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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紫癜是一种较常见的微血管
变态反应性出血性疾病， 是由于小动脉
和毛细血管对某些物质发生过敏反应所
致， 主要表现为皮肤对称性、 压之不褪
色的皮疹， 以及腹痛、 关节痛、 不同程
度的肾损害等， 多发于学龄期儿童。 因
绝大多数过敏性紫癜病因不明， 故预防
起来颇有难度， 现在就来看看该病在饮
食上有哪些讲究。

当腹痛明显或大便带血时， 应禁食
禁饮； 待腹痛好转， 大便呈黑色时可缓
慢进食少量流质， 但因循序渐进， 先喝
米汤水， 慢慢过渡到白米稀饭、 清水面
条、 馒头等。

当皮疹慢慢消退， 且无腹痛时， 可
稍微进食软饭， 1~2 天后添加一种蔬菜，
且每天都要观察有无新发的皮疹， 有无
腹痛 ， 以及大便颜色 。 若有新发皮疹 ，
则前一天新加的食物暂时不要吃。

待皮疹消退 1~2 周， 可考虑添加少
量新鲜的瘦肉类饮食， 先吃肉末， 缓慢
添加， 再慢慢过渡到正常饮食， 少吃容
易引起过敏的海鲜类食物。 维生素 C 是
保护血管和降低血管通透性的必需物质，
维生素 K 可增加凝血因子的水平， 有利
于凝血和止血， 故应多吃富含这两类维
生素的食物。 其中， 富含维生素 C 的食
物有新鲜蔬菜 、 西红柿 、 桔子 、 苹果 、
鲜枣等； 富含维生素 K 的食物有菠菜 、
猪肝等。 需要提醒的是， 维生素 C、 维生
素 K 均不耐高温， 烹调时不宜高温和时
间过长。

湖南省儿童医院肾脏风湿科护师 谭芳

������如果孩子出现腹痛、 腹胀、 呕吐时， 家
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应该引起重视， 因为
这很可能是小儿机械性肠梗阻， 如果得不到
及时有效的治疗， 后果可能十分严重。

机械性肠梗阻是由于小儿肠内或肠
外的机械性因素导致的肠内容物通过部
分或完全受阻 ， 发生部位可以是小肠
(包括十二指肠 )， 也可以是大肠 （即结
肠）， 常见原因有肠套叠、 嵌顿疝、 肠粘
连、 消化道异物、 巨结肠病、 粪便嵌塞
及肠扭转等等。

机械性肠梗阻的症状主要表现为腹
痛、 呕吐、 腹胀及肛门停止排便、 排气。
不同类型的肠梗阻， 腹痛性质也有所不
同。 单纯性机械性肠梗阻一般为阵发性剧
烈绞痛， 是由梗阻以上部位的肠管强烈蠕
动所致。 该类疼痛可有下列特征： ①阵发
性疼痛； ②腹痛发作时可出现肠型或肠蠕
动波； ③腹痛时可听到肠鸣音亢进。 梗阻
部位为高位小肠者， 呕吐的胃内容物中常
含有胆汁； 低位肠梗阻者， 呕吐物中可带
有粪臭； 若呕吐物如呈棕色或血性， 则肠
梗阻可能已由机械性发展成了绞窄性。

若怀疑为孩子为肠梗阻， 应立即住院
治疗， 以便于观察病情变化， 及时发现问
题， 防止出现肠坏死、 肠穿孔。 住院期间
应禁食、 胃肠减压数小时， 一般不超过
24~48 小时， 边治疗边观察， 及时完成辅
助检查， 及早明确诊断， 必要时手术探查。

湖南省儿童医院普外科 文佳冰

“小儿鞘膜积液”
有哪些症状？

鞘膜积液可见于各个年龄
期的儿童 ， 绝大多数是男孩 ，
少数女孩也会有， 但男孩和女
孩的临床表现稍有差别。

如男孩发生鞘膜积液 ， 主
要表现为一侧或双侧 、 腹股沟
或阴囊出现肿块 （即腹股沟处
会鼓起一个包， 或者阴囊会变
大 ） 。 大部分肿块大小不会变
化， 小部分肿块大小会因为一
些因素发生变化， 比如经过一
晚上睡觉后， 第二天醒来会发
现肿块有所缩小。 如女孩发生
鞘膜积液 ， 会在一侧或者双侧
腹股沟处出现肿块， 女孩的鞘
膜积液还有个特别的名称 ， 叫
“Nuck 囊肿”。

为什么会发生鞘膜积液？
人体的腹股沟区有个管道，

叫做腹股沟管， 它连接着腹腔
和阴囊 。 男宝宝在娘胎里时 ，
睾丸最初是在胎儿的腹中， 随
着胎儿的发育， 睾丸会从腹股
沟管下降到阴囊内。 这个时候，
腹膜会形成一个突起， 跟随睾
丸一起从腹股沟管下降到阴囊，
这个 “突起” 的学名叫 “腹膜
鞘状突”。 这个腹膜鞘状突在胎

儿出生前， 会从两端向中间逐
渐闭锁。

不难理解 ， 腹膜鞘状突与
腹腔是相通的， 如果它没有闭
锁或者闭锁不完全， 腹腔中的
东西 （积液、 肠子等） 就会跑
到鞘状突里面。 当腹腔中的积
液进入到没有闭锁的鞘状突中，
就形成了 “鞘膜积液”； 如果肠
子进入到没有闭锁的鞘状突中，
就形成了“腹股沟斜疝”。

患上“小儿鞘膜积液”
该怎么办？

患上 “小儿鞘膜积液 ” 该
如何治疗呢 ？ 一般而言 ， 1 周
岁以内的小朋友， 腹膜鞘状突
还有闭锁的可能， 就是说 ， 鞘
膜积液还有自行消退的机会 。
所以如果鞘膜积液体积不大 、
张力不高 （摸上去软软的 ） ，
可以先观察， 等到 1 周岁以后
如果还没消失， 那自愈的可能
性就很低了 ， 建议来医院看 ，
必要时手术治疗。 如果鞘膜积
液 张 力 较 高 （ 摸 上 去 硬 硬
的 ） ， 可能会影响到睾丸的血
液循环， 严重的会影响睾丸发
育 ， 这种情况， 建议手术时间
提 早些 。 因此 ， 鞘膜 积 液 的
“出路” 只有两条： 一是自愈，

二是手术治疗。

什么时候手术最好？
那么， “小儿鞘膜积液” 手

术怎么做， 什么时候做最好呢？
目前， 国际上公认的手术方式
为 “鞘状突管结扎术”， 该手术
方式很成熟， 一般 1 周岁以后
的孩子都可以进行， 是常规的
门诊手术， 大部分手术当天就
可以回家。

手术切口一般选择在两侧
下腹部， 一般在穿内裤 、 系皮
带的高度 ， 手术切口长约 1~2
厘米， 而且是顺着皮肤纹理的
方向， 采用美容皮内缝合技术，
只要不是疤痕体质， 一般不会
留下明显疤痕。 手术的原理是：
从切口进去找到腹股沟管 ， 在
腹股沟管内找到精索， 把未闭
锁的鞘状突管从精索表面分离
出来， 将鞘状突管结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陶畅

过敏紫癜患儿
饮食有讲究男孩“蛋蛋”变大

小心“鞘膜积液”
������如果发现儿子的“蛋蛋” 两边不一
样大， 但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家长这时
千万不要大意， 要警惕孩子是否患上了
小儿鞘膜积液、 腹股沟斜疝、 睾丸肿瘤
等疾病， 特别是鞘膜积液。

������文文 1 岁时， 妈妈见其很
少吐舌头， 跑去某医院看口
腔科， 医生检查后说： “你
家孩子舌系带短， 将来有可
能会影响说话， 要尽快剪舌
系带”。 所以文文 1 岁时便做
了舌系带切除术。 可是， 谁
也没料到， 文文如今 4 岁了，
说话吐词还是不清晰， 总是把
“哥哥” 说成“dede”， 妈妈带
她去检查， 诊断为语音障碍，
需做语音治疗。

近几年来， 像这样的孩子
来言语治疗室的有几十个， 大
部分都是因为 1~3 岁左右剪了
舌系带 ， 结果说话还是不清

晰。 其实， 真正因为舌系带过
短而导致孩子吐词不清的临床
案例并不多， 很多孩子说话不
清和舌系带并没有太大关系，
甚至一部分孩子没有任何器质
性、 神经性的问题， 也存在说
话不清的问题， 大多数孩子都
是 “冤枉” 挨了这一刀。

那到底什么样的孩子需要
剪舌系带呢？ 每个孩子情况不
同， 根据舌系带牵扯情况可分
为 “小 W” “中 W” 和 “大
W”， 还可以根据舌头前伸是
否过齿、 过唇来分。 “小 W”
即轻度： 伸舌可到下嘴唇和下
巴中间的位置， 但舌尖受舌系

带轻微拉扯呈 W 形； 中 “W”
即中度： 舌尖可以伸出嘴唇，
舌尖呈现较明显的 W 形 ； 大
“W” 即重度 ： 舌头无法伸出
嘴唇， 舌尖受舌系带牵拉呈 W
形， 进食、 说话有明显障碍。

因此， 如果孩子进食和说
话有异常， 先不要随意剪掉孩
子的舌系带， 可以先找一名言
语治疗师进行详细评估， 言语
治疗师会给出相应的建议， 告
诉你是否需要去口腔科找医生
做相应处理， 以免让孩子白白
挨这一刀。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康复医学科言语治疗室 王如蜜

舌系带过短真的要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