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到夏季， 虫咬性皮炎患儿就会明
显增多， 其中又以婴幼儿为主。 常见的蚊
虫主要有蚊子、 臭虫、 蚤、 螨、 飞蠓、 黄
蜂， 以及一些毛虫等， 叮咬后， 宝宝会感
觉瘙痒、 烧灼或疼痛， 严重者可表现为眼
睑、 耳廓、 口唇等处红肿， 甚至发热、 局
部淋巴结肿大， 皮肤破溃时还可继发感染
形成脓疱疮或丹毒， 导致治疗困难。 那
么， 该如何预防各种蚊虫叮咬呢？

首先， 夏季出汗多， 易吸引蚊虫叮
咬， 应给宝宝勤洗澡， 勤换衣服， 以去
除身上的汗味， 不给宝宝使用含有香味
洗护用品， 以免招蚊虫。

其次， 要注意环境卫生， 消灭居室
附近的虫孳生地， 并注意居室的通风与
日照。 蚊子是引起虫咬性皮炎的最大
“原凶”， 故积极消灭室内蚊子是首要任
务， 可以使用灭蚊剂、 蚊香、 蚊帐等，
但小儿最好用用蚊帐， 既安全又环保。

第三， 床上不用草编织品， 因草编
织品内易滋生藏匿各种肉眼看不见的小
虫， 当小儿接触后， 极易引起虫咬性皮
炎； 室内也最好别用地毯， 被褥、 床板
等应经常在太阳下晾哂， 凉席需每天清
洁， 不让螨虫、 跳蚤和各种小虫有可乘
之机。

第四， 少带孩子去花草茂盛的地方
玩耍， 不在草丛中坐卧休息； 室内避免
养植易滋生蠛、 蠓、 隐翅虫的花草， 如
菊花、 月季花、 米兰等。

江西省儿童医院中医皮肤科
主任医师 卢宏昌

������湿疹的英文是 eczema， 意思
是沸腾、 水疱的意思。 很多人一
听自己患的是湿疹， 就会想当然
地认为湿疹一定怕 “湿”， 所以
应该保持皮肤干燥， 然而事实恰
恰相反。

一旦患上湿疹， 皮肤是特别
害怕干燥的， 一定要保持皮肤湿
润， 且保湿工作必须贯穿湿疹治
疗及护理的始终， 是药物治疗的
基础。 对于一些仅表现为皮肤干
燥和瘙痒的轻度湿疹患儿， 只要
日常涂抹足量的润肤剂就能缓解
症状， 甚至都不用药物。 另有研
究发现， 只要保持皮肤的足够湿

润 ， 还可以减少药物的使用剂
量。

挑选润肤剂， 妈妈们应综合
考虑宝宝的个体差异 、 皮肤状
态、 季节、 气候等因素， 选择一
款保湿能力强 ， 不含香料 、 染
料、 酒精和易致敏防腐剂的， 润
肤剂常用的剂型有润肤露、 润肤
霜、 润肤膏， 一般秋冬季皮肤干
燥可用润肤膏， 春季用润肤霜，
夏季用润肤露。

当宝宝患有湿疹的时候， 洗
澡也十分有讲究。 患湿疹后的皮
肤会变得粗糙干燥， 很容易产生
一些脱屑， 这时需要及时将其清

洗掉， 以保持皮肤的清洁度。 所
以， 家长必须每天给湿疹宝宝洗
澡， 但注意水温不能太高， 应控
制在 35℃左右， 只要在孩子不着
凉的前提下 ， 建议水温尽量低
些， 因为低水温还可以缓解孩子
皮肤瘙痒 。 洗澡的时间不要太
长， 10~15 分钟就行， 不要超过
20 分钟， 推荐用盆 （浸） 浴而不
是淋浴 。 此外 ， 尽量不要用肥
皂， 因为肥皂对皮肤油脂和角质
层清理太过， 可能加重湿疹， 尽
量用一些温和的沐浴露， 有皮肤
损伤的地方不要用。
济南市儿童医院皮肤科 姬爱华

������厌食症是指较长期的食欲减退或消
失、 食量减少， 严重者造成营养不良，
影响小儿生长发育。 如何纠正孩子厌
食， 家长应该先找到原因再对症处理。

造成厌食症的病因很多， 包括全
身性疾病影响， 如许多急慢性感染性
疾病都可影响消化功能 ； 药物影响 ，
几乎所有抗生素长期使用均可导致肠
道菌群紊乱、 微生态失调， 进而影响
消化吸收； 微量元素缺乏及某些内分
泌素不足 ； 气候影响 ， 如气温过高 、
湿度过大等； 喂养不当， 这是当前最
突出的原因。

对于有厌食症的患儿， 家长应该
先带孩子去医院检查， 如为全身性疾
病影响， 应在医生指导下积极治疗原
发病， 原发病治愈后， 食欲自然会增
加； 如为药物影响， 可停用引起胃肠
道不适的药物； 微量元素缺乏者 （多
为缺锌）， 可在医生的指导下补锌； 喂
养不当者注意合理喂养， 4 个月以内的
婴儿最好采用纯母乳喂养， 纯母乳喂
养小儿很少有厌食， 按顺序合理添加
辅食， 不要操之过急。

此外， 培养良好的进食习惯也很
关键， 如养成定时进食， 饭前不吃零
食 ， 饭后吃水果的习惯 ； 不要偏食 ，
要保持轻松愉快的进食情绪。 即使小
儿偶尔进食不好， 也不要着急， 更不
要打骂恐吓， 或用哄的方法要求小儿
进食。 一两顿不吃也不要紧， 下顿饿
了自然会吃， 切忌两餐间用零食充饥。

杨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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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学会预防和急救

湿疹不怕湿

水果季儿童易发生气道异物

为什么儿童更容易发生
气道异物？

人体的气道与食道如同
“隔壁邻居 ” ， 一个负责呼吸
（气道 ） ， 一个负责进食 （食
道 ）， 在这两个毗邻的器官上
方， 有一个长得像小勺子的会
厌软骨， 它的作用是当我们呼
吸时张开 ， 让空气进入气管 ，
进食时则向下盖住气道， 防止
食物进入气道。 年龄较小的婴
幼儿由于会厌软骨发育尚不成
熟， 局部的保护性反射功能不
全， 当宝宝在哭闹、 大笑、 说
话时进食， 会导致会厌软骨不
能正常发挥作用， 容易使异物
误吸入气道引起呛咳， 甚至造
成窒息。

如何预防儿童气道异物？
3 岁以下的孩子在吃东西，

家长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有
效防止意外发生： （1） 不要让
孩子在跑、 跳、 玩耍、 哭闹的
时候吃东西； （2） 不要给年幼
的宝宝吃整粒花生米、 开心果、
榛子等圆形、 坚硬的食物， 以
及果冻、 凉粉特别滑爽、 难融
化的食物， 如非要进食， 可以
将 食 物 捣 碎 ， 最 好 成 糊 状 ；
（3） 给孩子吃带核的水果时 ，
如龙眼 、 葡萄 、 樱桃 、 荔枝 、
橘子等 ， 应该先把果核取出 ，

捣成小块后再慢慢喂食， 最好
将 其 捣 成 泥 ， 或 者 榨 汁 吃 ；
（4） 孩子吃东西时， 最好有家
长或老师陪伴在身旁， 并细心
看护。

如何判断是否发生
气道异物？

年龄较小的孩子即使被噎
到了， 由于不会表达， 很容易
被家长忽视。 因此， 家长一定
要多个心眼， 及时发现孩子是
否发生了气道异物。 如果孩子
突然出现呛咳、 喘憋， 年龄较
大的小孩会手握咽喉部， 示意
不适， 或急得跺脚， 说不出话，
或脸色突然发绀、 青紫等， 严
重者意识丧失， 都要高度怀疑
发生了气道异物。

发生气道异物该怎么办？
一旦发生气道异物， 一定

要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在第一时
间抢救 （4 分钟内）， 否则将会
使抢救成功几率大大降低。

对于年龄较大、 意识清醒
的儿童， 可实施海姆立克急救
法中的腹部快速按压法： 急救
者站在误吸者背后， 误吸者前
倾， 救护者用双臂环绕误吸者
腰部， 一手握拳， 拇指顶在腹
部正中肚脐略上方， 另一手紧
握此拳头 ， 压向误吸者腹部 ，
快速向内向上冲击， 连续 6~10

次， 从而造成人工咳嗽， 将异
物排出。

对于年龄较小的婴幼儿来
说， 可以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
中的拍背按胸法： 救护者将误
吸患儿放在膝盖上， 患儿脸向
下， 头部略低于胸部， 靠在救
护者前臂上， 然后将手托住他
的头部和下颌， 前臂须靠在膝
盖或者大腿上， 作为支撑； 另
一只手的掌根部在婴儿的背部
（肩胛骨之间） 用力拍背 5 次，
每次都用足够的力量拍打。 如
果 5 次拍背后， 异物仍然未排
出， 可将婴儿翻转过来， 用食
指和中指在两乳头连线与胸骨
的交接点连续按压 5 次， 每次
冲击要干脆， 期间保证误吸患
儿头低位， 以利于异物排出。
江西省儿童医院急诊科 熊妍妍

��������眼下正是新鲜水果大量上市的时节， 葡萄、
荔枝、 樱桃、 圣女果......酸酸甜甜、 鲜美可口，
要提醒的是， 大家在尽情品尝美味时， 可千万
不要忽略了它们潜在的危险。 年龄较小的儿童
吃这些水果时很容易发生气道梗阻， 严重者可
发生窒息， 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 一旦身边的
孩子发生气道异物， 一定要及时发现并在第一

时间做出正确处理。

防蚊虫叮咬
做好这几点

孩子厌食 先找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