉和爷
爷一边散步一边
玩文字游戏，爷
爷说：你是白天

给我温暖的阳光。丹妮拉会
回应：你是夜晚为我引路的月
亮。浙江省金华市站前小学
原校长施益新和孙女的关系
就像丹妮拉和爷爷一样亲密。

前不久，孙女小桃子所
在的幼儿园要去秋游，施益新
被孙女选中“随行”，一路担任

“秘书”和“生活顾问”，当然更
多的是玩伴。被孙女选中的
原因，施益新认为是小桃子觉
得“爷爷最好玩”。

施益新曾是远近闻名的
数学老师，在陪小桃子玩耍
的过程中，一些日常生活中
的用品，都被他拿来当数学
思维游戏的道具。比如，正
好口袋中有几个1元硬币，他
就会陪小桃子学起了数字；
桌上有个牙签桶，便随手取

出一堆牙签，陪孙女拼图形，
这也是小桃子最爱玩的图形
游戏；拿来一个碗，装满水，放
上几只玩具鸭，就是一个很好
的故事游戏；到田野里，采上
几根狗尾巴，又是一堂生动有
趣的自然课……

施益新还会给孙女设计
有趣的小奖状，比如“爱吃青菜
和萝卜奖”（上图）。他也会请
孙女当老师，自己当学生……

施益新的带孙秘诀，就
是当好孙辈们的老顽童。因
为有着丰富的教育经历，加上
一颗不老的童心，施益新这个

“最好玩”的爷爷，有时候比爸
爸、妈妈还受孙辈们的欢迎。
（摘编自《金华晚报》）

退休校长当孙女最好玩伴
每次假期都短暂而匆忙，

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
看望外婆，也很长一段时间没
有给她打电话。

电话响了五到六声才被
接通，我刚喊了一声“婆”，九
十多岁的外婆已经叫出了我
的小名。我真的没有想到，她
对声音如此敏感，仅仅一个字
透过电波传过去，她居然能马
上分辨出来。

可能是太孤独了，总感觉
我每一次给外婆打电话，她都
有想狠狠抓住我不放的感觉，
杂七杂八地东拉西扯，总舍不
得挂线。

外婆操心的东西很多：未
结婚孙辈的婚事，刚入职孩
子工作的稳定性，已出嫁孙
女外孙女的婆媳关系……甚
至连大舅妈的烂牙，外婆也会
问一问。

问问我的情况，我告诉
她我除了穷点其他都很好，
她劝慰我人好就行，钱可以
慢慢赚。

她担心两个适婚却还没
有娶妻的孙子的婚事，甚至问
我：“你认识哪里有女孩不？”

外婆的曾外孙也有的已
经到了适婚年龄，听到他们已
经有人找到合适的对象，她明
显语气轻快。她应该是盼望
着他们能早日成亲，把小玄孙
带来给她看看。每次我带我
家小孩子去的时候，外婆总
要叫她们到跟前，慈爱地拉
拉手，摸摸头，然后每人发一
个红包。已经没有脚力外出
的外婆，能听到孩子的吵吵
闹闹对她来说或许已经是莫
大的幸福。

我在电话的这一头，外婆
在电话的另一头，絮絮叨叨着
就过去了 34 分零 10 秒，不知
道是因为信号不好，还是电话
有故障，意外断线，才打断了
我与外婆的这次通话。

不能相陪身边，只能用
电波传递着我微薄的孝心，
只愿外婆安康长寿。（网友

“傲雪桃花”）

给外婆打电话■隔代最亲

食物太精细，双排牙普遍

湖南长沙9
岁 的 健 健（化
名）到今年才开
始掉第一颗乳
牙。前段时间，
妈妈李女士发

现健健长出了双排牙，乳牙还
没有掉，新牙就长出来了，急忙
带着健健去医院。

山东济南可恩口腔市中分
院儿牙医生张祎璇介绍，双排
牙又叫乳牙滞留，是乳牙没有
正常脱落，新牙在乳牙内侧萌
出造成的。这种情况现在十分
普遍，80%的小朋友出现了乳
牙滞留。

造成孩子乳牙不脱落的原
因，主要在饮食习惯上。家长
为了小朋友吃饭便利，把蔬菜
切末、水果榨汁，还有大量奶制
品、面包、膨化食品，使孩子的
咀嚼功能越来越弱，牙齿和口
腔内外的肌肉得不到应有的锻
炼，导致肌肉无力、萎缩，颌骨
发育异常，但牙齿的数量并没
有减少，所以儿童牙齿错牙和

畸形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此
外，乳牙严重龋坏引起的牙根
和牙槽骨的黏连，恒牙在颌骨
中的位置异常，都会导致乳牙
脱落困难。

龅牙等各种问题随之出现

双排牙会让小朋友牙齿不
整齐，严重的会出现“地包天”或

“龅牙”，上下牙无法正确咬合。
福建省福州市的小辰（化

名）换牙时也出现了双排牙的
情况，导致几颗门牙长歪了，看
上去拥挤杂乱。初三毕业后，
在妈妈的建议下，他到福建省
二院口腔科做了牙齿矫正。小
辰妈妈说，孩子刚进初中她就劝
孩子上医院做牙齿矫正，那时他
怕疼死活不答应，后来他看到很
多同学都做了牙齿矫正后，的确
美观不少，才改变了想法。

如今大家越来越重视牙齿
的健康与美观，也越来越有条
件把孩子们的牙齿保护得整齐
又洁白了。“地包天”“龅牙”“牙
列不齐”……有牙齿问题的学
生纷纷利用暑假箍牙。这几
年，学生逐渐成为暑假整牙的

主力军。河南南阳市口腔医院
口腔正畸科今年暑假学生就诊
扎堆，一天接诊量达300人。

一些“小动作”也影响牙齿美

如何预防宝宝出现“双排
牙”？张祎璇提醒，家长不应过
度保护孩子的牙齿，要循序渐
进地给孩子吃一些硬度适中、
可撕咬的食物。比如多吃些甘
蔗、苹果、玉米等耐嚼食物，保
持对乳牙良好刺激，促使乳牙
按时脱落。

有不少孩子是因为后天
不良习惯造成牙齿不整齐，家
长需要帮助孩子纠正一些影
响牙齿美的坏习惯：一是咬唇
习惯，咬下唇的孩子比较多
见，容易造成上牙前突，上下
嘴唇闭不上；二是口呼吸习惯
会造成面型较窄、上前牙前
突、唇张开、下唇在上前牙之
后；三是吮指习惯，婴儿在一
定发育阶段，吮指是完全正常
的，一般在2岁末会自动消失，
如果习惯延长到 6—12 岁，则
可能造成永久性畸形，必须及
时干预矫治。

10个孩子8个“双排牙”
为奥特曼
做生日蛋糕

日前，4岁的小孙子不
慎扭伤了脚，暂时不能上幼
儿园，只能在家休息。我和
老伴去看他，小帅哥正在全
神贯注地做蛋糕游戏。

我问：“宝宝，你在给谁
做生日蛋糕？”

小孙子回答：“我在给
奥特曼做生日蛋糕。”

我逗他：“奥特曼的爸
爸妈妈为什么不为他做呢？”

孙子一本正经地回答：
“他的爸爸妈妈要上班赚
钱。”（湖南长沙 毕政）

到账了

有天，我的手机短信
“滴”的响了一声。孙女马
上说：“爷爷，到账了！”

我疑惑地问：“宝宝，什
么到账了啊？”

“不是稿费，就是退休
金到账了呀。”孙女说。（重
庆 陈世渝 63岁）

各忙各的

星期天，上中学的孙女
在我家写完作业，玩手机玩
得不亦乐乎，她奶奶就招呼
她：“赶快过来帮我择菜，中
午给你做你最喜欢的菜。”

孙女玩得正欢，头也不
抬，对她奶奶说：“奶奶，不
是我不帮您，我正在玩手
机，是在锻炼脑力，帮不了
您，咱就各忙各的吧。”

老伴嗔怪地说：“机灵
鬼，你就好好练脑吧，让脑
子更聪明。”（山东临沂 于
运海 69岁）

知道累了吧

我家上幼儿园的小孙
女嘉忆既可爱又调皮。有一
天，她说脚痒要我替她挠挠，
可挠轻了不行，挠重了也不
行。我索性停手，说我累了。

嘉忆一本正经地说：
“平时不干活，现在也知道
累了吧！”

见我一头雾水，她又接
着说：“我看奶奶多辛苦，又要
买菜、做饭，还要拖地，你什么
活都不干。”说得我无话可
说。（安徽桐城 徐向阳 77岁）

近日，一位爸爸
传了一段萌娃拔牙
的视频到网络上。
原来，6岁男孩到了
换牙期，新牙已经萌
出，乳牙却还没有脱
落，下颌最中间的两
颗牙出现“双排牙”。
不少家长看了视频
后说“我们家娃娃也
是这样的”。山东济
南可恩口腔市中分
院儿牙医生张祎璇
表示，目前孩子乳牙
不脱落现象十分普
遍，容易影响孩子的
牙齿美。（摘编自《都
市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