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岁的轩轩是个“大嗓门”， 经
常会放声大哭导致声音嘶哑。 最近一
次感冒后， 轩轩声嘶的情况持续一个
多月仍不见好转， 去医院检查发现是
声带小结引起的。

儿童声嘶除了先天疾病原因外，
大声喊叫、 哭闹等用声过度是常见因
素。 长期过度用声， 可造成声带损
伤、 声带小结、 声带息肉等， 发声也
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声带是发声的核心， 一旦受损，
发声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儿童在
遇到不如意时， 易通过大声嚷嚷来发
泄内心情绪， 长期过度用声， 声带受
到强烈气流冲击发生摩擦而致损伤，
出现声音嘶哑。

家长要教育小孩从小养成不大喊
大叫的习惯， 有控制地发声， 尤其是
处于变声期的孩子， 这时声带最易受
损， 如不维护好， 可能影响孩子一生
的嗓音健康。

喉咙干时多喝水休息下， 不宜做干
咳或清嗓子动作， 以免气流猛烈振动
声带而造成损伤。 平时少吃辛辣刺激的
食物， 在感冒声嘶阶段尽量少发声，
以减少由于生病引起的声带充血水肿。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喉科
主任医师 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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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脏病是儿童最常见的先
天畸形之一， 近年来发病率居高不下，
而正确护理先心病患儿十分重要。

避免受凉感冒 注意防寒保暖， 尽
量避免去人多的场所及接触感冒患病
的人员， 住所注意通风换气， 保持室
内清洁。 如有呼吸道感染应及时就诊。

注意加强营养 合理喂养小孩， 及
时添加辅食。 营养落后的先心病患儿，
可在医生指导下选用特殊配方的高营
养素食品， 患儿有吸吮乏力或呼吸困
难时， 要耐心喂养， 少量多餐。

鼓励户外活动 家长平时要让小孩
多参加户外活动， 多晒太阳， 呼吸新
鲜空气， 以提高孩子抵抗力； 除了有
严重心功能不全或者紫绀型先天性心
脏病外， 一般不需严格限制患儿活动。

培养健康心理 家长对先心病小孩
在心理上应足够重视， 既不能过分溺
爱， 使孩子养成任性及自我为中心的
性格， 也不能认为小孩有先心病而降
低要求， 从而产生自卑或胆怯。 应帮
助小孩正确认识先天性心脏病， 树立
战胜疾病的信心。

合理预防接种 为了增加抵抗力，
一般的先心病小儿可以接受预防注射。
对有青紫及心力衰竭等较严重先心病
的小儿， 则不宜进行预防接种。

避免并发症 有感染或进行拔牙、
扁桃体手术时应注意合理预防性使用
抗生素， 以免引起心内膜炎等严重并
发症。

湖南省儿童医院
心胸外科 阳广贤

���春夏之交， 为预防宝宝患上呼吸道
疾病， 做好清洁卫生是很重要的。

首先要做到经常更换床上用品、 勤
晒被褥、 勤换衣物、 保持家里整洁干净，
室内要经常开窗通风， 保持空气新鲜。
其次， 外出归来后， 家人和宝宝一定要
洗手、 饭前便后要洗手， 注意用肥皂或
洗手液洗手， 不方便洗手时可以用免水
洗手液或消毒液搓揉双手直至全干。

充足的睡眠是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基
础， 因此要做到让宝宝合理休息， 劳逸
结合， 避免过度疲劳。 此外均衡的饮食
对机体的健康非常重要， 要做到荤素搭
配， 合理安排宝宝的饮食。 多饮水合理
补充水分。 注意每日食用充足的蔬菜、
水果。 深绿色蔬菜如绿叶蔬菜、 西兰
花、 彩椒等， 及水果如橘子、 猕猴桃、
鲜枣等富含维生素 C、 胡萝卜素、 生物
黄酮等， 有利于增加抗氧化和机体的抵
抗力。 很多宝宝不爱吃果蔬， 这可能会
导致宝宝饮食不均衡， 需要家长不断引
导和督促。

妈妈可多给宝宝吃点含水分丰富的
梨， 或者给宝宝来碗雪梨银耳羹。 此外，
要重视体育锻炼， 天气好时， 妈妈带宝
宝多到户外运动， 积极的体育锻炼可以
增加肺活量。 还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

湖南省儿童医院
呼吸二科 谭莎

先心病患儿
护理六要点

������在每天 24 小时中， 宝宝
接近一半的时间都在与枕头
相伴。 可在帮宝宝选择小枕
头时有大讲究， 你都知道吗？

新生儿不可用枕头 对
于成人来说 ， 如果不睡 枕
头， 第二天早上可能会脖子
痛， 这是因为成人的脊柱不
是直的， 正常成人脊柱有四
个生理弯曲。 其中脖子的地
方有一个弯曲， 叫颈曲。 成
人躺下后， 头与肩部之间因
为颈曲会产生一个空隙， 枕
头的作用就是填充这个空
隙， 让身体更舒服。 但新生
儿宝宝颈曲还未形成， 因此
无需枕头。

出生 3 个月后， 宝宝颈

曲逐渐形成， 但颈曲的发育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直要
到青春期才接近成人。 所以
3 个月后就用枕头也是不科
学的。 并且枕头还有导致婴
儿猝死的可能。 因此美国儿
科学会建议： 1 岁内避免应
用枕头。

宝宝枕头材质有讲究
宝宝枕头材质建议选择纯棉、
木棉、 记忆棉等材质的枕芯。
羽绒、 化纤、 泡沫塑料等不
建议使用。 过硬或过软的枕
芯都不适合宝宝， 例如大米
枕头就太硬， 会让宝宝睡着
不舒服， 影响睡眠质量， 甚
至可导致头颅变形， 影响生
长发育 。 而羽绒枕芯太软 ，
且容易长螨虫， 故不推荐。

宝宝枕头大小要合
理 宝宝枕头长度最好是
与他的双肩同宽 ， 宽度
则需要稍宽于宝宝头部。
高度一般是宝宝使用枕
头后其头与身体在同一
水平线即可。

湖南省儿童医院
新生儿科 谢晶晶

女性一生的激素水平会有
一个动态的变化。 绝经期女性
的雌、 孕激素处于一个相对较
低的水平， 在这个阶段女性不
光会有睡眠质量变差， 情绪不
稳定， 易急躁的情况， 很多疾
病也会找上门来， 称为更年期
综合征， 高血压就是其中一种。
当然， 绝经期高血压多为暂时
性的， 女性朋友不必过份担心，
但也不可轻视它。

更年期高血压是由女性更
年期阶段雌激素分泌减少、 卵
巢功能衰退导致内分泌失调 、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从而引起
血压波动。 正因为更年期高血
压是由于激素水平大幅减低所
致， 因此它属于症状性高血压，
大多数只是在情绪激动、 睡眠
不好时才会出现血压升高， 这
种高血压往往是暂时的， 顺利
度过更年期后就会恢复正常。

要提醒女性朋友的是， 并
不是所有更年期高血压在经过
更年期后都能恢复， 这是因为
随着年龄增长， 血管弹性逐渐
下降 ， 如果年轻时血脂较高 ，
这就增加了动脉粥样硬化风险，
就可能会患上高血压 。 所以 ，
更年期女性在这段时间发现血

压不稳定时， 要定期监
测， 调整生活状态， 如
血压仍处于较高水平要
去医院就诊， 千万不要
轻视。

更年期出现高血压
该怎么办呢？ 最重要的
是限盐限糖限脂。 在这
里向大家介绍一个概
念， 即 “盐敏感性高血
压”。 盐敏感性高血压
是指一些人对摄入的盐
相对敏感， 相对高一些的盐摄入
就会导致血液中钠浓度升高， 引
起血压升高。 目前我国高血压患
者中 60%是盐敏感性高血压 ，
所以， “盐敏感” 不容忽视。 而
绝经期和绝经后的女性交感神经
活性增强， 可使全身小血管痉
挛， 血管外周阻力增加导致血压
升高。 在盐敏感性高血压的防治
中， 限盐是关键， 因此， 建议绝
经期女性要 “限盐饮食”。

那么， 为什么还有限糖限
脂呢？ 这里的限糖限脂不光是
指糖类， 还指一些高热量食物。
更年期女性雌激素降至较低水
平， 雌激素对垂体的抑制减弱，
糖代谢失常、 食欲亢进， 但新
陈代谢降低又会导致热量消耗

减少， 加重肥胖风险， 所以要
限盐限糖， 减少脂肪摄入， 尽
可能饮食清淡。

补充雌激素、 钙。 如激素水
平降得很快， 机体无法短期适
应， 会造成血压突然升高， 此时
可在医生指导下适当补充雌激素
和钙， 同时可喝一些豆浆、 蜂蜜
辅助； 早晚可服用一杯牛奶， 并
吃鱼、 虾等含钙高的食物。

更年期很多女性会出现面色
潮红、 脾气急躁、 失眠多梦的
情况， 此时， 一定要调节好情
绪， 正确宣泄不良情绪， 保持
心情舒畅， 保证睡眠， 适当户
外锻炼。

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
副主任医师 田颖

不可怕但也不可轻视
更年期高血压多为暂时性

哭闹喊叫
易致声带受损

春夏之交
让宝宝远离呼吸道疾病宝宝枕头选择有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