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活泼好动， 又缺乏一定的安
全常识， 日常生活中易发生摔跤等意
外， 严重者还可导致骨折。 发生骨折
后， 家长一定要重视护理工作， 以加
快病情的恢复， 以下 7 个小常识， 家
长不可不知。

1. 多数儿童不能准确描述疼痛症
状， 尤其是不具备语言表达能力的婴
幼儿， 家长应该以哭闹为疼痛的信号，
当孩子哭闹严重时应立即就医。

2. 骨折早期可能会发热， 但一般不
会超过 38℃， 持续 2~3 天， 可适当多饮
水， 多休息， 无需抗生素等特殊治疗。

3. 骨折后应以清淡、 营养丰富的
食物为主， 可适当增加含钙量高的食
物， 多吃蔬菜、 水果、 鱼类。

4. 注意抬高患肢， 略高于心脏水
平， 避免肢体血液循环不畅。

5. 去除外固定后要避免外伤， 此时
骨折愈合尚未牢固， 易出现再次骨折。

6. 较严重的骨折有时会损伤神经，
导致手足活动受限， 因神经的恢复速
度较慢， 故骨折痊愈后还应注意患儿
手足功能的锻炼， 如超过 3~4 个月仍
无恢复则需进一步治疗。

7. 骨折固定时要经常进行关节周
围肌肉的伸缩活动， 以及其他关节的主
动活动； 固定解除后， 家长应督促患儿
进行主动性功能锻炼， 也可以用理疗、
按摩等方式加速关节功能的恢复。

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主管护师 张妮

儿童骨折后
医护 7个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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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未避孕 12 个月而未孕
者称为不孕， 反复妊娠 1 年以
上而未顺利产子者称为不育 。
目前在我国育龄夫妇中不孕不
育发生率高达 10%~15%， 并且
有逐年上涨的趋势。 在不孕不
育的原因中， 约有 30%是女方
问题， 这些女性往往就诊于妇
产科、 生殖科， 查找宫颈、 子
宫、 输卵管、 盆腔等等方面的
问题 ， 甚至求助于辅助生殖 ，
其实， 很多人不知道内分泌疾
病也会影响孕育。 那究竟哪些
疾病会导致不孕不育呢？

1.�孕期糖尿病 包括妊娠
糖尿病、 妊娠期显性糖尿病和
孕前糖尿病， 短期危害可造成
胎儿发育不良、 胎儿呼吸窘迫、
巨大儿， 母亲先兆子痫、 早产、
羊水过多、 产后出血、 难产等；
长期危害导致母亲代谢综合征、
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 子代发
生肥胖、 2 型糖尿病等。

2.�妊娠期甲亢 妊娠期甲
状腺功能状态与妊娠结局直接
相关， 妊娠期甲亢与流产、 妊
娠期高血压、 早产、 胎儿生长

受限、 甲亢危象、 妊娠妇女充
血性心力衰竭等有关。

3.�妊娠期甲减 妊娠期甲减
可损害后代的神经智力发育 ，
增加早产 、 流产 、 低体重儿 、
死胎和妊娠高血压等风险； 增
加不良妊娠结局， 具体包括流
产 、 围产儿死亡 、 先兆子痫 、
胎盘早剥等。

4.�妊娠高血压 妊娠期高血
压指妊娠期间隔至少 4 小时， 2
次收缩压≥140mmHg （毫米汞
柱 ） 和/或 舒 张 压 ≥90mmHg。
妊娠期高血压可增加孕妇子痫
前期、 孕产妇心力衰竭、 颅内

出血、 冠心病、 深静脉血栓等
的风险； 增加小于胎龄儿、 早
产儿、 胎儿围产期死亡的风险。

5.�多囊卵巢综合征 在育龄
妇女中患病率约 5%~10%， 常
见表现有月经异常、 不孕、 高
雄激素血症、 卵巢多囊样改变
等， 可伴有肥胖、 胰岛素抵抗、
血脂紊乱等。

6.�下丘脑、 垂体疾病 如席汉
综合征、 泌乳素瘤等也可以导致
月经失调、 闭经等， 引起不孕不
育， 需要到内分泌专科进行诊治。
长沙市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主任医师 皮银珍

������5 岁的小杰最近因天气突
变感冒了， 经过治疗后症状稍
有好转， 但近日又出现了腿痛
症状， 不愿下地走路， 走起路
来也一瘸一拐， 这可急坏了小
杰妈妈。 随后， 小杰在医院经
检查确诊为儿童暂时性髋关节
滑膜炎。

儿童暂时性髋关节滑膜炎
又称为一过性髋关节滑膜炎 ，
常见于 3~10 岁的儿童， 高峰为
3~6 岁， 男孩多见。 大多是突
然发病， 右侧多于左侧， 双侧
髋关节同时发病的占 5%， 可
能与病毒感染、 创伤、 细菌感
染及过敏反应等有关。 半数患
儿在起病前有上呼吸道感染 、
中耳炎等病史， 急性起病， 突
发髋部 、 膝部不同程度的疼
痛 ， 痛性跛行 ， 全身情况良
好， 体温正常或低热， 没有骨
骼改变。

确诊为暂时性髋关节滑膜
炎后， 患儿应卧床休息， 避免
负重或局部理疗， 直到髋关节
疼痛消失， 一般卧床 1~2 个星
期， 症状可消失， 症状消失后
可以逐渐恢复正常活动。 如果
出现患肢屈曲畸形， 可在医生
指导下加用下肢皮肤牵引， 可
少量服用抗生素， 大多一个星
期内可恢复正常。
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樊园园

■妇科门诊

感冒后
走路为何会一瘸一拐？

不孕不育 查查 内 分 泌

������宫颈癌前病变分为低级别
病变和高级别病变 （即癌前病
变 ）。 低级别病变可以通过冷
冻、 激光等物理治疗变为正常，
不用切除， 只有极少数向宫颈
癌发展； 高级别病变若不及时
治疗， 向宫颈癌发展的风险高，
需要进行局部手术治疗。

宫颈癌前病变的发生与高
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HPV） 的
持续感染有关， 一般无特殊临
床表现， 部分患者有同房后出
血症状。

及早发现， 及时治疗， 绝
大多数宫颈癌前病变可以治愈。
确诊后的定期随访和复查非常
关键， 可以及时发现宫颈癌前
病变复发， 及早干预， 预防发
展为宫颈癌。
●健康生活方式

□ 树立信心， 积极治疗。
□ 注意性生活健康， 使用

安全套， 避免多性伴等。
□ 多吃新鲜蔬菜、 水果 、

奶类、 豆制品， 适量吃鱼、 禽、

蛋、 瘦肉。
□ 不吸烟 （吸烟者戒烟），

避免接触二手烟， 不饮酒。
□ 避免过度劳累， 规律作

息， 保证睡眠充足， 在医生指
导下进行适量运动， 但以不引
起劳累和不适为宜。

□ 保持心情舒畅、 情绪稳
定， 减轻精神压力。
●治疗与康复

□ 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遵
医嘱服药。

□ 进行宫颈相关手术治疗
后， 应注意休息， 保持伤口清洁
卫生， 减少感染风险， 促进伤口
快速愈合。

□ 经治疗发现存在宫颈癌
时， 要听从医生意见， 继续治疗
宫颈癌。

□ 治疗后需遵医嘱长期 、
定期复查， 及时发现复发， 及早
干预， 避免向宫颈癌发展。 如出
现同房出血等症状须尽快到医院
检查。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宫颈癌前病变

������因校对疏忽， 本报 9 月 15
日 6 版刊发的 《吃对主食 控血
糖又控体重》 一文中， 15～49 岁
年龄组的糖尿病患病率有关数据

出现差错， 应为 “患病人数从
1990 年的 2050 万 ， 增加到了
2016 年的 3647 万”。 特此更正，
并向读者致歉。 本报编辑部

更正

������多多刚满 1岁， 在一次玩耍时不小
心把妈妈的发夹吞了下去， 在当地医住
院观察了两天， 发现发夹没有排出， 遂
转往了湖南省儿童医院。 入院后， 医生
通过 X光发现发夹停留在上消化道， 准
备行急诊胃镜将其取出， 操作过程中，
发夹又“溜” 到十二指肠降段， 医生立
即予以圈套器套取发夹尾端， 几分钟后
顺利将这根长约 5厘米的发夹取了出来。
医生告诉多多妈妈， 幸亏送医及时， 如
果发夹进入小肠， 就要行外科手术了，
还可能引起胃肠道穿孔、 出血等并发症。

临床上， 儿童误食异物的病例很
多， 如误食纽扣电池、 巴克球、 钉子、
棒棒糖棍子、 硬币、 头发等。 如果误
食硬币、 较小的扣子等小物件， 可以
先观察， 一般能自行排出； 如果误食
纽扣电池等异物应立即就医， 因为纽
扣电池具有强烈的腐蚀性， 会导致胃
肠道严重损伤， 甚至穿孔等； 如果误
食钉子这类尖锐危险的异物也应立即
就医， 避免胃肠穿孔、 大出血等。

为避免年幼的孩子误食各类异物，
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远离各种小物件 ，
家长在看管孩子过程中要做到放手不
放眼。 其次， 要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
习惯， 培养安全意识， 不要让孩子养
成随意吞服小物件的习惯。 如果孩子
不慎吞入异物， 家长首先应判断大致
是什么东西， 严禁自行催吐， 以免异
物误入气管引发窒息。

湖南省儿童医院 谭捷

避免儿童误食
远离小物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