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霰粒肿俗称 “挑针”， 是因睑
板腺排出管道阻塞和分泌物潴留而
形成的睑板腺慢性炎性肉芽肿，
儿童及青少年多发。 该病进展缓
慢， 可反复发生， 早期可通过保守
方法治疗， 对于肿块较大或保守治
疗效果不好的， 应尽早考虑手术。

保守治疗包括热敷、 滴眼药
水， 以及传统的中药、 穴位按摩
等， 如果保守治疗效果不明显或
肿块较大的， 可选择手术治疗。
这类手术多从内面进行， 不会影
响外观 ， 如果霰粒肿不及时治
疗， 待病灶从皮肤面破出， 切口
可能需要从皮肤面进行， 需要缝
针， 留下疤痕的机会明显增加，
严重者还会造成眼睑外翻。

由于霰粒肿 （尤其是多发霰

粒肿） 容易反复发作， 即使手术
亦不是一劳永逸的， 因此， 预防
反复发作是关键。 首先， 霰粒肿
患儿手术后 2 周要到眼科复诊，
多数患儿仍需局部使用抗炎药；
其次， 要坚持局部热敷， 每次 5~
8 分钟， 每日 2~3 次。 可用煮熟
的鸡蛋， 剥去外壳后在患儿眼睑
上轻轻旋转按摩， 注意温度不宜
太高， 以免烫伤； 第三， 要叮嘱
孩子注意用眼卫生， 改掉脏手揉
眼睛的坏习惯； 第四， 调理饮食
也很重要 ， 矫正患儿偏食的习
惯， 多喝水， 多吃蔬菜水果， 少
吃甜食， 不吃油腻油炸、 易上火
的食物， 根据身体状况适当补充
微量元素、 多种维生素等。

湖南省儿童医院眼科 杨娟

■女性话题

������新生儿黄疸也称为新生儿高胆
红素血症， 是因胆红素在体内积聚
引起的皮肤或其他器官黄染， 80%的
新生儿在出生后均可出现， 所以民
间有 “十个宝宝八个黄 ” 的俗语 。
很多人觉得新生儿黄疸是正常的 ，
无需治疗， 晒晒太阳就好了。 其实，
新生儿黄疸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
生理性黄疸无需特殊治疗， 但病理
性黄疸就要引起重视了。

当宝宝的黄疸呈现出以下特点时，
都属于病理性黄疸： 除了头面部发黄，
胸部甚至肚脐以下都有黄染； 生后 24
小时内即出现黄疸； 出生第一天经皮
测胆红素＞6mg/dL （毫克/分升）， 第二
天＞9mg/dL， 第三天＞12mg/dL； 足月儿
黄疸持续超过 2 周 ， 早产儿超过 4
周； 伴有发热、 吃奶欠佳、 大便颜
色变浅、 体重增长不佳等异常情况。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宝宝的黄
疸既不是生理性， 也不属于病理性，
而是与母乳有关， 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 第一种与是母乳喂养相关的黄
疸， 即母乳喂养的新生儿生后 1 周
内， 由于液体摄入不足、 排便延迟
等， 导致血清胆红素升高， 几乎 2/3
母乳喂养的新生儿可出现这种黄疸。
该类黄疸不需要停喂母乳， 相反应
该增加母乳喂养量和频率， 母乳不
足时可添加配方奶。 第二种是母乳
性黄疸， 是指母乳喂养的新生儿在
出生后 1~3 个月内仍有黄疸， 表现
为非溶血性高未结合胆红素血症 ，
这种黄疸不需要特殊治疗， 停喂母
乳 24~48 小时， 黄疸即可减轻， 如
果黄疸仍较明显， 建议尽早就医。

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谢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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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皮过长是指阴茎头完全被包
皮覆盖， 但能上翻露出尿道口及阴
茎头， 而包茎是指包皮口狭小或包
皮与阴茎头粘连， 使包皮不能上翻
露出尿道口和阴茎头。 这两者对患
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不易清洁， 各
种污垢堆积容易诱发龟头炎， 长期
得不到清洗甚至可诱发阴茎癌。 如
果包皮和龟头形成粘连， 还会造成
排尿困难。

既然有这么多危害， 包皮过长
或包茎的孩子是否都需要尽快手术
呢？ 当然不是。 几乎所有男宝宝出
生时都是包茎 ， 但随着年龄的增
长， 大部分孩子可恢复正常， 另外
一部分孩子如果存在以下三种情

况， 就可能需要手
术 ： （1） 男孩进
入青春期后， 包皮
口狭小， 上翻时仍
不能露出龟头和尿道口， 且勃起时
疼痛； （2） 因清洁不到位， 出现
反复发作的包皮龟头炎； （3） 孩
子在尿尿时， 小鸡鸡的前端会像气
球一样鼓起， 尿线很细， 虽能够尿
出来， 但是需要很用力。

目前， 临床上的 “包皮手术”
主要有 3 种方法———包皮环切手
术、 包皮套扎术、 包皮切割吻合器
环切术。 具体采用何种手术方式，
因人而异 ， 要根据具体手术适应
症， 选择最恰当的手术方式。

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手术， 不仅
可以有效防止感染， 也利于术后恢
复。 暑假正值夏天， 不仅新陈代谢
快， 还有以下优点： 夏季着装轻便，
便于伤口愈合； 其次， 暑假有足够的
康复周期， 利于伤口愈合， 又不影响
正常的学习， 还有利于保护隐私； 第
三， 平时学习任务重， 压力大， 时间
紧， 而暑假时间宽裕， 身心自在， 压
力小， 良好的心情也有利术后康复。

长沙市第一医院泌尿外科
主任医师 唐智旺

������卵巢早衰是指发生在 40 岁之
前、 有持续性继发闭经的高促性
腺激素性卵巢功能衰竭， 主要表
现为月经失调、 性欲减退、 不孕
或不同程度的围绝经期等。 社会
上有不少保健美容机构为此推出
卵巢保养项目， 那么， 卵巢到底
需不需要保养？ 又该如何保养呢？

卵巢早衰的发病率呈逐年上
升趋势， 病因多且复杂， 大致与
遗传、 免疫、 代谢、 病毒感染、
吸烟、 环境污染， 以及一些医源
性因素有关， 如放化疗和某些盆
腔手术 （子宫切除、 卵巢肿瘤剥
除术 、 输卵管结扎或切除手术
等）。 预防卵巢早衰还是很有必
要的。

卵巢位于人体骨盆之中， 正
常情况下是摸不到的， 很多美容
机构声称可以通过按摩手法延缓
卵巢早衰是不靠谱的， 至于各种
声称有保养卵巢作用的保健品，
往往是激素类药物， 不仅达不到
保养卵巢的目的， 还可能会增加
肝脏和肾脏的负担。 想要真正预
防卵巢早衰， 通过科学的生活方
式保养更靠谱。

（1） 不熬夜： 从内分泌角度
来说， 11 点后入睡不仅影响内分
泌和月经周期， 还会影响卵子质
量； （2） 不抽烟： 抽烟可以说是
有百害而无一利， 不仅会损害卵
巢功能， 使绝经期提前， 降低生
育能力， 还会增加流产及分娩畸
形儿的风险； （3） 合理饮食： 过
度节食减肥会导致内分泌紊乱，
影响卵巢功能， 但过度肥胖也会
破坏女性内分泌平衡， 引发各类
健康问题； （4） 适当运动： 运动
既可控制体重， 又有利健康， 当
然过犹不及， 中等强度的运动量
即可， 例如每天步行半小时 （差
不多 6000 步）； （5） 定期检查：
很多疾病都有年轻化的趋势， 故
坚持每年体检是很有必要的。

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妇产科主治医师 赵莉娟

专家：三种情况需要手术

������出生仅 21 天的浩浩近日因咳
嗽伴呕吐被紧急送往娄底市妇幼保
健院新生儿科， 入院时， 浩浩颜面
发绀， 双肺呼吸音粗， 可闻及湿啰
音， 腹部膨隆， 可见静脉淤胀， 腹
肌紧张， 诊断为“新生儿肺炎， 细
菌性腹膜炎”。 入院后经积极抗感
染、 胃肠减压、 静脉营养等对症
支持治疗 17天后痊愈出院。

新生儿因感染引起的细菌性
腹膜炎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
类。 原发性腹膜炎系病原菌经血
液循环或淋巴系统引流入腹腔引
起， 原发病灶常见于脐部 （脐炎、
脐周围脓肿）、 皮肤 （脓疱、 皮下
坏疽、 肛周脓肿） 或呼吸道感染

（肺炎）； 继发性腹膜炎较多见 ，
可继发于各种消化道疾病所致的
胃、 肠穿孔。 由于新生儿免疫功
能尚不完善， 感染灶容易扩散而
导致弥漫性腹膜炎， 若治疗不及
时常可并发感染性休克、 弥漫性
血管内凝血， 甚至多器官功能衰
竭， 病死率超过 40%。

新生儿细菌性腹膜炎一般起
病急骤、 变化迅速， 主要表现为
胆汁性呕吐、 拒奶、 腹胀、 呼吸
急促、 便秘、 全身发绀， 很快出
现精神萎靡、 嗜睡、 生理反射减
弱或消失、 肠麻痹， 进而引起全
腹胀气及频繁呕吐， 腹壁出现水
肿及静脉淤胀， 并可延及外阴和

阴囊。 重症腹膜炎可无腹痛及腹
膜刺激征， 发热亦不多见， 部分
患儿体温可低于正常， 很快陷入
严重感染性休克， 直至昏迷、 中
枢衰竭而死亡。

该症的治疗应以尽快控制感
染和积极纠正休克为主。 胃肠减
压可减轻腹胀， 有助于胃肠道功
能恢复； 维持机体水电解质及酸
碱平衡、 改善循环状况、 输血浆
或输血、 供给营养与液体及对症
处理均为重要措施。 如有胃肠穿
孔 、 肠扭转 、 肠梗阻等急腹症 ，
应及早进行外科手术治疗。

娄底市妇幼保健院
新生儿科 邹纪青

延缓卵巢早衰
生活方式保养更靠谱

新生儿腹胀 警惕腹膜炎

霰粒肿手术并非一劳永逸

要不要趁这个暑假
把孩子的包皮切了？

������每年暑假， 困惑很多家长的“孩子包皮” 问题又
来了： “我家孩子的包皮过长吗？” “这一刀， 孩子
到底该不该挨？” “夏天适合割包皮吗？” 要弄清楚这
些问题， 我们先看看包皮过长和包茎有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