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婴幼儿腹泻是指由多种病原 、
多种因素引起的， 以大便次数增多
和大便性状改变为特点的消化道综
合征。 婴幼儿腹泻主要以 6 个月~2
岁的患儿多见， 一年四季均可发病。
当宝宝拉肚子的时候， 家长应做好
以下两方面护理工作。

一是饮食调整。 母乳喂养的宝
宝可继续哺乳 ， 但应减少哺乳次
数 ， 缩短每次哺乳时间 ， 暂停辅
食 ； 人工喂养者可喂些米汤 、 酸

奶 、 脱脂奶等流质食物 ， 待腹泻
缓解后再给予半流质饮食， 如粥 、
面条 ， 注意少量多餐 ， 病情稳定
后逐步恢复到正常饮食 。 呕吐严
重者 ， 可暂禁食 4~6 个小时 ， 但
不禁水 ； 病毒性肠炎多有双糖酶
缺乏 ， 应暂停乳类喂养 ， 改用酸
奶、 豆浆等； 少数呕吐严重者， 可
行全静脉营养。

二是保持臀部皮肤的完整性 。
这一点非常重要， 可以选用吸水性

强 、 柔软布质或纸质尿布 ， 勤更
换， 避免使用不透气塑料布或橡皮
布； 每次便后用温水清洗臀部并擦
干， 保持臀部皮肤清洁、 干燥； 局
部皮肤发红处涂以 5％鞣酸软膏或
40％氧化锌油并按摩片刻， 促进局
部血液循环； 局部皮肤糜烂或溃疡
者， 可暴露臀部皮肤于空气中或阳
光下。

湖南省儿童医院
新生儿三科 熊小洁

������天气转冷后 ， 不少孩子
咳嗽、 喘息的老毛病开始反
反复复， 爸爸妈妈们又担心
起来， 该如何预防孩子哮喘
发作呢？

小儿哮喘是一种反复发
作、 与免疫相关的慢性呼吸
道炎症， 当患儿接触某些刺
激性气味 、 粉尘以及某些食
物， 或气候改变、 过于劳累、
哭闹时可诱发。 患儿通常表
现为呼吸困难、 哮喘 ， 同时
伴有频繁揉鼻子 、 揉眼睛 、
鼻塞、 打喷嚏、 流清涕等过
敏性鼻炎症状。 症状通常历
时几分钟或几小时可自行缓
解， 也有一部分孩子只有咳
嗽， 并无喘息、 气促 、 呼吸
困难等症状， 这种情况属于
一种特殊类型的哮喘， 临床
上称之为咳嗽变应性哮喘。

预防孩子哮喘发作 ， 首
先要找出过敏源， 尽量回避
这些过敏源及其接触途径 ，
同时保持家中环境温暖、 干
燥， 衣物和被子要勤洗勤换，
减少尘螨及霉菌滋生； 其次
要注意保暖防寒， 避免感冒
以及冷空气刺激诱发哮喘 ；
第三 ， 外出活动不宜剧烈 ，
尽量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 ，
如商店、 影院等， 以免交叉
感染， 对花粉及植物过敏的
孩子， 则不要在公园及植物
园玩耍。 一旦孩子出现咳喘，
父母也不要过于紧张， 以免
把情绪传递给孩子， 应当正
确引导， 及时就医， 并根据
病情随时调整治疗计划。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儿科 袁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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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如何通过
母体感染 HIV？

儿童 HIV感染 80%～90%发
生于围产期 ， 主要经胎盘 、 羊
水、 产道分泌物、 母血及母乳等
途径经母婴垂直传播而感染。 据
统计， HIV 母婴传播 20%发生在
宫内阶段 ， 45%~50%在分娩过
程中感染 ， 30%~35%通过母乳
喂养感染。

儿童感染 HIV后
有哪些中枢神经系统损害表现？

儿童感染 HIV 以 HIV-1 型
为主。 围产儿各组织、 器官发育
不成熟， 各系统功能不完善， 感
染 HIV-1 后 ， 病毒迅速繁殖 ，
选择性地破坏 CD4+T 淋巴细胞，
因机体免疫缺陷， 中枢神经系统
（CNS） 极易获得非 HIV-1 微生
物感染 、 恶性肿瘤及脑血管意
外。 此外， HIV-1 具有 “嗜神经
性”， 可在 CNS 内长期存活， 并
直接感染而造成多种损害。

艾滋病儿童中枢神经系统损
害的病理改变主要包括脑发育不
良、 脑萎缩、 脑白质变薄、 脑室
扩大、 基底节钙化、 脑出血及脑
炎改变。 同一患儿可能出现一种
或一种以上的 CNS 疾病 ， 如艾
滋病脑病、 无菌性脑膜炎及继发
性 CNS 并发症等， 临床表现多
样， 如小头畸形、 认知缺陷、 发

育迟缓、 运动障碍、 共济失调、
锥体束征、 惊厥、 昏迷、 偏瘫、
失语、 失明等。 其中， 进行性发
育落后最为常见， 惊厥次之， 其
它临床表现依次为肌张力改变、
昏迷、 病理反射阳性、 共济失调
和小头畸形， 偏瘫、 失语、 失明
等较少见。 本案例中的患儿就属
于临床上艾滋病脑损伤的少见症
状， 极易漏诊和误诊。

如何预防 HIV母婴传播？
1、 提倡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妇

HIV 感染筛查， HIV 携带者应积
极接受抗逆转录治疗， 且病毒载
量达到持续抑制后再备孕。

2、 对感染 HIV 的孕妇采取
积极干预措施， 如尽早到医院待
产， 围生期运用抗逆转录病毒药
物 ， 选择剖宫产 ， 避免会阴侧
切、 人工破膜、 用胎头吸引器或
产钳助产等损伤性操作， 以减少
母婴传播率。

3、 HIV 阳性孕妇所生的新
生儿在出生前后做好预防处理和
药物阻断。

4、 HIV 感染者或艾滋病患
者所生的婴儿避免母乳喂养， 实
施人工喂养， 并随访观察， 积极
防治乳房问题。 对于破膜大于 4
小时的产妇， 可应用洗必泰冲洗
阴道来减少母婴传播。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神经内科 陈旭勤

原因竟是 HIV 感染 ������12 岁的小明右腿胫骨骨折已
经 3 个多月了， 最近去医院复查
时 X 线片时仍然显示“没长好”，
还不能下地行走， 妈妈很纳闷：
“不是说‘伤筋动骨一百天’ 吗，
儿子的腿怎么还没长好呢？”

所谓 “伤筋动骨一百天”， 意
思是说当机体受到外伤引起骨折
伤筋后， 一般要经过 100 天左右
的治疗休养方可痊愈， 但每个人
的具体情况不同， 不可一概而论。

骨折的愈合是一个连续的过
程， 在医学上分为三期。 第一期
称为 “血肿机化演进期 ”， 一般
为伤后 6~8 个小时， 骨折断端的
血肿开始凝结成血块， 经过一系
列复杂的反应形成肉芽组织， 并
进而演化为纤维结缔组织， 使骨
折两断端连接在一起， 这一过程
约在骨折后 2 周内完成。 第二期
称为 “原始骨痂形成期 ”， 骨外
膜的成骨细胞增生在骨折端内 、
外形成的骨样组织逐渐骨化， 形
成新骨。 随着新骨不断增多， 紧
贴骨皮质内、 外面逐渐向骨折端
生长， 彼此会合形成梭形， 称为
内骨痂和外骨痂。 两部分骨痂会
合后， 这些原始骨痂不断钙化而
逐渐加强 ， 骨折达到临床愈合 ，
该过程一般需 4~8 周。 第三期称
为 “骨痂改造塑型期”， 这个时期
的原始骨痂中新生骨小梁逐渐增
加， 且排列逐渐规则和致密， 骨
折断端的坏死骨经死骨清除和新
骨形成的爬行替代而复活， 骨折
部位形成骨性连接， 最终恢复骨
的正常结构， 这个过程一般需 8~
12 周。

在临床上， 骨折的愈合过程
还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如年龄、
患者的健康状况、 骨折部位、 骨
折类型、 软组织损伤程度、 是否
感染及治疗方法等。 如小儿股骨
骨折 1 个月左右就能基本愈合 ，
而老年人往往需要 4 个月； 血液
循环丰富部位愈合快， 血液循环
差的就愈合慢 ； 骨折对位不良 、
软组织损伤严重、 骨折处有感染、
固定不牢固、 过早活动等， 都会
影响骨折的愈合速度。

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李安平

宝 宝 腹 泻 做好两项护理工作

7岁男童得怪病

������豆豆今年 7 岁， 出生后
一般情况都很正常， 此后也
无异常。 但最近十余天却出
现了“偏瘫” 的表现： 右腿
独站、 行走困难， 步态一拐
一瘸， 右眼睑闭合不严， 右
侧鼻唇沟变浅， 口角向左侧
歪斜， 伸舌右偏， 全身皮肤
可见散在旧瘢痕和抓痕。 医
生进一步完善免疫力等检查
发现， 豆豆竟是艾滋病病毒
（HIV） 感染者！ 原来， 豆豆
的父母均是 HIV 感染患者，
且妈妈在怀孕前就已经感染
H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