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诺如病毒
诺如病毒是一种会引起急

性胃肠炎的病毒， 感染后主要
表现为腹泻、 呕吐， 学校停课
一方面是因为 “上吐下泻” 的
症状看起来很严重， 另一方面
是因为它传染性极强。 但是，
诺如病毒实际上并没有看上去
那么可怕 ， 只要对症处理得
当， 一般一周内可恢复。

1.�流行季节 因诺如病毒
喜欢低温， 故每年 10 月到次
年 4 月是感染的高发期。

2.�食源性 患者大多是因
为吃了感染了诺如病毒的食物
而中招的， 它是导致食源性疾
病的主要病原菌之一。 美国疾
控中心的数据显示， 大约有一
半的食源性疾病是由它引起的。

3.�感染症状 感染诺如病
毒后的 48 小时内， 患者可出
现腹泻、 腹痛、 恶心、 呕吐等
急性胃肠炎症状， 跟食物中毒
类似， 还可能出现发热、 头痛
等全身症状， 每天可排 4～8 次
水样便。

4.�传染性强 诺如病毒有
很强的传染性， 它可以通过接
触患者或被污染的物体表面传
播 ， 也可以通过患者的呕吐
物、 排泄物飞沫传播， 还可以
通过被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
它在封闭空间的传播非常快，
比如学校 、 幼儿园 、 养老院
等 ， 老人 、 孩子本是体弱人
群， 又是人口聚集地， 最易受
感染。

5.�自限性 目前， 诺如病
毒尚没有特效药物， 也没有可
预防的疫苗， 但是， 该病为自
限性疾病， 感染后只要积极对
症处理， 大多一周内可痊愈。

感染了诺如病毒怎么办？
1.�补充电解液 感染诺如

病毒后主要表现为频繁地腹泻、
呕吐， 体液迅速丢失， 如果不
及时补充液体， 患者很容易引
起脱水和电解质紊乱。 补液最
简单有效的就是口服补液盐，
从腹泻开始就要喝， 具体喝多
少根据体重来定； 也可以吃焦
米补盐液， 方法是先煮出焦米
汤， 用焦米汤替代温水， 按同
样的比例加入补液盐， 配成焦
米补盐液。 病情特别严重的，
应及时就医接受静脉补液。

2.�调整肠道菌群 腹泻容
易引起菌群失衡和乳糖酶丢
失 ， 这时需补充适当的益生
菌， 每天 3～4 次。 喝奶的孩子
最好同时服用乳糖酶， 因为腹
泻会使小肠黏膜上的乳糖酶部
分丢失， 使得奶 （母乳、 配方
奶或者纯牛奶） 中的乳糖不能
被正常消化吸收， 继而引发乳
糖不耐受性腹泻。

3.�肠粘膜保护剂 腹泻易
导致肠道黏膜受损， 除了补充
益生菌和乳糖酶， 还可以给予
修复肠粘膜的营养素， 比如酵
母锌， 以及有收敛作用的蒙脱
石散 （如果喝了焦米汤可不吃
蒙脱石散）。

4.�饮食调整 如果食欲好、
有饥饿感、 腹泻呕吐不太严重

的， 饮食不需要做大的调整，
但肉类、 腌制、 油炸类食物要
少吃。 如果腹泻严重的， 应以
半流饮食为主 ， 如米粥 、 烂
面 ， 配点新鲜蔬菜 、 豆制品
更好 ， 水果要加热吃 ， 比如
蒸苹果泥 ， 待腹泻好转后 ，
再慢慢加入固体食物 ， 如馒
头、 包子等。

【特别提醒】 诺如病毒感
染切忌滥用抗生素， 否则会杀
死肠道内的有益菌， 加重菌群
紊乱从而加重腹泻。

防范于末然
诺如病毒虽可通过多种途

径感染 ， 但最主要还是经口
入， 因此， 预防诺如病毒感染
主要是把好 “入口关”。

1.�洗手 养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 做到饭前便后双手， 最
好用洗手液或肥皂洗。

2.�不吃生食、 不喝生水
诺如病毒怕高温， 即使感染了
诺如病毒的食物和水， 只要经
过高温就能将其杀死。 因此，
不要吃未煮熟的食物， 尤其是
牡蛎等贝类海产品， 不要吃凉
拌食物， 更不要喝生水。

3.�远离被感染人群 诺如
病毒传染性非常强， 若身边有人
感染诺如病毒， 应尽量将患者
隔离， 让自己和孩子远离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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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长怀疑孩子有斜视 ， 可以采取
“一看二遮三捏” 进行简单的测试。

“一看” 是指用眼睛看角膜映光点。 首先
准备一把小手电筒， 亮度不宜太强， 不刺眼
就行， 在光线较暗的地方与孩子面对面直立
坐着 （不能歪头）， 让光水平照在孩子两眼正
中央的鼻梁处， 并嘱咐孩子自然向前方看灯。
此时， 孩子双眼黑眼珠中央会出现一个反光
点， 如果光点同时落在孩子的瞳孔区中央，
说明孩子没有斜视； 相反， 如果一个光点落
在瞳孔中央， 另一个却没有， 说明孩子斜视。

“二遮” 是指眼科常用的交替遮盖试验。
准备工作及方法同前， 当孩子自然向前方看
灯时， 用手或遮盖板交替遮盖孩子的左、 右
眼 （遮盖保持匀速、 遮盖约 1~2 秒钟）， 在移
动遮盖板时， 注意观察原被遮眼的移动方向。
如果双眼一直一动不动地看着小灯， 说明没
有斜视； 如果在移动遮盖板时， 眼睛也会发
生移动， 说明有斜视， 应尽快带孩子去医院
做进一步检查， 以确定斜视的类型。

“三捏” 是指一些伴有内呲赘皮的小孩
子， 外观看上去像 “对眼”， 把赘皮提捏起来
“对眼” 就消失了。 这类小孩子初看上去鼻梁
低塌， 内眦部皮肤盖住了眼球内侧的巩膜，
甚至少部分角膜， 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内斜，
也是假性斜视中最多见的一种类型。 这时候
可以把宝宝鼻根部皮肤捏起， 鼻侧巩膜暴露
多些， “内斜视” 便消失了。 宝妈们也不需
担心这种 “对眼” 不好看， 多数宝宝随着颜
面部的发育， 鼻梁的隆起， 内眦赘皮的消退，
“对眼” 也会逐渐消除， 不需要特殊治疗。

湖南省儿童医院眼科 汤文权

“三招”辨别真假斜视

预防诺如病毒 把好“入口关”
������近日， 全国多地的幼儿园和小
学因诺如病毒爆发而停课。 什么是
诺如病毒？ 一旦感染了该怎么办呢?

������经常有些家长拿到医生开
出的 “乳糖耐受检查” 而一脸
茫然， 不知道该如何做。 不用
着急， 现在就给大家讲讲该项
检查的留样方法及意义。

乳糖存在于哺乳动物的乳
汁和各种普通配方奶粉中， 如
果孩子体内缺乏乳糖酶， 不能
消化乳糖， 就会引起非感染性
腹泻 。 因此 ， 针对腹泻的患
儿， 医生通常会开此检查以判
断是否为乳糖不耐受所致。

那么， 该项检查该怎么做

呢？ 首先是留取尿液样本， 具
体方法是收集婴幼儿饮奶后 1
小时的第一次尿液， 尿量为 2
毫升， 留尿后尽快送检， 不可
超过两个小时 。 需要注意的
是， 奶中要含乳糖， 母乳、 羊
奶、 普通配方奶粉都可以， 而
氨基酸奶粉或者早产儿奶粉不
可取； 其次， 留尿期间不可喂
辅食； 第三， 若平时添加了乳
糖酶的， 也要提前停用。

该项检查的结果一般有两
种情况， 即乳糖耐受和乳糖不

耐受。 正常应提示为 “乳糖耐
受”， 表示小孩可正常消化乳
糖， 不会因乳糖不耐而引起腹
泻等不适； 若提示为 “乳糖不
耐受”， 则表示孩子体内缺乏
乳糖酶， 不能正常消化乳糖，
这种情况下， 若孩子服用了含
乳糖的母乳或乳制品， 则容易
引起不同程度的腹泻， 这时，
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建议患儿
服用氨基酸奶粉或者添加乳糖
酶， 家长遵医嘱执行即可。
湖南省儿童医院检验中心 董彩霞

“乳糖耐受检查”该怎么做？

������天气逐渐变冷， 抵抗力低下的孩子很容易
感冒， 出现发热、 咳嗽、 咳痰、 流涕等症状，
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仍没有明显好转， 甚至
加重了， 很可能是引发了肺炎， 家长应该引起
重视了。

小儿肺炎大多伴有发热， 这种发热通常是
反反复复、 不易降下来的， 持续的时间也比较
长。 由于肺泡内充满了液体或分泌物， 患儿大
多会有剧烈咳嗽、 咳痰， 甚至咳得喘不过气
来。 在安静状态下， 当耳朵贴近宝宝背部的两
侧胸壁时， 还可以听到 “咕噜咕噜” 的声音。

是不是孩子没有咳嗽、 发热等症状， 就不
用担心孩子患肺炎了呢？ 也不是。 因为年龄越
小的宝宝， 他们的肺炎表现可能越不明显， 有
一些新生小宝宝， 他们得了肺炎时， 并不一定
会表现出发热、 频繁咳嗽等， 而是表现为精神
状态差、 鼻塞、 呛奶、 嘴巴里吐泡泡、 口周发
青、 呼吸加快， 甚至呻吟等。 所以， 即便宝宝
没有发烧及剧烈咳嗽， 一旦宝宝出现异于平常
的症状， 家长也要提高警惕。

一旦宝宝患上肺炎， 家长在生活上要注意
护理。 患病期间， 宝宝的胃口会变差， 以母乳
喂养或混合喂养的孩子可继续保持原来的喂
养方式， 年长一些的幼儿应以清淡、 易消化
的流质或半流质饮食为主， 如面条、 清汤等。
其次要多喝水， 以促使黏稠的痰液得到稀释
而容易被咳出体外； 如果夜间睡觉时宝宝咳
嗽厉害， 可以将其头部稍稍垫高， 并左右侧
轮换着睡， 以利于呼吸道分泌物的排出及缓
解咳嗽症状； 如果孩子发烧， 要注意做好降
温， 并多留意孩子的精神状态， 一旦出现异
常， 应及时向医生求助。

湖南省儿童医院感染科 丁敏

小儿肺炎重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