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肾积水主要是由输尿管阻塞与尿
液逆流导致的， 在婴幼儿等年龄较小
的肾积水患儿中， 一般是在出现胃肠
道不适、 腹部肿块等症状时前去就
医； 而年龄较大的患儿则多是以出现
尿路感染、 间歇性腰腹痛等症状前去
就诊。 重度肾积水患儿常可并发尿毒
症、 高血压等疾病， 故早发现、 早治
疗对该病的预后有重要意义。

如果条件允许， 建议在婴儿 3~6
个月的时候进行 1 次肾脏 B 超检查，
这样可以及时发现肾脏病变， 尤其是
针对一些具有肾病风险的 “高危宝
宝” 来说， 如怀孕期间就发现胎儿肾
脏发育不良， 最好在宝宝出生时做一
个肾脏 B 超检查。

除了对宝宝进行定期体检之外，
家长还要对宝宝的尿线粗细、 尿液颜
色、 排尿是否顺畅等情况进行密切观
察， 倘若宝宝存在排尿困难或者排尿
时哭闹等情况， 或者总是用手抓挠腰
部， 最好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 及时
发现异常， 及时给予有效的治疗。

即使检查出孩子患有某些肾积水
等肾脏疾病， 家长也不要过于恐慌，
可以在孩子 2 岁前根据肾积水的程
度定期进行随访， 大约有 60%~70%
的患儿肾积水能够吸收。 如果肾积
水不能吸收， 只要治疗得当， 一般
也能获愈。

湖南省儿童医院
泌尿外科 黄锡琳

������选择正确的检查方法 目前
已知的医学影像检查设备主要有
DR、 B 超 、 CT、 MRI、 ECT 和
PET-CT 等几种。 一般来说， 对于
骨及关节疾病， X 线平片应为首
选检查项目； 对颅内和椎管内疾
病， 如肿瘤、 脑损伤和脑血管意
外等， 则应选择 CT 或 MRI； 对心
脏大血管疾病， 可选择超声心动
图检查； 如果观察心脏大血管疾
病的细节， 应该选择多层螺旋 CT
或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对肺与纵
隔应先用 X 线检查， 必要时再用
CT 或 MRI； 腹内与盆腔内器官应
首先超声或 CT 较可靠； 胃肠道检
查， 选择内窥镜检查或钡剂造影
都很好。

做好检查前的准备 尽量除去

可能影响检查的衣服、 饰物、 辅
料， 主要是金属物品、 增强塑料、
中药涂膏、 较厚的羊毛和化纤织
物等； 配合医生摆好适合检查规
定的体位， 以获得最佳图像； 胸
腹部检查时应按医生的吩咐控制
好呼吸 ， 以免拍片时影像模糊 ；
尽量向医生说清楚病情， 以增加
检查的目的性， 减少重复检查的
次数； 做好各项检查前准备， 如
饮食控制、 肠道准备等。

加强个人防护 X 线机处于工
作状态时， 检查室门上的警告指

示灯会亮， 此时， 候诊者及其他
人员应一律在防护门外等候。 其
他患者检查时， 无关人员不要围
观； 检查结束后要及时离开检查
场所； 在身体状况许可的前提下
尽量不利用床边检查； 孕妇儿童
是辐射高危人群， 要尽量避免此
类检查， 确实需要检查的， 尽量
选用辐射剂量小的检查方法， 同
时做好防护工作， 如给孕妇和儿
童穿戴铅围裙。

湖南省儿童医院
新生儿二科 李佩

减少放射线危害
网址：www.xxmzzyy.com

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
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电话：0743—8223788
湘中医第 04-18-010号

11 家庭医生
２０18年12月27日 星期四 �编辑：许建 邮箱：57042518@qq．ｃｏｍ 版式：洪学智

■健康卡通

�������“红肉” 主要是指牛肉、 羊
肉、 猪肉、 兔肉等在烹饪前呈现
红色的肉。 中医认为， 红肉温而
不燥， 有暖中祛寒、 温补气血、
开胃健脾的功效， 冬天食用既能
抵御风寒， 又滋补身体。 如将羊
肉与适当的当归、 生姜一起熬
汤， 每周食 1~2次， 有很好的补
血、 养颜、 益肾作用。

图 /文 陈望阳

多食红肉可驱寒

������为减轻家庭负担，
谭先生今年去非洲喀麦
隆务工了半年， 3 个月前
回到国内。 可回国后突
然出现了发热等不适，
体温最高达 39℃， 被家
人送入长沙市一医院肝
病中心。 入院后， 医生
仔细询问得知， 谭先生
在非洲期间就多次出现
类似不适， 曾被诊断为
“疟疾”。 针对谭先生的
情况， 医生立即予抽血检
查， 在他的血涂片中发现
疟原虫， 因耽误了最佳
治疗时间， 谭先生病情进
展迅速， 入院后 6 小时即
进入昏迷状态， 出现了脑
型疟的表现。 所幸的是，
经过一系列积极脱水、 护
脑、 人工肝、 护肾、 抗疟
等抢救治疗， 谭先生各
项指标终于好转， 病情
逐步恢复。

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
逐年加大， 近年来我国海
外务工人员逐年增加， 但
是， 随之而来的是各类传
染病 ， 疟疾就是其中一
种 。 科室主任蒋芳清介
绍， 疟疾是一种具有传染

性的寄生虫病， 俗称 “打
摆子”， 病原体是疟原虫，
人感染后会出现发热、 发
冷、 出大汗等症状。 解放
前， 我国南方地区曾大规
模流行， 解放后已基本消
灭了该病。 但是， 近年来
随着境外输入性病例， 尤
其是在非洲等疟疾高发地
区的出国务工人员感染疟
疾却呈上升趋势， 而且非
洲地区流行的疟疾多为恶
性疟， 其并发症脑型疟及
溶血尿毒综合征进展迅
速， 如处理不及时， 死亡
率极高。

但是， 疟疾可防、 可
治 ， 不必过于担心 。 由
于当前还没有疟疾疫苗，
最根本的预防措施是避
免蚊虫叮咬 ， 如使用蚊
帐 、 杀虫剂 、 蚊虫趋避
剂、 穿长衣长裤等。 怀疑
该病时， 要早期就诊， 千
万不能耽搁 ， 就诊时向
医生说明自己曾在疫源
地生活或者曾经感染过
疟疾 ， 以利于医生判断
病情， 及时血检疟原虫，
做出正确诊断。

李文娟

������冬季气候寒冷， 体质虚弱、 患有慢性肺
部疾病、 长期缺乏运动、 长期吸烟、 精神压
力过大， 以及老年人、 婴幼儿、 孕产妇等是
感冒的高发人群， 预防感冒的方法很多种，
而药膳就是其中之一， 现介绍几种简单的
食疗药膳方。

黄芪童子鸡 童子鸡 1 只， 洗净， 生黄
芪 9 克， 用纱布袋包好， 扎紧袋口， 一同置
于锅内， 同时加适量姜、 葱及水煮汤， 待童
子鸡煮熟后， 拿出黄芪包， 加盐、 黄酒调味
即可食用， 有益气补虚之功效。

山药粥 山药 30 克， 粳米 180 克， 一同
放入锅中， 加清水适量煮粥， 煮熟即成， 每
日晚餐时食用。 此粥具有补中益气、 益肺固
精、 强身健体的作用。

当归生姜羊肉汤 当归 20 克， 冲净后用
清水泡软 ， 切片备用 ； 生姜 30 克 ； 羊肉
500 克， 剔去筋膜， 放入开水锅中略烫， 除
去血水后捞出， 切片备用。 将当归、 生姜、
羊肉一同放入砂锅中， 加清水煮沸， 撇去浮
沫后再改用小火炖至羊肉熟烂， 加适量食
盐、 料酒调味即可。 本品有温中补血、 祛寒
止痛之功效， 尤适宜于阳虚易感冒者服用。

蜂蜜蒸百合 百合 120 克， 蜂蜜 30 克，
拌合均匀， 蒸令其熟软， 时含数片， 后嚼
食。 本药膳功能补肺、 润燥、 清热， 适用于
阴虚易感冒者。

阿胶瘦肉汤 瘦猪肉 100 克 ， 阿胶 12
克， 先将瘦猪肉放砂锅内， 加水适量， 小火
煮熟， 再将烊化的阿胶放入瘦肉汤中， 调味
饮汤食用， 两天 1 次， 连服用 1~2 周。

湘西民族中医院治未病中心
主任医师 杨黛仙

半岁内做个 B 超
有助排查肾病

可以这样做
�������放射线对人体有一定副作
用， 但放射线在医疗行为中有
重要意义， 是诊断疾病不可缺
少的一项内容。 所以， 如何减
少放射线危害是非常重要的。

易感冒人群
食疗药膳方 海外务工防传染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