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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用药不当会影响胎儿
的生长发育， 这一点已引起人们
的高度重视， 但也不必谈药色变，
得了感染性疾病硬扛着不治， 同
样不利于孕妇及胎儿的健康。

研究证明， 青霉素类 （如青霉
素、 氨苄西林、 阿莫西林、 氧哌嗪
青霉素、 美洛西林等） 以及头孢菌
素类 （如头孢氨苄、 头孢唑啉、 头
孢拉定等） 抗生素对胎儿是安全
的， 可用于妊娠各期感染患者。 另
外，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如红霉
素、 罗红霉素等） 毒性也较小， 也
可用于孕妇。

要提醒的是， 以下几类抗生素
会严重影响胎儿发育， 孕妇应避免
使用。 首先， 氨基甙类抗生素 （如
庆大霉素、 卡那霉素、 丁胺卡那
霉素、 妥布霉素等） 对胎儿听力
及肾脏有损害； 四环素类抗生素
（如四环素、 土霉素、 强力霉素、
甲烯土霉素等） 可经胎盘进入胎
儿体内， 孕早期可致胎儿四肢发
育不良及畸形， 孕中期可致牙蕾
发育不良， 易造成龋齿， 孕后期
可引起肝、 肾损害； 氯霉素类抗
生素高浓度时可致新生儿周围循
环衰竭； 磺胺类 （磺胺甲基异恶
唑等） 可引起新生儿黄疸； 甲硝
唑类药物容易通过胎盘进入胎儿
体内， 妊娠头 3 个月不宜使用。

河南省淮阳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药师 常怡勇

������婴幼儿腹泻是一组由多病原、
多因素引起的以大便次数增多和
大便性状改变为主的儿科常见病。
国内近些年调查结果显示， 在婴
幼儿腹泻病的治疗中， 抗菌药物
的使用率高达 50%~90%， 事实上，
婴幼儿秋冬季腹泻的病原体多数
系病毒感染引起 （主要是轮状病
毒）， 并不需要使用抗生素。

中国腹泻病治疗方案中指出，
70%~80%的急性水样便腹泻多为
病毒或产毒素细菌引起， 可以不
用消炎药， 即抗菌药物， 只要做
好液体疗法， 选用微生态调节剂
（如丽珠肠乐或培菲康等） 和粘膜
保护剂 （如思密达等） 即可。 滥
用抗菌药物不仅会造成细菌耐药
菌株不断增多， 同时还可继发肠
道菌群失调、 霉菌性肠炎等并发
症 ， 使腹泻迁延或加重 。 另外 ，
约有 20%~30%由痢疾杆菌、 侵袭
性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等引起的
腹泻 ， 主张使用敏感抗菌药物 ，
通常使用一种即可， 不需要多种
抗菌素联用， 如用药 48 小时， 病
情仍未见好转， 可考虑更换另一
种抗菌药物。

湖南省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小衡

������先天性心脏病简称 “先心病”，
是由于胎儿时期心脏血管发育异常而
导致的先天性心脏畸形， 常见的有室
间隔缺损、 房间隔缺损、 动脉导管未
闭、 肺动脉狭窄、 法洛四联症等。 先
心病患儿可出现反复呼吸道感染、
喂养困难、 气促、 易出汗、 活动力
差、 生长发育迟缓等。 大多数先心
病患儿如果得到及时治疗， 不会对生
活产生太大影响， 而一旦错过最佳治
疗时间， 病情会变得复杂， 后续治疗
也更加困难， 甚至失去治疗机会。
●健康生活方式

□ 预防感冒， 避免去人群密
集场所， 防止交叉感染。

□ 生活规律， 保证患儿休息
和睡眠充足， 避免参加高强度、 剧
烈的运动。

□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饭
前便后洗手。

□ 饮食营养卫生， 避免油腻
及辛辣食物， 偏瘦的儿童要遵医嘱
喂养特殊的高热量食物。

□ 避免受到烟草危害。
□ 密切关注患儿的情绪变化

和心理状况， 帮助患儿建立战胜疾
病的信心， 如果患儿出现烦躁不
安、 恐惧及抑郁等情绪时， 家长应
及时给予安抚和情感支持， 必要时
寻求专业人员帮助。
●治疗与康复

□ 症状、 病变较轻的患儿有
自愈的可能 （一般在 2 岁以内自
愈）， 可暂不手术， 但应每半年至
一年随诊一次。

□ 对于一些症状明显， 如反复
呼吸道感染、 肺炎、 心功能不全，
或病变较重， 如完全性肺静脉异位
引流、 房室间隔缺损、 大的室间隔
缺损、 大的动脉导管未闭或复合畸

形的先心病患儿， 应及时手术。
□ 法洛四联症患儿一般应在

1 岁内予以手术治疗， 长期缺血缺
氧将影响其他器官的发育， 加重继
发畸形， 影响手术远期疗效。

□ 严重的紫绀先心病患儿
（如大动脉转位、 肺动脉闭锁等），
由于其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需在新
生儿期进行手术。

□ 术后要适当运动， 并接受
1~3 个月的强心利尿治疗， 促进心
脏康复。

□ 病情复杂、 需分期手术的
患儿， 要遵医嘱按时复查， 以确定
后续治疗的时间和方式。
●急症处理

如患儿出现喂养困难、 呼吸急
促、 口唇青紫或晕厥、 发绀加重等
缺氧表现时， 应立即就医。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先天性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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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脑垂体病变
脑垂体位于大脑下方， 虽然

体积很小， 但肩负着统率全身内
分泌器官的重任， 垂体器质性病
变或功能失调均可影响其激素分
泌， 进而导致卵巢功能异常， 引
起闭经。 引起垂体功能减退的常
见疾病有垂体瘤 、 空碟症 ； 另
外， 产后或其它原因引起的大量
失血也可能损伤垂体， 从而导致
垂体性闭经。

二 卵巢疾病
1.�卵巢早衰 一般来说， 女

性的平均自然绝经年龄为 50 岁
左右， 而卵巢早衰是指卵巢功能
提早衰竭导致 40 岁之前即绝经
的现象， 特点是原发或继发闭经
伴随血促性腺激素水平升高和雌
激素水平降低， 并伴有不同程度
的低雌激素症状， 如潮热多汗、
面部潮红、 性欲低下等。 卵巢早
衰引起的闭经与更年期症状类
似， 或表现为月经周期、 经期紊
乱， 或表现为规律的月经后突然
闭经。

2.�早发型卵巢功能不全 早
发型卵巢功能不全又称 ” 卵巢
功能低下 ”， 是指女性在 40 岁
之前出现卵巢的内分泌功能丧
失 ， 女性激素水平下降 ， 导致

无排卵 、 月经稀发 、 不孕等 ，
并伴有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升高
及雌激素的降低。

3.�多囊卵巢综合征 多囊卵
巢综合征是青春期及育龄女性常
见的一种复杂的内分泌及代谢
异常疾病 ， 以慢性无排卵和高
雄激素血症为特征 ， 临床主要
表现为不孕 、 多毛 、 痤疮 、 月
经周期不规律 ， 甚至闭经 ， 占
月经异常妇女 70%~80%， 占继
发性闭经的 30%。

三 �子宫内膜薄
子宫内膜受激素的影响而呈

现周期性改变， 月经周期前半期
子宫内膜在雌激素作用下逐渐增
厚， 后半期在雌孕激素共同作用
下维持一定厚度并转变为分泌期
内膜， 为受孕做好准备； 如未受
孕则雌孕激素撤退、 子宫内膜随
之脱落， 表现为月经来潮。

因此， 月经过期不来的人很
可能是子宫内膜太薄。 子宫内膜
薄常见的原因有雌激素水平低、
孕激素水平不足、 排卵障碍和缺
乏生长激素等； 也有局部的原因，
例如内膜损伤、 粘连等， 特别是
多次人工流产会导致子宫内膜变
薄。 另外， 结核性子宫内膜炎、
宫腔手术或子宫内膜炎导致宫腔

粘连等也会导致子宫性闭经。

四 �内分泌失调
人体在各种激素和神经系统

的共同调节下完成代谢和生理功
能。 正常情况下， 各种激素通过
反馈调节机制保持平衡， 如某种
原因打破了使这种平衡， 就会出
现内分泌失调， 从而出现各种症
状， 尤其是女性更为明显， 而月
经延迟就是其中之一。

1.�自身节律被破坏 激素的
分泌有着其自身的节律， 季节变
化、 昼夜更替、 睡眠、 饮食和应
激均属于影响激素节律的因素，
为了适应各种因素的变化， 激素
反馈调节系统也形成了相应的节
律。 如果这些因素突然改变， 原
本的节律就会被破坏， 导致内分
泌失调。

2.�药物影响 有些药物会影
响内分泌 ， 如避孕药 、 减肥药
等， 导致女性内分泌失调， 造成
月经迟迟不来。 如果体重在短期
内下降超过 10%就可能引起闭
经， 且恢复较难， 因此， 爱美女
性千万不要为了减肥而过度节
食， 标准体重对于维持女性正常
内分泌功能很重要。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主任医师 方芳

月经迟迟不来
不一定是怀孕

�������有正常性生活的女性如果月经推迟， 首先想到
的肯定是怀孕了， 但有时事实却并非如此。 女性的
月经是由下丘脑、 垂体和卵巢三者生殖激素之间的
相互作用来调节的， 同时受外界多种因素影响， 因
此， 月经迟迟不来未必是怀孕， 而可能是其他疾病
引起， 如子宫内膜结核、 子宫内膜炎、 卵巢早衰、
多囊卵巢、 卵巢功能性肿瘤、 黄体功能不全、 垂体
肿瘤、 垂体功能低下症、 严重贫血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