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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晋宝妈小苏产后 4 周乳房
突然红肿并伴随胀痛， 这是不是
传说中让宝妈们闻之色变的 “乳
腺炎”？ 是不是需要吃药呢？ 吃了
药还能哺乳吗？ 带着一连串的问
题， 她找到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互联网咨询专科门诊———孕产妇
药物咨询门诊。 该院药师为小苏
提供了一份 《哺乳期乳腺炎防治
指南 》， 指导小苏打好宝宝 “口
粮” 保卫战。

据了解， 哺乳期乳腺炎是发
生于哺乳期妇女乳腺组织的炎症，
多伴有细菌感染， 可发生于乳房
局部或全部。 一旦哺乳期乳腺炎
“造访”， 乳房便会有疼痛、 伴或
不伴有乳房红肿及肿块， 可伴有
体温升高、 寒战、 全身不适等症
状 。 3%~20%的哺乳期妈妈都曾
在产后 3~4 周患上哺乳期乳腺炎。

乳头损伤和乳汁淤积是哺乳
期乳腺炎出现的 “元凶”。 宝宝吸
吮力过大或宝妈不正确的哺乳
（方式、 频次、 时间） 易引起乳头
损伤； 乳头扁平或凹陷及乳汁的
过度分泌 （乳汁>60 毫升/小时 ）

都可能导致乳汁淤积。 乳头的损
伤给细菌这群 “不速之客” 开启
了大门， 而乳汁的淤积则为其提
供了滋生的温床。

要应对哺乳期乳腺炎的 “突
袭”， 首先就要清楚了解自己到底
是患的什么类型乳腺炎。 哺乳期
乳腺炎分为乳汁淤积型乳腺炎和
急性炎症型乳腺炎这两类， 虽说
都是哺乳期乳腺炎， 发病机理却
大不同。

乳汁淤积型乳腺炎通常发生
在产后一周左右。 一般有乳房疼
痛、 乳房硬结以及乳房局部肿胀，
较少出现皮肤红斑、 发热、 畏寒
等炎症。 一般因 1~2 个乳孔机械
性堵塞导致， 发病急， 去除堵塞
原因并排除乳汁后即可缓解。

急性炎症型乳腺炎通常发生
在产后 3~4 周， 乳房区域有红斑、
发热、 畏寒等炎症反应， 体温超
过 37.3℃ （一般指腋温）。 一般在
红肿热痛十天左右出现搏动性疼
痛， 继而可能出现脓肿溃破， 乳
头或乳房出现流脓现象。

尽管乳腺炎有点麻烦， 但合

理治疗同样能 “降服” 它。 1、 通
乳。 哺乳期乳腺炎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早期进行规范化手法排乳 、
通乳， 将淤积的乳汁排出， 切记
通乳可冷敷不能热敷， 热敷将增
加堵塞及感染 。 2、 药物治疗 。
急性炎症型乳腺炎的罪魁祸首一
般是定植在我们皮肤的正常细
菌， 一经确诊， 需遵医嘱选用药
物治疗 。 3、 哺乳期乳腺炎切莫
随意自行购买抗菌药物， 应及时
就医评估病情 （以免延误病情或
造成抗菌药物滥用 ）。 如果病情
进展到了脓肿期， 须接受脓肿切
开引流术。

要避免乳汁淤积及乳头损伤，
哺乳期女性应合理健康饮食、 作
息规律， 多食新鲜水果蔬菜， 减
少刺激性、 油腻食物摄入， 多饮
水 ； 哺乳前先清洗乳房再热敷 ，
哺乳时尽量让宝宝吸吮大部分乳
晕， 哺乳时间以 20~30 分钟、 哺
乳时间间隔以 2~3 个小时为宜 ，
哺乳完毕后不可生硬地将乳头直
接扯出， 防止乳头皲裂。

本报通讯员 宋立莹 朱娅娜

�������在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住
院的 9 岁男孩余振， 近日被确诊为
双眼先天性白内障， 需尽快手术治
疗。 但余振父母均是二级智障， 他
从小到大都是由八旬祖父母带大，
无法承担手术费用。 该院了解情况
后联系爱心慈善机构， 为余振顺利
筹集两次手术的全部医疗费用。 为
更好地帮助像余振这样的贫困儿童，
该院眼科决定成立眼科党小组爱心
帮扶基金会， 助力这些贫困残疾家
庭的孩子克服难关， 重回校园。

通讯员 彭诗琦 摄影报道

为提高免疫力自制食品

������本报讯 （通讯员 潘麒） 近日 ，
32 岁的文女士来到湖南省胸科医院
健康管理中心做了个体检， 检查结果
提示血糖和血脂均升高。 文女士有点
懵： 每年体检都很正常， 为什么今年
会突然出现高脂血症和高血糖呢？ 该
院通过询问了解到， 原来， 文女士平
时容易感冒，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她由于担心 “中招”， 宅在家里一直
想通过自制各种美食增强免疫力， 可
是大量的高蛋白饮食却惹来了高血糖
高血脂。

医生了解到， 文女士春节期间居
家以看手机和电视为主， 几乎不运
动。 她看到网上流行的 “电饭煲蛋
糕” 视频， 也将家里的鸡蛋、 牛奶、
面粉用来做蛋糕， 认为鸡蛋、 牛奶都
很有营养， 还经常把蛋糕当饭吃。

该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肖涛介
绍， 文女士出现血脂血糖升高， 主要
是短时间内摄入油、 脂、 糖类比较
多， 水果蔬菜吃得少， 营养不均衡，
又缺少运动而造成， 如果这些指标是
一过性的升高， 可以通过调整饮食结
构得到改善甚至恢复正常。

肖涛提醒， 光靠多吃优质蛋白来
提高免疫力的方式是不科学的， 饮食
要讲究合理均衡， 注意科学搭配， 多
吃蔬果。 另外， 居家锻炼可以就地取
材， 做适当健身运动或家务活动； 同
时保证充足睡眠和良好心态， 有助于
提高机体免疫力， 防范病毒入侵。

春季传染病高发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李合
锋） 近日有报道称， 香港一例新冠肺
炎确诊者的爱犬低程度感染有关病毒，
并很可能是由人类传染的。 那么这是
否意味着猫狗会传染新冠病毒？ 湖南
省疾控中心日前提示， 根据目前资料
显示， 没有证据显示猫狗会传播新冠
病毒， 无需过度恐慌。 但春季为狂犬
病、 其他动物与人间细菌传染高发季
节， 与爱宠接触仍需 “亲密有间”。

“目前是疫情防控期间， 同时也
是春季传染病高发期， 大肠杆菌和沙
门氏菌就是常见的能在宠物和人类之
间传播的细菌。” 湖南省疾控中心主
管医师曾舸表示， 这两种细菌感染的
主要症状有腹痛、 腹泻、 发热、 恶
心、 呕吐等， 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
要防范此类细菌传播， 首先需保持良
好的卫生习惯。 与动物或其食物及物
品接触前后需洗手， 避免有太过亲密
的行为， 比如抱、 亲、 舔等动作。 除
了人要注意饮食健康营养、 保持一定
运动量外， 动物同样也要如此。

其次， 要做好家庭的日常清洁和
消毒通风， 居室做到开窗通风， 对狗
舍要定期清理粪便和消毒， 保持家居
环境清洁卫生。 疫情期间减少外出，
如要外出， 请戴好口罩， 牵好狗绳，
给宠物狗戴上嘴套， 注意不要让其接
触垃圾、 粪便、 污水等不洁物品， 不
要与其他人和动物接触。

哺乳期乳腺炎 合理治疗能“降服”

医院爱心基金会
助眼疾患儿渡难关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小红 肖同
权 刘素凤） 3 月 7 日， 在湖南省
卫健委的牵头组织下， 国家呼吸
疾病临床医学中心主任、 中国工
程院院士钟南山带领专家组， 为
娄底市中心医院收治的两例新冠
肺炎危重症患者进行远程会诊 ，
指导救治。 这是娄底首次和国家
高级别专家组开展新冠肺炎危重
症病例远程会诊现场讨论。

会上， 两位省级驻娄底重症
病例救治医疗专家组成员， 南华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杨吉军教授和
湖南省人民医院韩小彤教授分别
汇报了两例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情

况， 专家们围绕两例危重症患者
的病情， 展开了热烈讨论。

最终， 钟南山院士提出诊疗
意见， 他认为患者刘某某是严重
感染导致的呼吸衰竭 ， 建议将
VA-ECMO （心肺共同支持的体外
膜肺氧合 ） 模式改为 VV-ECMO
（俗称 “人工肺”） 模式， 根据血
培养等相关检查结果， 有针对性
地用药 ； 对于 40 岁的患者谢某
某， 目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暂
不要轻易改变抗生素使用， 但要
找出胸腔持续出血的原因， 重点
关注气管堵塞、 血管栓塞的改善
情况。

钟南山对娄底市危重症病例
的救治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
说道： “你们的工作做得非常细
致， 大家继续努力， 加油！”

对于危重症患者， 在省级驻
娄专家组的指导下， 该院成立了
由 100 余名省市医疗专家和技术
骨干组成的救治小组， 小组成员
涉及十余个相关专科， 结合每一
位患者的具体病情， 开展了中西
医结合、 输入康复期血浆、 ECMO
等治疗模式， 实施 24 小时不间断
精准治疗和精细护理。 截至 3 月 6
日， 该市 76 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中， 已治愈出院 71 例。

钟南山领衔专家团队
为娄底新冠肺炎危重病例远程会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