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佝偻病是婴幼儿时期比较常
见的一种维生素缺乏症。 由于缺
乏维生素 D 时， 钙不能被吸收，
使钙磷代谢失常 ， 产生骨骼病
变。 因而， 在饮食上家长一定要
提高注意。 以下食谱可以预防小
儿佝偻病， 供参考。

虾皮豆腐
食材： 虾皮 20 克， 豆腐 50

克， 盐少许。
制作方法： 虾皮洗净， 豆腐

沸水烫过捞出切小块 。 虾皮入
锅， 加水半碗煮沸， 再将豆腐块
入锅， 共煮沸 10 分钟即可。 吃
豆腐喝汤， 吃时放少许盐和麻油
调味。 佐餐或单独服食， 1 天 1
剂， 可连服数天。

主治： 小儿佝偻病， 出牙、
行走等发育均迟于正常儿。

蛋壳粥
食材： 鸡蛋壳 30~50 克， 各

10 克， 白糖少许。
制作方法： 将鸡蛋壳洗净，

研成极细粉末， 梗米、 谷芽、 麦
芽淘洗净入锅， 加水适量。 先用
大火煮沸， 后用小火熬煮， 粥将
熟时放入蛋壳粉、 白糖适量， 再
煮 3~5 分钟即可。 每日分 2~3 次
服。

主治 ： 小儿佝偻病 ， 壮骨
力、 补五脏。

羊骨粥
食材 ： 羊骨 1 付 ， 陈皮 6

克， 良姜 6 克， 草果 2 个， 生姜
30 克， 盐适量， 粳米 (或小米 )
50 克。

制作方法： 将羊骨捶碎， 放
锅内加水熬煮， 放入佐料， 慢火
熬成汁， 滤出澄清， 用此汁煮粥
食之， 亦可作羹汤食之。 常服有
效。 羊骨熬煮应用小火缓炖， 时
间宜长， 超过 2 小时以上。 汁成
后应过滤， 以去油膜。 也可先用
高压锅煮压 20 分钟， 再用砂锅
慢熬。

主治 ： 本膳不但 “以形取
形”， 而且 “以物类形”， 因羊胫
强而善行。 故本膳具有补肾、 强
腰 、 健骨的作用 。 适宜五迟之
症， 尤宜站立行走迟缓、 骨软乏
力的患儿常服。

湖南省儿童医院 梁游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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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辅食有助多项功能训练

很多家长会觉得， 孩子喝母
乳最好， 迟几个月再加辅食没有
什么关系。 其实不然， 6 个月时纯
母乳喂养已无法再提供足够的能
量， 以及铁、 锌、 维生素 A 等关
键营养素， 因而必须在继续母乳
喂养的基础上引入各种营养丰富
的食物。 此外辅食的添加还有助
于宝宝其他功能的训练。

第一， 宝宝在 4、 5 个月时味
觉就已经发育完全， 能够感知各种
食物的味道和质地， 在 6 个月开始
逐渐添加辅食， 是培养孩子对食物
兴趣的最佳时机。 第二， 咀嚼功能
并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期尝试去咬
各种食物逐渐形成， 咀嚼功能训练
不好， 就会出现食物咀嚼不充分无
法消化， 甚至不愿咬食物， 厌食挑
食。 第三， 添加辅食的起始时间与
萌牙的时间没有直接关系， 即便没
有长牙， 也可以开始添加辅食， 牙
床和口面部肌肉可以帮助咀嚼。 牙
龈和牙齿没有得到适时的锻炼， 还
有可能影响牙齿萌出和排列。 第

四， 口腔肌肉、 舌头和嘴唇等口腔
器官没有得到锻炼， 则会影响宝宝
发音， 进而影响语言表达。 因此，
在正确的时间添加相应辅食是非常
有必要的。

添加辅食需耐心和细心

宝宝满 6 个月后， 就可以添
加辅食了， 辅食添加的基本原则：
从少到多， 从单一到多样， 从糊
状到块状， 且每次只增加一种新
食物。 起初， 只需让宝宝适应新
的食物， 然后增加进食量， 随着
月龄的增大， 母乳的减少， 相应
增加辅食的占比， 直到 2 岁后应
以普通家庭饮食为主。

潘键提醒， 每种辅食的添加，
宝宝都可能会有拒绝和尝试的过
程， 甚至对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
还会表现出自我保护的抗拒， 此
时， 家长一定要耐心， 在孩子身
体和心理状态都良好的情况下多
次尝试。 同时， 注意观察孩子进
食后的状况， 记录孩子对各种食
物的过敏情况。

张艾萱

������前不久笑笑小腿骨折了， 从医
院打完石膏回家的晚上， 妈妈发现
笑笑精神不太好， 面色潮红， 一测
体温 37.8 度， 孩子发烧了， 妈妈
非常着急， 她就给主治医生打电话
求助。 了解情况后医生告诉她不用
担心， 骨折以后低热是正常现象，
不需要治疗， 但是需要观察体温变
化。

骨折后局部渗液、 渗血， 吸收
后而出现发烧 ， 医学上通常叫作
“吸收热”， 一般不超过 38.5℃。 这
是机体对骨折创伤的正常反应， 正
常情况下 1~2 天后会逐渐恢复正
常 ， 不需特殊治疗 ， 定时测量体
温， 观察体温变化情况。 一般来说
未超过 38.5℃可以不用担心， 如果
发热超过 3 天或体温过高， 应及时
就医检查。 发热时注意控制室温在
22℃~27℃， 湿度 60%， 开窗通风；
温水擦浴； 多饮水， 以利尿降温；
勤换衣服， 孩子出汗后立即更换，
以免感冒。

如果孩子体温过高， 应怀疑是
不是存在感染， 比如骨折处有没有
伤口红肿流脓； 有没有流涕、 咳嗽
等病毒感染和细菌呼吸道感染症
状； 有没有腹痛腹泻和排尿次数增
多， 排尿时哭吵等消化系统及泌尿
系统感染症状 。 如果没有以上症
状， 可以用温水毛巾擦浴降温， 适
宜水温 40.5℃~43℃， 以毛巾蘸温
水轻轻擦拭身体和四肢。 饮食上注
意， 每天多饮水， 防止脱水； 选用
低脂、 低糖、 高蛋白、 高维生素易
消化的食物。

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董林

������1 岁的德德前不久出现发热、
咳嗽， 咳嗽表现为一阵一阵的，
后来还出现了呕吐。 医生经过一
番详细检查， 确诊为呼吸道合胞
病毒感染。

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又称呼
吸道融合病毒感染， 可使培养细
胞发生特征性融合细胞， 是婴儿
严重的下呼吸道感染， 少数可伴
有皮疹。 该病主要发生于 6 个月～
4 岁的婴幼儿， 多在冬春季发病。
该病潜伏期 4～5 天， 婴儿主要表
现为发热、 支气管炎及支气管肺
炎 ， 伴阵咳 、 呕吐 、 呼吸急促 ，
少数伴胸腔积液， X 线检查可见
肺部炎性浸润， 严重者可发生呼
吸道阻塞、 肺不张、 缺氧、 发绀、
呼吸衰竭甚至窒息死亡。 有的患
儿可发生脑膜炎、 脊髓炎、 共济
失调、 偏瘫、 心肌炎、 完全传导
阻滞等， 有的可在无先兆症状而
突然死亡。 较大儿童和成人表现
为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症状。 个
别儿童可在面部、 躯干出现弥漫

性红斑 、 斑丘疹并播散至前臂 、
臀部， 可有少量瘀斑， 皮疹 1 天
消退， 同时体温下降。

治疗该病， 目前尚无有效的
抗病毒药物， 用干扰素雾化吸入
或滴鼻 ， 可抵制入侵病毒扩散 。
对婴幼儿严重呼吸道合胞病毒感
染推荐利巴韦林治疗， 主要用气
溶胶吸入治疗婴幼儿严重呼吸道
合胞病毒感染 ， 每天吸入 12 小
时， 连用 3 天， 能减轻症状和缩
短排毒期。

呼吸道病毒感染除发热期应
卧床休息， 多饮水等一般治疗外，
主要为对症治疗。 如高热可予物
理或药物降温； 头痛剧烈者可口
服复方乙酰水杨酸； 细支气管炎、
肺炎出现气急 、 哮喘 、 发绀时 ，
应给氧、 解痉、 排痰保持气道通
畅， 必要时行气管切开和人工辅
助呼吸， 合并心力衰竭者应给予
强心剂。

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三科
吴美玲

■育儿心得

������孩子做家务事并不难， 不外乎
就是扫地、 洗碗、 整理房间等这类
的工作； 很多家长也表示， 孩子偶
尔会帮忙洗碗、 打扫， 参与全家大
扫除。 但要强调的观念在于， 做家
务事， 不是会不会做， 而是有没有
养成习惯。

现代父母多以忙碌为理由， 选
择用钱来解决一切， 表面上看来是
节省做家事的时间和精神， 其实也
等于剥夺孩子学习做家务事的机
会。 就算家务事没有花钱外包请人
代劳， 很多过于 “勤劳” 的父母，
“过度疼爱” 孩子， 常把家务事全
揽下来自己做。

还有些家长不是不让孩子学习
做家务事， 而是 “叫不动”。 要培
养孩子的责任意识， 就得让孩子了
解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 不能只享
权利而不尽义务。

除了培养责任心之外， 家人一
起打扫环境， 也是维系彼此感情的
机会。 让家中的成员共同参与， 绝
对是建立家庭共识的好方法。

张彩芬

骨折后低热
属正常现象

大扫除
让孩子一起参与

宝宝厌食挑食 或因辅食添加过迟

预防佝偻病食谱

幼儿发热、 咳嗽、 呕吐

许是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

��������玲玲的爸爸妈妈平时忙于工作， 她便一直由爷
爷奶奶照料。 然而， 如今 2 岁的玲玲非常挑食， 似
乎对任何食物都提不起兴趣， 从而导致身高和体重
总是比同龄的孩子要落后一些。 家人非常担心， 便
带着玲玲来到南京市儿童医院消化科看门诊。

接诊的潘键医生了解到， 玲玲长牙长得迟， 因
而 10 个多月才添加的辅食， 她从那时候就开始挑
食。 这才找到了原因， 原来问题不出在“挑食” 上，
而是家长辅食添加过迟导致的。

■喂养宝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