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肠造口手术是抢救绞窄性肠
梗阻、 肠坏死合并休克、 腹腔广
泛感染等危重急腹症的常见手术
方式。 接受肠造口手术的患儿病
情稳定时即可回家休养， 3~6 个
月后返回医院行造口关闭手术 。
患儿在家要特别重视合理膳食以
下是注意事项。

注意饮食卫生 每餐喂奶及进
食前， 家长和孩子需洗手。 食具
要进行清洗并煮沸消毒。 食物现
配现用， 剩余食物保存于 4℃度冰
箱内， 最多不能超过 24 小时， 以
防腹泻。

饮食种类安排 根据孩子年
龄 ， 于术后 1 个月确定饮食 ： 1
岁以内的患儿以混合奶为主， 食
谱包括牛奶、 米汤、 豆浆、 米粉、
鸡蛋、 植物油等。 经试餐 2~3 天

后， 患儿消化道能耐受， 再适当
增加蛋白质、 脂肪、 糖类和营养
素； 1~3 岁的孩子， 根据其吸收
和排泄情况， 可从混合奶、 半流
质逐渐过渡到软食 ； 3 岁以上的
患儿以软食为主。

膳食营养丰富 包括水、 无机
盐 、 碳水化合物 、 糖 、 维生素 、
微量元素、 脂肪和蛋白质， 每日
分为 5 餐。 也可同时选用浓缩食
品 、 奶粉 、 蛋粉 、 鱼粉 、 肉粉 、
鸡粉或骨粉。 尽量补充碳水化合
物 （如面粉、 米粉、 藕粉或浓米
汤）。 可食用多种维生素咀嚼片或
口服鲜果汁 （如蕃茄汁、 波萝汁、
青菜汁等）。 每天补充植物油 （如
豆油、 菜油）， 以预防必需脂肪酸
的缺乏。 因食盐含有钠离子， 每
餐需适当补充， 而钙、 镁离子主

要通过进食骨头汤和鸡蛋来补充。
注意饮食禁忌 ①因不易被胃

肠道消化， 故术后 1 月内尽量不
吃煮鸡蛋或囟鸡蛋， 可改为蒸鸡
蛋羹或冲蛋花汤； ②煲制各种汤
类时忌用猪油 ， 以免引起腹泻 。
用猪肉煲制的汤可先在冰箱内冷
冻 ， 撇去表层油脂层后再食用 。
③青菜要切成碎末后再烹制， 禁
止食用粗纤维食物， 如芹菜、 笋、
桔子、 甘蔗、 韭菜等， 以免堵塞
肠造口。 ④忌食洋葱、 大蒜、 山
芋、 红薯、 土豆等刺激性或产气
的食物， 以免肠胀气导致造口梗
阻 。 ⑤忌食不易消化的硬米饭 、
玉米或花生等。 ⑥如果没有脱水
征， 夜间可减少水分摄入， 以免
影响患儿睡眠。
湖南省儿童医院普外一科 孙瑛

肠造口患儿术后饮食宜忌

■妇科门诊

������灿灿刚满 3 岁， 这几天有点发
烧， 不爱吃饭， 还流口水， 父母用
手电筒查看时发现他嘴里有一圈红
亮的水泡， 就立即将其送至医院，
经检查被确诊为疱疹性咽峡炎。

疱疹咽峡炎一年四季可发病 ，
并非感冒和手足口病的并发症， 而
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 ， 传染性强 ，
传播快， 主要侵犯 1~7 岁儿童。

目前， 对于肠道病毒感染并无特
殊治疗方法， 患上疱疹性咽颊炎主要
采取对症治疗及相应抗病毒治疗。 患
儿因口腔溃疡导致吃饭、 喝水有疼痛
而拒食， 加上发热不适， 就会哭闹不
安。 小一点的婴幼儿除拒食外， 还常
有流涎、 呕吐甚至发生高热惊厥。

有拒食拒水、 口水增多现象时
家长要留心， 家庭护理很重要。 当
发热超过 38.5℃时应遵医嘱喂服退烧
药； 发烧不退的患儿， 家长应带其
及时就医， 以免发生高热惊厥而发
生危险。

孩子退烧、 水疱破溃后， 就进
入较难受的 “溃疡期”， 进食时口腔
疼痛感非常明显， 家长可鼓励孩子
多饮凉水， 选择有营养、 易消化的
流质或半流质食物。 也可给孩子喝
鲜榨果汁， 补充维生素。

预防疱疹性咽峡炎， 大人和孩
子要注意勤洗手， 室内通风， 保证
充足睡眠 ， 饮食清淡 ， 口腔清洁 ，
可用淡盐水漱口。 此外平时要少到
人多拥挤或空间密闭的环境中去。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刘莉

������在临床和生活中， 曾碰到一些
夫妇因反复流产甚至导致离婚的情
况， 这些家庭中， 男方及男方父母
单方面认为是女方原因。 这样往往
造成女性内心的自责感， 或导致家
庭不和谐。

其实， 引起流产的原因， 也不
能排除男性的问题。 目前公认的可
以引起妊娠失败的男性直接因素是
男方染色体、 精子 DNA 异常所致的
胚胎染色体异常。

年龄在 35 岁以上、 肥胖、 有慢
性基础病、 甲状腺疾病、 多次流产
史及精神压力大的人容易发生反复
流产； 另外， 若男性或男女双方有
吸烟、 酗酒、 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
的， 都是反复流产的高风险人群。

反复流产的发生率随着流产的
次数增长而增加。 为了避免再次流
产， 建议有过胚胎停育的女性在再
次怀孕前， 应筛查胚胎停育的病因。
反复流产并不可怕， 找到原因是关
键。 连续流产两次以上的女性， 夫
妻双方应及时就医， 查明流产原因。
若是不明原因的复发性流产， 则应
在医生指导下怀孕。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生殖医学中心 梁元蛟

哭闹口水多
警惕疱疹性咽颊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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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要分年龄段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要掌握的

性教育知识是不一样的， 比如 5
岁以下的孩子， 我们需要传达的
是： 我们从哪里来 （出生教育）；
男孩有阴茎、 睾丸和精子， 女孩
有阴道、 子宫、 卵巢和卵子 （性
别教育）； 短裤、 背心盖住的地方
属于隐私部位， 是不能被别人看、
更不能被别人摸的， 同时也不能
偷看或触摸别人的隐私部位。 对
于 5~8 岁的孩子， 我们需要教孩
子认识自己身体每个部位的名字，
包括生殖器官。 9~14 岁的孩子会
逐渐进入青春期， 我们需要提前
告知孩子在青春期的变化， 如男
孩会长胡须 、 会变声 、 会遗精 ，
女孩会出现胸部发育、 臀部变大、
月经来潮等等。

对于年幼的儿童， 可以采取
绘本的方式进行性知识的传达 ，
比如 《小威向前冲》、 《小鸡鸡的

故事》、 《乳房的故事 》、 《呀 ！
屁股》 等， 也可以带孩子一起观
看 “你我伙伴” 等公益平台做的
有趣动画视频 ， 如 《我从哪里
来》、 《认识我的身体》 等。 对于
年龄稍大点的孩子， 家长不必遮
遮掩掩， 羞于启齿， 可以直接告
诉孩子生殖器官是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像保护身体其他部位一
样来保护它。

尽早识别危险信号
在未成年儿童的性侵案件中，

大部分作案者是熟人， 所以只教
孩子防范和远离陌生人是远远不
够的。 在性教育中， 仅仅告诉孩
子 “背心、 短裤盖住的地方不能
给别人看， 也不能给别人摸” 也
是不够的， 除了隐私部位外， 孩
子的口唇、 耳根、 脖颈等都是他
人不可以随意触碰的地方。 总的
来说， 只要是让孩子感到不舒服
的任何抚摸或接触， 都是危险的

接触， 即使只是拉拉手、 亲亲脸、
摸摸头等。 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危
险意识， 比认识自己隐私部位更
加重要。

遇到危险如何自救？
对孩子来说， 要保证自身安

全， 最重要的是 “预防”。 有机会
的话， 可以带孩子参加一些防侵
害的实地演练 ， 没有条件的话 ，
家长也可以和孩子在家里玩些类
似的假想游戏， 如模拟孩子遇到
危险。 当孩子被坏人抓住时， 首
先应大声呼救， 一旦有逃走机会，
就要迅速跑到人多的地方， 边呼
叫边跑。 如果坏人捂住了嘴巴无
法呼叫和跑开怎么办？ 可以告诉
孩子抓住坏人的手指使劲往后扳，
也可以踢坏人的胫骨 （小腿前
面）， 或者用力踩坏人的脚背， 一
旦坏人有所放松， 就要立刻呼叫、
逃走。

朱莎

熟人性侵高达八成

������在中国， 性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一
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有的家长觉得孩
子还小， 没必要过早地进行性教育，
有的家长觉得周围人素质高， 孩子不
会有危险， 有的家长则羞于启齿。 然
而， 《2018 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
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 显示，
2018 年公开报道性侵儿童案例中的
受害者有 750 人， 其中， 女童为 718
人， 占 95.74%， 男童为 32 人， 占
4.26%； 14 岁以下的比例为 80%， 年
龄最小的为 3 岁； 在这些案例中， 熟
人作案的比例高达 87.87%。 因此， 对
孩子进行“防性侵” 教育非常必要。

性教育要尽早开始
保护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