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眼球摘除较多
见于 1-5 岁儿童， 主要
为视网膜母细胞瘤和眼
球破裂伤晚期， 不得不
进行手术摘除治疗。 此
时， 病儿和家长面对突
如其来的不幸会产生各
种心理失衡及挫折感 ,
其精神和心理创伤远超
器官功能的损伤 。 因
此， 良好的护理对帮助
病患恢复健康十分重
要。

术前护理 做好术
前准备， 询问过敏史，
剪除术眼睫毛。 防止受
凉， 以免术中、 术后咳
嗽引起出血， 影响伤口
愈合 。 嘱患儿卧床休

息， 头部少活动， 不挤眼、 揉
眼； 做好术前宣教， 对患儿及
家长说明手术目的， 介绍同类
病人术后康复情况、 安装义眼
后的效果等， 全麻者术前交代
需禁食禁水的目的及意义。

术后护理 密切观察患儿
生命体征变化 ,特别注意其眼
部伤口情况和全身卫生护理，
如出现严重的眼痛、 头痛、 恶
心、 呕吐等异常应及时报告医
师， 遵医嘱合理使用抗生素控
制和预防感染。 出院后仍应注
意眼部卫生， 继续滴抗生素眼
药水。 术后 1-2 周可考虑安装
义眼 ， 安装义眼时间不宜太
迟， 以防结膜囊挛缩， 出院后
定期复查。

患儿行眼球摘除术后 , 由
于身体自我形象的改变, 易造
成沉默寡言， 性格变得孤僻、
易怒。 所以， 家长、 医护人员
应该对年龄稍大的患儿讲解注
射治疗的好处， 启发激励他们
学习英雄人物的勇敢精神； 对
小儿通过游戏、 讲故事等形式
来分散其注意力, 取得其信任
和配合。

湖南省儿童医院眼科护士
王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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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心得

������宝宝出现食欲不振、 恶心呕吐、 气
色发黄等症状时， 妈妈就要注意宝宝可
能出现了积食。 此时， 应该如何正确处
理?

首先， 在宝宝饱餐之后， 千万别让
其在床上躺着， 饭后休息半小时， 可以
适当带宝宝去散步， 以促进肠胃的消化
和蠕动。 这么做不仅能避免积食发生与
加重， 又能在活动中促进亲子感情。

其次， 可选用按捏的手法为宝宝解
决积食。 按捏的手法是儿科常见的治疗
方法。 让宝宝面孔朝下平卧， 家长用两
只手的拇指、 食指和中指捏其脊柱两侧，
随捏随按， 由下而上， 再由上而下， 捏
3-5 遍， 每晚一次。 以及胸中与肚脐连
线的二分之一处， 即是中脘穴位。 家长
用手掌根旋转按揉， 每日两次。

除了按捏和运动外， 有时也可借助
药物去治疗宝宝的积食。 要针对病情症
状以及体质的不同来给宝宝用药。 如宝
宝大便干适合肥儿丸、 烂积丸等， 帮助
消积、 化滞； 如宝宝内热者 (表现为嘴
唇红、 睡觉烦躁、 舌苔厚等) ———适合
健儿清解液、 小儿清热宁等， 帮助消
积、 清热。 需要提醒的是， 给小儿用药
需先咨询医师， 千万不要随便乱吃。

不过， 再多去除积食的办法， 都不
如合理给宝宝安排膳食搭配， 以避免积
食发生。 三餐定时定量、 均衡膳食能让
宝宝有更规律的饮食习惯。

湖南省儿童医院 胡敏

������多数家长对儿童乳牙患病不以为
然， 认为孩子早晚会换新牙， 岂不知乳
牙的好坏不但影响健康， 也影响恒牙
的生长。 龋齿是小儿常见病， 为什么
乳牙易发生龋呢？ 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孩子喜欢甜食。 儿童食品花色
繁多， 又吸引广大儿童， 而这类食品食
后粘稠易滞留于牙面发酵产酸， 破坏
乳牙。

二是小儿不会刷牙。 一般家长在孩
子 4 岁左右才让其学刷牙， 为时已晚。
调查资料表明， 一岁小儿虽乳牙仅出
几个， 但患龋率已达 8%， 尤其用奶瓶
喂养， 瓶内多为加糖的牛奶等， 橡皮
头长时间附于牙面， 上颌乳前牙萌出
不久即被龋坏， 这就是多发的 “奶瓶
龋”。 而很少有妈妈在喂奶后擦洗婴儿
牙面的习惯。

三是小儿口腔自洁作用较差。 讲
话、 咀嚼时， 唇、 舌、 颊等肌肉的运动
对牙面都有清洗作用， 唾液对牙面也
有冲洗作用， 这类作用称为自洁作用。
乳幼儿睡眠时间长， 此时咀嚼肌不运
动， 唾液分泌减少， 自洁作用差， 对乳
牙不利。

四是乳牙抵抗力低。 乳磨牙的咬颌
面点隙窝沟多， 牙齿间又有空隙， 为食
物残屑和牙垢的滞留提供了条件， 加
之乳牙的釉质钙化度低， 抗酸性比恒
牙差， 易脱钙， 这也是乳牙易患龋和
龋蚀进展快的因素之一。

李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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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福建福州的 11 岁男孩
丁丁， 前不久突然出现肚子痛、
大便出血。 送到医院就诊， 医生
发现两腿上有对称性的红疹， 确
诊为过敏性紫癜。 丁丁经治疗病
情稳定后， 父母又为需不需要忌
口， 哪些能吃、 哪些不能吃而烦
恼， 对此， 全军儿科疾病诊治中
心副主任、 福州总医院儿科主任
医师任榕娜做了解读。

名不副实的“过敏”病
过敏性紫癜是较常见的一种

微血管变态反应性出血性疾病，
侵犯皮肤和其他器官细小动脉和
毛细血管的过敏性血管炎。 儿童

及青少年较多见， 临床症状主要
是皮肤瘀点， 大多出现在下肢关
节周围及臀部 ， 紫癜呈对称分
布、 分批出现、 大小不等、 颜色
深浅不一， 可融合成片， 一般在
数日内逐渐消退 ， 但可反复发
作。 该病患者常常会有腹痛、 关
节痛和肾损害 ， 但血小板不减
少。

该病名称叫过敏性紫癜， 但
大多并不是过敏引起的。 病因目
前尚未明确， 虽然食物过敏 （蛋
类、 乳类、 豆类等）、 药物 （阿
司匹林 、 抗生素类 ） 、 微生物
（细菌、 病毒、 寄生虫）、 疫苗接
种、 麻醉、 恶性病变等与敏性紫
癜发病有关 ， 但均无确切的证
据。 因此， 过敏性紫癜患者不加
分析地限制吃特定食物， 特别是
很长时间禁止蛋白质饮食， 反而
可能影响正常生长发育。

急性期患儿宜吃“素食”
过敏性紫癜在治疗的同时，

饮食也要根据疾病的发展阶段进
行变化。 每个患儿要具体排查起
病前不同的诱因， 因人制宜。 不
少该病患儿是由于进食特殊食物
引起的， 如鸡蛋、 牛奶、 零食、
鱼虾等。 因此， 如果孩子一旦患
上过敏性紫癜， 要严格控制孩子
的饮食、 不吃或少吃易上火的食
品 。 如果既往没有明确的过敏
史， 肉类、 禽类不必限制， 只要
注意避免煎、 炸、 烤， 淸淡易消
化即可。

急性期只吃素食， 并且尽可
能不吃蘑菇、 木耳、 土豆、 番茄
等食品。 一旦急性期已过， 皮疹
不再岀现， 一月左右饮食可渐添
加， 过渡到正常。 孩子生长需要
大补充异体优质蛋白， 不能因不
必要的担心而长期 “忌口”， 待
紫癜稳定后 ， 逐渐开始食用瘦
肉、 鸡蛋、 牛奶、 蘑菇等， 但一
定要一种一种逐渐加用。

康复讲究“三阶段”饮食
针对于过敏性紫癜患者， 皮

疹持续消退一月左右， 可考虑调
整饮食， 添加动物蛋白类食物。
添加顺序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肉类 ， 除羊肉
外)： 添加原则为品种、 食量均逐
渐增加 。 品种顺序为猪肉→鸡
肉→鸭肉→牛肉， 即品种 1 (如
猪肉) 添加 5-7 天后无皮疹反复，
则开始添加品种 2 (如鸡肉)， 品
种 2 (如鸡肉) 添加 5-7 天后无皮
疹反复， 再开始添加品种 3 (如
鸭肉 )， 依此类推 。 食量应从少
量→中量→随意。

第一阶段调整 1 个月后， 如
病情稳定， 可进入第二阶段 (蛋
奶类)： 添加原则主要以食量逐渐
增加为主， 品种顺序为先鸡蛋，
后牛奶 ， 观察时间同样为 5-7
天。

第三阶段 (鱼虾类、 羊肉 )：
添加时间应至少在病情稳定后的
6 个月-1 年方可考虑。

吴志 李政

������美国卫生官员最近称， 与那
些睡眠良好的中学生相比， 睡眠
不足的高中学生更有可能因为危
险行为而受伤。

一项对 5 万多名学生所进行
的研究发现， 在学校夜间睡眠 7
个小时或更少的青少年更有可能
从事有风险的行为， 像不系安全
带驾驶、 驾驶人喝酒驾驶等。 这
项研究还发现， 与睡眠 9 小时的
学生相比， 每晚睡 10 小时或以
上的青少年也容易受伤和做出冒
险行为。

研究人员表示， 这是首个关
于 “青少年睡眠剥夺会导致危险
行为 ， 使他们面临出事故的风
险” 的研究。 这不是睡眠剥夺本
身， 而是因为睡眠剥夺而导致青

少年患有损伤的风险。 睡眠过多
的人也可能睡眠不足， 因为他们
经常想要弥补失眠， 睡眠过多可
能与抑郁症和其他医疗状况 （如
慢性疼痛） 有较大的关联。

在这项新研究中， 美国疾病
与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研究
了平均学校夜间自我报告的睡眠
时间与几个伤害相关的风险行为
之间的关系。 这些行为包括不经
常使用自行车头盔、 不经常使用
安全带， 与驾驶者一起驾驶， 驾
驶时发短信等。

研究结果显示， 睡眠 7 个小
时或少于 7 个小时的学生要比睡
眠 9 小时的学生更有可能表现这
些与伤害有关的风险行为。

曹淑芬 译

宝宝积食
应对有妙招

乳牙为何易患龋齿？紫癜宝宝宜吃素

睡眠不足易致青少年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