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发
热时常常会说： “要多穿些
衣服， 盖好被子， 不要吹风，
防止着凉”。 然而， 这个老观
念应该适时改一改了 。 孩子
发热时 ， 究竟该穿衣服还是
脱衣服， 还得根据发热的不
同阶段来决定。

发热一般都可分为三个
阶段， 即体温上升期 、 体温
高峰期、 体温下降期 。 在体
温上升期时， 患者常常会觉
得冷， 甚至寒颤， 这是体温
调节中枢对身体发出的指令，
这个时候要 “多穿多盖”， 不
要着凉。 换句话说 ， 当患者
处于 “怕冷” 状态时 ， 说明
体温还会上升。

一旦体温到达了最高峰，
患者一般就不会再觉得冷 ，
这个时候就应该适当减掉一
些衣服， 还可以用酒精擦浴、
温水擦浴， 甚至冰枕 、 冰毯
降温等物理降温方法 ， 必要
时服用一些退热药。 如果这
个时候还是一直 “捂 ” 着 ，
就会导致身体高热不退 ， 这
也是小儿发生高热惊厥的常
见原因。 所以， 孩子发热的
时候 ， 正确的
方 法 应 该 是
“冷了穿， 热了
脱”， 这样才能
及时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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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卡通

医疗小常识

压力性失眠喝点醋
人在压力过大时， 体内

会产生大量的乳酸， 进而导
致大脑神经受到刺激而产生
紧张性疲劳， 这种疲劳极易
导致睡眠障碍。 而醋酸能加
速乳酸氧化， 减少乳酸积蓄，
从而消除或减轻紧张性疲劳
感， 使人轻松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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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发热时，
该脱衣服还是穿衣服？打算带“T”管回家过年？

该注意些什么，专家一次性告诉你！
��������胆囊切除术是临床常见手术之一， 主要目的是切除胆囊， 但为了避免胆囊小结石掉入胆总管，
引起胆管内漏等情况， 术中一般都要进行胆道探查， 并在胆总管切开处留置的“T” 型引流管。 该
引流管形如“T” 状， 一端通向肝脏， 一端通向十二指肠， 另一端则由腹壁切口穿出体外连接引流
袋， 其作用主要为引流胆汁、 引流残余结石、 支撑胆道以及促进窦道的形成。 如果您也留置了
“T” 形引流管， 又想回家过年， 怎么办？ 不用着急， 专家把注意事项一次性告诉你。

“T” 管护理

1. 敷料渗湿时， 请立即予以
更换； 由于引流管口需要经常换
药， 可在周围皮肤上涂氧化锌软
膏加以保护； 抹澡或淋浴时， 应在
引流管处覆盖一塑料薄膜， 以减少
感染机会。

2. 每周更换引流袋 1 次， 并
记录引流液的颜色、 量和性质。 早
期引流液较浓， 后逐渐变淡， 如有
严重感染， 颜色可较深， 其量为手
术后 1~2 天 200~250 毫升 ， 以后
渐多至 400~600 毫升， 10 天后远
端胆总管水肿消退， 部分胆汁直
接流入十二指肠， 致引流量逐渐
减少。 引流量较多时， 应适当抬高
引流管， 以减少胆汁流出量， 但勿
超出窦道口水平。

3. 术后半个月可以试着夹闭
“T” 管 ： 开始时在餐前夹管 2~3
个小时， 如无不适， 可以逐渐延长
夹管时间， 改成白天夹管， 夜间松
开； 3 周后可以全天夹闭。 如果夹
管期间出现发热、 腹痛等现象， 应
立即松开 “T” 管 ， 保持有效引
流， 等体温恢复正常 、 腹痛缓解
后， 再试行夹管。 具体夹管和拔管
情况， 还请咨询医生， 或以 “出院

医嘱” 为准。

生活护理

1. 天气变化时， 注意加减衣
物， 避免受凉感冒； 平时尽量穿宽
松、 柔软的棉质衣服， 防止引流管
受压， 并在 “T” 管上做好标记，
以便观察其是否脱出。

2. 术后 6 周内避免重体力活
动 ， 防止牵拉 “T” 管而致其脱
出， 防扭曲打折、 防脱， 保持引流
管通畅， 定时予以挤压防止阻塞。
可以选择一些体力消耗相对较小的
活动， 如散步、 打太极拳， 以及一
些简单的家务等， 同时避免腹腔内
压力剧烈增加， 如剧烈咳嗽或用力
便秘等， 以免切口疼痛或裂开。

3. 注意休息， 劳逸结合 ， 建
立规律的生活方式， 按时作息， 保
证良好的休息与充足的睡眠； 保持
心情愉快， 避免动怒、 生闷气和过
度的情绪波动。

4. 下地活动时引流袋应低于
切口以下， 防止逆流， 避免感染。
如发现引流液异常或出现身体不
适， 请随时就诊或电话联系医生。

饮食护理

1. 遵医嘱按时服用出院带药，

同时定期每年服用两次驱虫药， 常
用的药物有肠虫清、 驱蛔灵、 阿苯
达唑等。

2. 饮食应以易消化、 低脂肪、
高维生素、 高膳食纤维， 以及富含
优质蛋白的食物为主， 做到定时定
量、 少量多餐、 细嚼慢咽， 避免暴
饮暴食； 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但
食用前一定要清洗干净； 多吃些能
促进胆汁分泌和松弛胆道括约肌的
食物， 如山楂、 乌梅、 玉米须等；
多喝水， 保持每日进水量 2000 毫升
以上水； 戒烟， 戒酒， 忌食辛辣、
油腻、 咖啡、 浓茶等刺激性食物，
保持大便通畅， 必要时可使用缓泻
剂； 烹饪方式上尽量以煮、 蒸、 炖
为主， 少用煎、 炸、 炒等方式。

3. 胆囊切除手术后， 由于胆
囊储存胆汁的功能丧失， 影响了脂
肪的消化， 一段时间内， 可能会有
腹泻现象， 这是正常的， 不必惊
慌， 一般半年左右， 身体会逐渐适
应这种改变， 腹泻症状也会慢慢消
失。 术后 1 个月内， 尽可能少吃易
产气的碳酸食物， 如牛奶、 可乐
等； 有腹泻的患者， 应限制吃粗纤
维食物， 如韭菜、 芹菜等。

浏阳市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
易旭华

������所谓的腺性膀胱炎 ， 就是指
正常的移行上皮变成了腺上皮 。
因为腺性细胞会分泌黏液， 因此
引起反复发作的尿频、 尿急、 尿
痛等不适， 常伴下腹部疼痛、 坠
胀不适、 镜下血尿或偶有肉眼血
尿等， 患者病程大多在 1 年以上，

且抗感染治疗效果
不佳。

如果病情进一
步发展 ， 一部分患
者会变为腺癌 ， 因

此， 遇到这种情况建议尽快手术
治疗， 把异常的组织刮除， 阻止
病变进一步发展。 这种手术并不
复杂， 电子纤维镜经尿道进入膀
胱后 ， 找到膀胱内的病变部位 ，
用超脉冲等离子电切设备轻轻刮
除， 一段时间后， 刮掉的部位就

会长出新的膀胱组织。
腺性膀胱炎的发病原因现在

并不清楚， 目前多认为与膀胱的
慢性炎性刺激、 结石、 梗阻、 神
经源性膀胱及膀胱外翻等疾病有
关， 服用消炎药有时会减轻病情，
但并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 因此，
如果出现尿频、 尿急等不适， 且
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时， 应及时
去正规医院明确诊断， 避免盲目
用药延误病情。

河南省中医院 李振东

警惕腺性膀胱炎进展为膀胱癌
������吴女士最近被尿频、 尿急折腾得很苦恼， 医生检
查后建议她做个膀胱镜， 结果发现“局部的膀胱黏膜
红肿， 膀胱三角区有大量的滤泡形成”， 诊断为“腺性
膀胱炎”。 让吴女士更担心的是， 医生告诉她， 这种膀
胱炎吃药没用， 需要做手术， 不然有可能癌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