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期间， 家里都会准备各种美
味、 零食， 在大饱口福的时候， 也容易
出现异物卡喉的现象， 尤其是孩子更
易发生。 遇到这种情况， 家长一定要
了解正确的急救措施。

坚硬物卡喉，不能吞饭团
像鱼刺、 鸡骨等锐利或坚硬的物品

卡喉时， 不要让孩子干咽饭团或馒头，
虽然这样偶尔会侥幸将鱼刺、 鸡骨顺着
食道滑下去， 但稍有不慎就可能把异物
推向食管壁的深部， 甚至刺穿食管壁或
大血管而引发危险。 最好的做法是， 用
汤匙或牙刷柄压住患儿舌头的前部， 用
手电筒仔细察看舌根部， 尽可能发现异
物， 再用镊子夹出。 如果手电筒下看不
到异物， 应送孩子就医。

发生异物卡喉时， 家长不能用手抠孩
子的咽喉部， 这样会导致异物越陷越深。
正确的做法是将孩子面部朝下放在腿上，
拍孩子的背部， 异物有可能被拍出。

黏性食物卡喉，不可用水送
被汤圆、 糍粑等黏性食物卡喉， 很多

人选择不停地喝水， 希望能咽下去， 其实
这样做很危险。 因为这样不仅难将黏性
食物吞下， 相反水会堵住声门的空隙，
加重窒息， 且黏性食物可能遇水膨胀，
卡得更紧。 此时， 也不能拍孩子背部。

可将孩子扶直， 然后从身后抱住，
挤压其上腹部， 利用腹腔压使其排出
异物， 如果不能解决问题， 要立即将
孩子送到医院救治。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
胸心外科 吴奇勇

������自从怀孕后， 排便就成了很多孕
妈妈难以言说的忧伤， 其原因在于怀
孕后体内会分泌大量的孕激素导致肠
蠕动减慢； 加上不断增大的子宫压迫
胃肠道， 尤其是孕晚期， 胃肠道特别
是直肠受到的机械性压力越来越大 ，
常常会发生痔疮， 更易加重便秘。

春节期间， 家中准备的美食丰富，
很多孕妈妈进食大量高蛋白、 高脂肪
的食物而忽视了蔬菜 、 水果的摄入 ，
这样会不同程度地引起或加重便秘 ；
另外， 节日期间不用工作， 天气也相
对寒冷， 孕妈生活节奏变慢， 运动减
少， 使得蠕动本已减少的胃肠对食物
的消化能力减弱， 因此， 春节期间孕
妈更易受到便秘的困扰。 在此建议孕
妈， 通过以下四招来缓解：

1. 饮食上增加富含纤维素和维生
素的食物摄入， 如苹果、 萝卜、 芹菜
等各种新鲜蔬菜水果。

2. 养成每天定时排便的习惯， 不
管有没有便意 ， 都可以在每天早上 、
每次进餐后、 睡觉之前等时间段试着
排便。

3. 适当运动也可以缓解便秘。 长
时间卧床或久坐， 不但容易引起便秘，
还会增加患静脉血栓的风险。

4. 如果上述方法无效， 就需要就
医， 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药物治疗。

刘芬

������网传“经常捏孩子的鼻梁，
鼻梁就会变高变挺”， 不少家长
信以为真， 王女士就是其中一
个。 捏了一段时间后， 王女士感
觉宝宝的鼻梁似乎变高了。

其实， 王女士误认为宝宝鼻
梁被 “捏高” 了， 很可能只是一
种心理暗示。 通常， 我们会看到
几个月大的婴儿都是塌鼻梁， 这
是因为 1 岁至 1 岁半囟门闭合后，
宝宝的鼻骨才开始快速生长发育，
鼻梁才慢慢长高。 至于鼻梁能长
到多高， 跟遗传因素有很大的关

系， 也和宝宝成长发育速度、 早
期营养摄取、 是否遭受鼻外伤等
因素有关。 目前， 没有研究表明
捏鼻梁可以让鼻梁变高变挺。

不仅如此， 家长还要警惕捏
鼻梁可能给孩子造成伤害。 幼儿
的鼻腔比成人短， 没有鼻毛， 后
鼻道狭窄， 血管丰富。 家长在捏
鼻子时如果没掌握好力度， 就会
损伤其鼻腔和鼻黏膜， 造成鼻腔
血管充血， 宝宝很容易患呼吸系
统疾病。

另外， 人的耳、 鼻、 口腔都

是相通的。 跟成年人相比， 宝宝
的耳咽管短、 平、 宽， 如果在呼
吸道感染期间捏宝宝的鼻子， 容
易使鼻腔里的分泌物通过耳咽管
流进中耳， 引发中耳炎。

河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
副主任医师 王素芳

2020年1月16日 星期四 编辑：刘莉 邮箱：1712639576@qq.com� �版式：洪学智 09妇幼保健

玩乐勿久坐
以免“憋坏”宫颈

新年如果宅在家看电视、 上
网或者打牌娱乐， 女性一定要注
意不能久坐， 隔一段时间最好起
来走动一下。

由于长时间坐着， 女性的盆
腔易充血， 导致附件和宫颈血液
循环不畅通， 且长时间坐着会阴
部透气不好， 这两方面的原因容
易导致感染的发生， 从而患上宫
颈炎、 宫颈糜烂、 宫颈肥大、 宫
颈息肉等。 很多人不了解的是，
宫颈神经支配属于内脏神经系统，
对疼痛根本不敏感， 宫颈自身不
会感觉到疼痛， 因此等有了不适
后， 病情往往已经较重了。 所以
说， 女性保护好宫颈很重要。

其实 ， 越是私密处 ， 越需
要透气。 除了久坐会使阴部透
气不良之外， 卫生护垫用久了
也同样会使阴部透气不良而导
致宫颈感染。 女性朋友生理期
如在外旅行或走亲访友时 ， 不
要因为不方便而忽略了健康 ，
要及时更换卫生巾。

保护宫颈， 记得要改掉久坐
不动的习惯。 尤其是长期守在电
脑前的女性， 不妨在电脑里安装
一个小软件， 每到一小时就提醒
自己起来活动一下， 可缓解盆腔
充血对宫颈血液循环的影响， 同
时让宫颈透透气。 打麻将时， 隔
一个小时记得去趟卫生间， 同时
活动一下， 千万不要憋尿。

给女性朋友支招
健康美丽过新年

春节期间走亲访友， 大吃大喝、 通宵玩乐， 一不小心就会懈怠了健康， 加上
还有“每逢佳节胖三斤” 的担心， 有些女性朋友过年总觉得有点不舒心。 其实，
女性朋友掌握一些小技巧， 春节一样可以过得健康、 美丽。

还会导 致 损 伤
“捏鼻梁能变高”没科学依据

枸杞酒酿蛋
给你好脸色

春节假期， 正是女性养肤的
好机会。 少吃大鱼大肉， 试试这
款枸杞酒酿蛋， 让你新年更靓丽。

这款枸杞酒酿蛋用的是鹌鹑
蛋， 鹌鹑蛋富含蛋白质、 B 族维
生素和维生素 A、 E 等， 与酒酿
一起煮， 它会产生有利于女性皮
肤的酶类与活性物质 。 每天一
碗， 让皮肤细嫩有光泽。 枸杞则
是滋补肝肾的佳品， 也是美容药
膳中常用的原料之一， 维生素 A
含量丰富 。 这些食物加在一起
后， 更能促进营养成分的吸收，
食用后脸色更加滋润动人。

煲枸杞酒酿蛋时， 先将 200
克酒酿煮开， 然后依次加入 5 克
枸杞、 适量冰糖和 50 克搅拌均匀
的鹌鹑蛋液， 最后大火煮开即可。

鹌鹑蛋的滋补作用要强于鸡
蛋， 但也可使用鸡蛋。 记得把蛋
黄吃了， 其效用比蛋白更好， 特
别是其中的胆固醇对乳房发育也

十分有利。 产后新妈
妈若每天坚持食用 ，
不但能拥有优质的乳
汁， 皮肤也会变好。

湖南中医院大学
王小京

保持好身材
腿脚别闲着

春节期间天气还比较寒冷，
呆在家的时间较多 。 在陪伴亲
友、 参加娱乐活动时同样可以运
动， 来试试以下几个减肥瘦身的
动作。

双手互推 身体坐直， 双手合
十互推， 坚持 5 秒后放松， 每次
推 4下。 此动作可以锻炼胸大肌。

双腿抬高 坐在硬椅子上 ，
缩小腹， 双手扶住椅子， 抬起一
只脚， 腿与地板平行， 保持， 也
可上下活动腿， 直到腿发酸时再
放下， 换另一只脚做。 此动作可
锻炼腰臀核心肌群以及股四头肌。

贴墙站立 背贴墙， 后脚跟
离墙壁一拳远， 挺胸， 收下巴，
肩胛骨往后夹 ， 腹肌用力往墙
贴， 尽量使腰部与墙壁间没有空
隙。 此动作一是可以伸展躯干，
放松紧绷的肩膀， 二是可以训练
核心肌群 。 如果感觉做起来轻
松， 还可以收缩小
腹， 弯曲膝盖，
屁 股 往 下 坐 ，
缓慢沿墙壁 上
下摩擦 ， 可 锻
炼股四头肌。

孕妈春节易便秘
四招助缓解

异物卡喉
“吞饭团”解决不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