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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后尽早开奶
多早算早呢？ 产后 30 分

钟内即可开始喂哺， 新生儿
的第一口食物就应该是母乳。
即使部分妈妈在产后还没有
母乳， 也可以在新生儿娩出、
断脐和擦干羊水后， 放在母
亲身边， 并让婴儿分别吸吮
两侧乳头各 3~5 分钟。 让婴
儿尽早反复吸吮乳头， 是确
保母乳喂养成功的关键。

2�什么姿势喂奶
最合适？

母乳喂养的姿势有很多
种， 但只要母子双方觉得舒
适的都可以。 需要注意的是
含接方式， 婴儿的嘴应包裏
乳头及乳晕， 两侧乳房轮流
吸， 吸尽一侧再吸吮另一侧。
若一侧乳房奶量已能满足婴
儿需要， 则应将另一侧乳汁
用吸奶器吸出， 因为排空乳
房有利于分泌更多的乳汁 。
喂完奶后， 不要马上把婴儿
平放， 而应将婴儿竖直抱起，
头靠在妈妈肩上， 轻拍背部，
以排出吞入的空气， 标志是
听到宝宝打嗝为止。

3�6个月内
坚持纯母乳喂养
纯母乳喂养是指从宝宝

出生到 6 个月内只喂母乳 ，
不添加其他任何辅食， 其中，
前 3 个月可以按需喂养 ， 3
个月后可以改为定时喂养 ，
即 2.5~3 小时喂 1 次 ， 目的
是为了让宝宝建立良好的生
活规律。

4�如何判断乳量
是否充足？

有些妈妈总是担心孩子
没吃饱， 就把乳汁用吸奶器
吸出来继续喂， 这样的做法
是不推荐的。 要判断宝宝是
否吃饱， 乳量是否充足可以
通过以下几点判断： （1） 定
期监测宝宝的身长 、 体重 ，
如果均达标， 说明乳量是足
够的； （2） 如果宝宝每天能
吃 8~12 次， 且每次喂哺后情

绪良好， 睡眠充足， 说明乳
量充足； （3） 哺喂时能听到
宝宝有节律地吸吮， 并可听
见明显的吞咽声， 持续 20~30
分钟； （4） 每天换 5~6 张纸
尿裤， 且每次换下来的纸尿
裤都是沉甸甸的， 说明宝宝
吃饱了。

5�特殊情况
不能喂母乳怎么办？
某些情况下， 如危重早

产儿、 妈妈上班期间等不能
及时母乳喂养时， 可以采用
奶瓶间接哺喂方式。 妈妈可
以先用吸奶器定时将母乳吸
出存放于专门的储奶袋并贮
存于冰箱内， 再按一定时间
用奶瓶喂给婴儿。 需要注意
的是， 乳汁只能短期贮存于
冰箱冷藏室 (72 小时以内) 或
冰箱冷冻室 (3 个月以内)， 不
可长期存放。

6�注意添加必要的
营养素

由于母乳内的维生素 D
含量很低， 所以新生儿出生
后数日就应该开始补充维生
素 D (400IU/天)， 纯母乳喂养
能满足婴儿骨骼生长对钙的
需求， 不需额外补钙。 同时，
出生后 4~6 个月时容易发生
铁缺乏， 引起贫血、 生长发
育甚至神经系统受损， 因此
需要定期检测， 一旦缺铁应
及时补充。

7�尽可能不用配方奶粉
任何婴儿配方奶都不能

与母乳相媲美， 只能作为纯
母乳喂养失败后无 奈 的 选
择。 如果宝宝患有某些代谢
性疾病， 或妈妈患有某些传
染性或精神性疾病、 服用某
些药物、 乳汁分泌不足或无
乳汁分泌等原因， 不能用纯
母乳喂养婴儿时， 建议首选
适合年龄段的配方奶喂养 ，
而不宜直接用普通液态奶 、
成人奶粉、 蛋白粉 、 豆奶粉
等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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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脑瘫又称小儿脑性瘫痪， 是小儿
时期最常见的中枢神经障碍综合征， 治疗
起来有一定难度。 由于每个患儿的情况
不一样， 康复效果也不同， 家长要正确
看待治疗效果， 尤其要关注孩子的心理问
题， 才能让孩子更有信心地坚持治疗。

首先， 家长需要消除认识上的误
区， 不能对孩子的治疗抱有过高的期
望， 必须知道脑瘫的康复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 不要急于求成。 不要因为效
果慢而训斥孩子， 要知道每个孩子的病
情都不同， 不同的病情必然会导致不同
的康复效果； 另外， 孩子的配合程度，
智力、 体力等都会影响康复效果。

其次， 家长对训练的配合是否到
位， 训练方法是否正确都会影响治疗效
果。 很多家长认为只要在治疗时间训练
就可以了， 其他时间并没有耐心和精力
给孩子训练； 有些家长急于求成， 看到
别的家长或医生给孩子训练什么， 就想
给自己孩子训练什么， 而没有从孩子自
身的病情出发， 盲目选择训练方法， 结
果造成患儿在训练中的康复效果不佳。

最后 ， 家长要有细致的观察力 。
因为脑瘫的康复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
程， 家长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观察
力才能及时发现孩子的变化和进步 ，
从而及时与医生沟通， 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 如果家长对孩子康复情况不进
行仔细观察， 很容易忽略孩子在肢体功
能方面的一些改变。

湖南省儿童医院康复一科 黄滢滢

������宝宝 1 岁左右都将摇摇摆摆地踏上
学步的旅程， 有些宝爸宝妈会很困惑：
为什么宝宝走路时的姿势看上去怪怪
的， 总喜欢踮着脚， 这样正常吗？

刚开始学走路的宝宝都喜欢用脚尖
走路， 这种现象在医学上称为 “足尖步
态”， 简称 “尖足”。 原因是在学步初
期， 宝宝的足跟肌腱还没有发育好， 身
体协调能力欠缺， 往往会采用 “踮脚”
这种小心翼翼的动作来试探平衡。 但这
种情况通常不会持续太久， 少则几天，
多则 1~2 个月， 随着宝宝足跟肌腱的
发育和学步技能的熟练掌握会慢慢消
失。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宝宝踮脚走的
现象持续 2~3 个月以上， 经过引导也难
以纠正的， 就要引起重视了， 最好让医
生来诊断背后的原因。

除了上述所说的生理原因外， 以下
两个原因也可能会导致宝宝出现踮脚走
路。 ①宝宝爱模仿： 宝宝如果看到动画
片里的某个卡通角色是踮着脚走路的，
觉得很有趣， 就有可能在走路时学着踮
脚走。 遇到这种情况， 妈妈大可不必担
心， 一般宝宝玩腻了， 就会正常的， 毕
竟踮着脚走路蛮累的。 ②宝宝接触了不
同材质的地板： 宝宝的足底神经非常敏
感， 如果触碰了不熟悉的地面材质， 也
可能会出现踮脚走的情况。 比如有的宝
宝习惯了在光滑的瓷砖或木板地面走
路， 当踩在磨砂材质的地板上， 就可能
会踮脚走。

湖南省儿童医院普外科 张洁

应该这样喂！

������良好的哺乳姿势要求让
孩子的头和身体呈一条直
线， 孩子的脸对着乳房，
鼻尖对着乳头， 母亲的一
只手拇指与其余四指分开，
四指靠在乳房下的胸壁处，
并使食指支撑乳房的基底
部， 大拇指轻压乳房上方，
以改善乳房形态， 易于婴
儿含接， 采取以下四种方
式均可。

1.�侧躺 （足球） 抱法 让
宝宝位于妈妈身体的一侧，
妈妈用对侧前臂支撑宝宝背
部， 让颈和头枕在妈妈的手
上。 这个姿势非常适合刚从
剖宫产术后恢复阶段的妈
妈， 对伤口的压力最小。

2.�侧卧抱法 妈妈侧卧
于床上， 宝宝的面部朝向妈
妈， 将宝宝的头枕在妈妈臂
弯上， 使他的嘴和乳头保持
水平， 再用枕头支撑住宝宝
后背。

3.�摇篮抱法 用妈妈的
肘关节内侧支撑住宝宝的
头部， 使其腹部紧贴住妈
妈的身体， 另一只手支撑住
乳房。

4.�橄榄球抱姿 让宝宝
躺在一张较宽的椅子或沙
发上， 头下垫上一个枕头，
置于妈妈手臂下， 并靠近
胸部， 让宝宝直接吮吸。
这个姿势适用于那些吃奶
有困难的宝宝， 同时利于
妈妈观察， 可以在宝宝吃
奶的时候随时调整宝宝的
位置。

上海市儿童医院消化科
主任医师 张婷

小儿脑瘫康复勿盲目

�������母乳是婴幼儿最为理想的天然食物， 母乳喂
养对于母亲和孩子来说都是益处多多。 但目前我
国母乳喂养的现状并不乐观， 有很多新手妈妈对
如何正确母乳喂养还存在疑惑， 不知母乳喂养到
底有哪些讲究。

母乳喂养的姿势
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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