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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脐带护理
预防新生儿脐炎
脐带是胎儿和母体之间联系
的结构， 胎儿主要通过脐带与母
体进行营养和代谢物质的交换。
新生儿出生后， 脐带被剪断， 正
常情况下， 留在肚脐处的脐带残
端会在 7 天左右脱落， 也有长达
2 周者。 在此期间， 新手爸妈们
一定要重视脐带的护理， 如果护
理不周， 很容易引起新生儿脐炎，
轻者脐周皮肤红肿， 有脓性分泌
物， 重者可因脐带感染引起菌血
症。 那么， 该如何正确护理脐带
残端呢？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入手。
首先要保持脐部清洁干燥，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脐带局部清
洁干燥能够加速脐带残端的脱落，
且降低感染的风险。 如不慎将脐
部弄湿， 应先用干棉签擦拭干净，
再消毒待干燥。 宝宝洗澡或游泳

疝气嵌顿
尽早手术
小儿疝气也称小儿肠气， 常见
的为先天性腹股沟斜疝， 是小儿外
科常见的疾病之一。
小儿疝气多在 2 岁以内发病，
一般在出生后数月内出现， 最初表
现为腹股沟区隆起， 可延伸至阴囊
内 （男孩）， 安静、 平卧时， 包块可
缩小或完全消失， 当站立、 活动或
哭闹时， 包块出现并可明显增大。
如果肿块不能自行回纳， 并有压痛
或腹痛， 不会表达的婴幼儿出现哭
闹不止， 继而出现呕吐、 腹胀、 排
便不畅等梗阻症状， 说明发生了疝
气嵌顿。 一旦出现疝气嵌顿， 父母
应立即带孩子就医， 一般可经手法
复位， 若手法不能将其复位， 则应
急诊手术治疗。 如果孩子经常发生
嵌顿， 即使能够自行回纳， 也建议
尽早手术治疗， 手术年龄以 6 个月~
6 岁之间比较合适， 因为 6 月龄以
下患儿因解剖关系不清， 手术易 发
生疝囊撕裂、 精索损伤。
手术后应注意以下事项： 术后
3 天内应平卧， 膝 下可以垫软枕以
减轻伤口的张力， 抱的时候建议平
抱， 避免竖抱的姿势， 术后 3 个月
内避免剧烈运动； 饮食上没有特殊
的禁忌， 但应避免吃干燥易上火的
食物， 如饼干、 麻辣、 油炸食品
等， 多喝水， 多吃蔬菜水果， 保持
大便通畅， 避免用力排便； 注意保
暖， 预防感冒， 如果出现咳嗽、 便
秘等增加腹压的因素应及时处理，
以免影响手术效果； 每天擦澡， 保
证孩子伤口周围皮肤及会阴部的清
洁干燥， 避免大小便污染切口； 遵
照医嘱及时去医院复查， 一般是术
后 1 周左右。
湖南省儿童医院普外二科 谈天

前， 可以用防水贴保护脐部。
其 次 ， 日 常 可 用 2% 碘 酒 或
75% 酒精消毒脐带残端， 每日 2~3
次。 具体方法： 以左手食指和拇
指按压宝宝腹部以充分暴露脐孔，
右手用蘸有消毒液的棉签自内向
外成螺旋形彻底消毒， 注意凹陷
部分也要消毒到。 如脐孔有潮湿、
渗血、 分泌物增多等现象， 应增
加消毒次数。 需要提醒的是， 每
次给宝宝进行脐带护理前， 父母
一定要先洗净双手， 避免手上的
细菌感染宝宝的脐部。
第三， 避免脐部受到摩擦。
纸尿裤大小要适当， 穿戴纸尿裤
时， 边缘应低于脐部， 不要覆盖
脐部， 既可防止宝宝活动时摩擦
到脐带根部， 又可避免大小便污
染脐部。 不要给宝宝的脐部随意
涂抹任何护肤品及药品， 因为婴

幼儿日常用的护理品不是无菌的，
也不是专门用来护理脐部的， 乱
用反而容易引起脐部感染。
第四， 宝宝脐带快要脱落或
刚脱落时， 可能会有少许渗血或
渗 液 （渗 液 不 是 脓 性 ， 无 异 味 ），
家长可以增加消毒次数， 保持局
部清洁干燥。 记住， 千万不要在
肚脐残端快要脱落的时候强行剥
落， 而要耐心等待脐带自然脱落。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新生儿科 杨朋

发现性早熟及时治疗

佳佳妈妈最近发现 8 岁的
女儿乳房上有个小硬结， 带她
到医院检查后被告知， 佳佳的
乳房已经开始发育， 有性早熟
倾向。 春季是孩子长高的黄金
季节， 很多家长已经开始给孩
子补充各种营养品， 就为了自
家孩子长得高一些。 但是， 家
长们千万不能给孩子“
瞎补”，
因为一不小心就容易补出
“性早熟”。
儿童性早熟是一种内分
泌疾病， 女孩在 8 岁前出现
乳房增大， 阴毛、 腋毛生长，
阴道分泌物增多， 或在 10 岁
以前月经来潮； 男孩在 9 岁
以前出现睾丸、 阴茎增大，
开始长腋毛、 胡须、 喉结等
都均属于性早熟。
性早熟不仅会让孩子身
高增速提前， 骨骺线提前闭
合， 影响身高， 女孩还可能
因此在成年后出现月经不调，
甚至影响生育， 部分孩子的

智力发育水平也可能低于普
通儿童。 另一方面， 因为提
前出现了第二性征， 孩子将
要面对心理和身体发育不同
步所带来的尴尬和困惑， 甚
至被同龄人排斥和嘲笑， 从
而影响到心理、 情绪和行为。
一旦确诊为性早熟， 应
尽早进行规范化治疗， 临床
上常采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
素类似物进行治疗， 国内常
用的药物有曲普瑞林和亮丙
瑞林。 这类药物能有效抑制
性激素的分泌， 使性腺暂停
发育， 性激素分泌回到青春
期前的状态， 延迟月经初潮
的时间、 延缓骨骺线的 闭合、
延长自然生长的时间。 通过
治疗， 既可起到改善成年人
身高的目的， 又可防止性早
熟所带来的一些健康问题和
心理问题。
成都西南儿童医院内分泌科
主任医师 黄丽敏

小儿咳嗽
“三分治 七分养”
春季感冒病毒活跃， 一不小心
就容易被感染， 出现咳嗽、 咳痰、
发热、 胸闷、 气促等呼吸道症状。
小儿一旦出现这些症状， 父母除了
积极治疗外， 更重要的是注意生活
上 的 调 养 ， 即 所 谓 “三 分 治 ， 七 分
养”。
保持空气新鲜 污浊的空气会对
呼吸道粘膜造成不良刺激， 使呼吸
道粘膜充血、 水肿、 分泌异常或加
重咳嗽， 严重者可引起喘息。 因此，
要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定时开窗换
气， 厨房油烟要及时排出， 家长不
要在室内抽烟。
及时增减衣被 许多家长认为孩
子比大人怕冷， 往往会不分室内室
外将孩子捂得过厚， 包得过严， 结
果造成孩子机体调节能力差， 抵抗
力低下， 更容易感冒。 特别提醒家
长， 应该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给孩子
增减衣物， 年幼的孩子比大人多一
件衣服即可。
调节合适室温 孩子咳嗽往往伴
有发热， 若室温过高则不利于身体
散热， 稍冷且新鲜的空气可使呼吸
道粘膜收缩， 减轻充血、 肿胀， 保
持气道通畅。 但温度也不可过低，
适宜的室温应为 25℃~28℃ ， 称为中
性温度。
保持适当湿度 环 境 过 于 干 燥 ，
呼吸道粘膜会发干、 变脆， 小血管
破裂出血， 纤毛运动受限， 痰液不
易咯出。 当呼吸道有炎症时， 影响
更为明显。 因此， 应保持室内一定
湿度， 可以用加湿器， 也可以用湿
拖把拖地， 或在地上洒些水。
清淡饮食 俗话说 “鱼生火， 肉
生痰， 青菜豆腐保平安”。 中医认
为， 鱼、 蟹、 虾、 肥肉等荤腥油腻
的食物可能助湿生痰， 而辣椒、 胡
椒、 生姜等辛辣之品对呼吸道有刺
激作用， 使咳嗽加重， 所以， 这些
食物都要尽量少吃， 应多吃些新鲜
的蔬菜、 水果。
保证充足睡眠 睡眠时全身肌肉
松弛， 对外界刺激反应降低， 心跳、
呼吸、 排泄等活动减少， 有利于各
种器官机能恢复及疾病的康复。 因
此， 应设法让孩子多休息， 保证充
足的睡眠， 以利于机体康复。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王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