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睑板腺囊肿又称霰粒肿 ，
是由于睑板腺出口阻塞， 分泌
物潴留引起的睑板腺特发性无
菌性慢性肉芽肿性炎症。 该病
早期没有明显的疼痛感， 可见
眼睑表面皮肤隆起， 并可触及
大小不等的硬结， 可单个发生，
亦可多个同时或先后发生。

早期较小的霰粒肿可通过
热敷缓解， 用不剥壳的热鸡蛋
或热毛巾 （40℃左右 ） 均可 ，
并配合局部点消炎药保守治疗，
促进消散吸收。 如果红肿长时
间没有消退， 反而长大甚至破
溃， 就要赶紧到正规的眼科治
疗， 或考虑在囊肿周围或囊肿
内注射糖皮质激素促其吸收 ，
严重者可采取手术治疗。

有些家长怕孩子手术疼痛，

一再拖延手术时间， 最后霰粒肿
发展成为霰粒肿肉芽肿从皮肤
面破溃， 严重的还会引起眼睑皮
肤面缺损， 继而造成眼睑外翻，
只能在全麻下行皮肤修整手术，
给孩子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为了预防霰粒肿， 平时应
从以下方面预防： （1） 不能偏
食， 多吃蔬菜、 水果等纤维食
物， 多喝水， 少喝浓汤及各类
糖果， 避免过多食用油腻、 油
炸 等 高 脂 肪 和 刺 激 性 食 物 ；
（2） 注意眼部卫生， 积极治疗
眼部慢性疾病， 如结膜炎、 角
膜炎等， 保持眼部清洁， 不用
脏手揉擦眼睛 ； （3） 注意休
息， 保持规律的生活习惯， 避
免长时间用眼。

湖南省儿童医院眼科 龙琦

������大多数人会觉得给宝宝换纸尿
裤是件很容易的事， 其实， 换纸尿
裤是有一定学问的， 如果方法不正
确， 轻则让宝宝感觉不舒服， 严重
的还会影响宝宝生长发育。 以下几
种错误做法， 宝妈们要尽量避免。

错误一 忽略宝宝私处的清洁
很多宝妈在换纸尿裤时， 只是拿纸
巾简单地擦几下小屁股， 而没有做
进一步的清洁， 这样做会使一些粪
便和尿液残留， 刺激宝宝肌肤， 污
染宝宝的私处。 正确的做法是： 不
论是男宝还是女宝， 如果被粪便或
尿液污染了， 最好先用温水清洗，
6 个月以上男宝宝还需要清洗包
皮， 清洗完后用毛巾或纸巾从里到
外顺着擦拭； 女宝则应从前往后擦
拭， 不可用一张纸来回擦。

错误二 让宝宝半个身体腾空
很多妈妈在为宝宝换纸尿裤的时
候， 总喜欢提起宝宝的双脚， 让宝
宝半个身体腾空， 如果经常做这样
的动作， 可能会损伤宝宝的脊椎，
正确做法是轻托起宝宝的屁股。

错误三 经常使用湿纸巾 湿
纸巾中一般都含有消毒杀菌剂、 防
腐剂、 芳香剂等各种添加成分， 会
对宝宝皮肤造成不良影响， 甚至引
起过敏， 应尽量少用， 正确的做法
是用温水清洗后并擦干。

错误四 皮肤破溃处用护臀膏
如果宝宝有 “红屁股”， 很多妈妈
会给他涂一些紫草油和护臀膏， 这
对于症状较轻的 “红屁股” 是有用
的。 但对于较为严重的 “红屁股”，
甚至皮肤有破溃时， 就不能用了。
紫草油和护臀膏不但不会促进愈
合， 还会刺激宝宝的皮肤， 使 “红
屁股” 更难痊愈。

湖南省儿童医院
危重症医学二科 李佳

换纸尿裤
避免四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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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蛔虫是儿童常见病症， 蛔
虫在患儿肠道内会不断繁殖生长，
并夺去大量营养物质， 影响患儿的
生长发育， 严重者还会因蛔虫聚
成团造成肠梗阻， 危及生命。 那
么， 家长如何判断小儿肠道内是
否有蛔虫， 又该如何治疗呢？

当家长发现孩子有以下症状
时， 应高度怀疑是否患有肠道蛔
虫： （1） 不明原因的经常性脐周
疼痛 ； （2） 多食易饥 、 爱吃零
食， 虽食得多， 却不长胖， 面黄
肌瘦， 发育不良； （3） 皮肤不明
原因地起 “风疙瘩”， 常常是消失
了又起； （4） 夜里睡觉易惊醒，
时常有磨牙、 流口水； （5） 时有
气喘、 发热， 又找不出其它原因；
（6） 厌食、 偏食， 甚至爱吃一些
稀奇古怪的东西， 如泥土、 纸张、
布头等； （7） 大便不正常， 有时

干燥， 有时腹泻； （8） 脸上有指
头大小的圆形、 白色癣斑； （9）
眼白区有三角形、 圆形或半月形
的蓝色斑点。

当怀疑孩子有肠道蛔虫时 ，
可以带他去做个大便常规检查 ，
如果在大便中发现虫卵， 则可做
出诊断。 对于常见的蛔虫、 蛲虫、

鞭虫， 可首选肠虫清， 它对肠道大
多数寄生虫都有效， 只需服 1 片
(0.2 克） 就可以了； 对于钩虫、 绦
虫、 肝吸虫、 蛔虫等严重影响小朋
友生长发育的寄生虫病， 则应该及
时带孩子到医院请医生处理。

湖南省儿童医院
规划财务部 刘柯琦

������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 是
一种结构性疾病， 只有通过外科手
术的方法才能治愈。

目前治疗先心病的手术方法有
很多种， 但 90%以上的先心病都可
以通过微创手术的方法进行治疗 。
如在超声引导下经胸小缺口或者经
血管途径来进行介入治疗， 这是目
前治疗先心病最常用的手术方式 ，
该项技术已十分成熟， 手术时间短，
大约 20 分钟就能完成， 术中不需要
输血， 切口只有 1 厘米左右， 术后
观察 1~2 天便可出院。

对于大部分复杂和危重先心病
患者， 则可以采用体外循环心内直
视手术进行根治。 虽然这类手术的
损伤和风险都很大， 但如果手术成
功， 患儿的远期生活质量基本上可
以等同于正常孩子， 且只要选择合
适的手术时机， 手术的成功率可高
达 97%以上。 另外， 对于一些在结
构上可能难以恢复的严重先心病患
者， 可以通过血流动力学矫治的方
法来进行手术， 手术大概需要分 2~3
期完成， 这类患者到中老年后， 生
活质量可能会有所下降。

也就是说， 几乎所有先心病都
可以通过手术治愈， 且大部分手术
的近期和远期的效果都较好。 因此，
发现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后， 家
长不要过于担心， 而应该选择合适
的时机进行手术治疗。
湖南省儿童医院心胸外科 肖冬玉

������父母都希望孩子聪明健康，
但有些食物会对大脑产生不良
影响， 以下这些食物并不适合
孩子食用， 父母们要注意了。

1.�白糖 白糖属于酸性食
品， 孩子长期食用容易形成酸
性体质和酸性大脑， 将会严重
影响大脑的发育。 同时， 糖分
在体内分解后会引起体内血糖
波动， 会使大脑反应迟钝。

2.�咖啡因 咖啡因是一种生
物碱， 对大脑有刺激作用并影
响血液供应， 使大脑血液减少，
对于年龄较小的宝宝而言， 容
易引起脑部提前老化及脱水 ，
会直接影响智力发育， 同时会
影响其思考及学习能力。

3.�人工色素 宝宝的食物大

多颜色鲜艳， 是因为里面含有
一定量的人工色素， 而人工色
素会影响大脑发育， 而在其保
存过程中还会产生砷、 铅等有
毒物质， 也会影响宝宝的智力
发育和神经行为。

4.�味精 味精在人体内会分
解出谷氨酸， 当谷氨酸浓度过高
时就会转变为抑制神经递质， 损
害宝宝神经系统。 同时， 过量摄
入味精还会容易引起缺锌， 而缺
锌同样会影响宝宝大脑发育。

5.�巧克力 大部分孩子都喜
欢吃巧克力， 但过量食入巧克
力不仅会影响食欲， 还会妨碍
宝宝神经胶质的增值， 从而引
起宝宝智力发育迟缓。
湖南省儿童医院普外科 黄笑

������鹅口疮又称雪口疮， 是儿童口腔
科常见的一种真菌感染疾病， 和患儿
口腔内的 pH 值以及内环境有关， 会
影响患儿的食欲， 造成营养不足。 一
旦患上鹅口疮， 一定要正规治疗， 千
万不要盲目使用偏方。

治疗鹅口疮首选药物， 这是治
疗小儿鹅口疮最有效的方法， 但需
要按照患儿的实际情况选择药物 。
若在感冒时出现鹅口疮， 必须停止
使用抗生素， 局部加用抗真菌药物
治疗； 若患儿感觉口腔难受， 可用
3%的小苏打清洗患处。 其次可以选
择按摩， 临床观察发现， 按摩对减
轻鹅口疮的症状也有一定的效果 ，
家长可以蘸少量麻油， 沿脊柱两侧
上下摩擦背部， 以发热为度。

需要提醒的是， 民间有很多关
于治疗鹅口疮的 “偏方 ”、 “土办
法”， 有些的确有效， 如局部涂抹红
糖， 可以使局部渗透压升高， 并抑
制念珠菌， 而起到减轻症状并抑制
病情发展的效果。 但有些土办法则
可能加重患儿症状， 如将鹅口疮挑
破等， 这些方法不但起不到治疗效
果， 还有可能引起口腔炎、 真菌性
肠炎和肺炎等并发症， 应慎用。

湖南省儿童医院皮肤科 黄玉姣

九成以上先心病
可手术治愈

患鹅口疮
慎用“土方法”

小儿九症状 高度怀疑肠道蛔虫

五类食物伤大脑
孩子少食用

眼皮长坨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