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女士的宝宝出生时 3.5 千克， 在
医院住了 3 天准备回家时， 再一称体
重只有 3.3 千克。 张女士很纳闷， 每天
都按时喂奶， 宝宝的体重怎么不升反
降呢？ 护士告诉张女士， 有些宝宝在
出生后几天内体重会略有下降， 这是
正常现象， 并非是喂养不当或疾病引
起， 医学上称为生理性体重下降。

新生儿生理性体重下降一般出现
在宝宝出生后 2~4 天， 由于摄入量少、
不显性失水及排出胎粪、 尿液等原因，
宝宝的平均体重可下降 6%~9%， 但一
般 不 会 超 过 10% （ 早 产 儿 不 超 过
15%）。 出生 7~10 天后， 随着宝宝对外
界的适应， 奶量逐渐增加， 体重会慢
慢增加， 不需要特殊处理。 期间， 宝
妈可适当增加哺乳次数， 同时保证充
足睡眠、 营养均衡、 良好情绪， 也可
以学习新生儿抚触， 以促进宝宝的生
长发育。 如果宝宝体重下降超过 10%
（早产儿超过 15%） 或出生 10 天后还
没有恢复到出生时体重， 就要注意查
找是否是其他病理原因引起。

西安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常梦莹

■女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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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一
不能吹空调、风扇
虽然女性在产后很虚弱 ，

但并非完全不能吹风 。 休息
时， 室温应控制在 20℃~26℃，
以妈妈感觉舒适为主。 冬季注
意保暖 ， 但要定时开窗通风 ，
保证室内空气新鲜； 夏季可以
开空调、 风扇， 只要不对着风
口即可。

误区二
不能洗澡、洗头

这种说法的流传主要是因
为以前卫生条件落后， 以致容
易引起产妇产褥期感染， 而如
今条件变好了， 发生这种情况
的几率很小。 生产后， 宝妈汗
腺分泌旺盛， 有褥汗现象， 更
需要经常洗澡来保持清洁， 具

体次数可以依据季节和个人习
惯而定。 不过产后洗澡应尽量
采取淋浴方式， 防止逆行感染。

误区三
尽量少活动，不能出门

其实不然， 产后尽早活动
更利于体力和体型的恢复。 一
方面， 适当活动可以促进恶露
排出和子宫恢复 ， 另一方面 ，
多活动还能减少血栓风险。 顺
产且没有明显伤口的， 一般产
后即可以尝试下床活动， 剖宫
产者可以适当推迟下床时间 ，
产后 2~3 天还可以适当做些产
后体操来促进身体恢复。

误区四
不能吃蔬菜、水果

月子 、 哺乳期间 ， 产后妈

妈的饮食宜清淡 ， 少量多餐 ，
荤素搭配， 以高热量、 高蛋白、
高维生素的食物为主， 如鸡鸭
鱼肉、 牛奶、 豆制品、 蔬菜水
果， 并非不能吃蔬菜、 水果。

误区五
不能用电子产品

很多孕妇和新妈妈都害怕
使用电子产品， 怕电子产品的
辐射伤身， 实际上 ， 有研究发
现 ， 就算 24 小时连续面对电
脑 、 平板一年 ， 辐射总和也
不 会 对 身 体 造 成 任 何 损 伤 。
虽然辐射的伤害可以忽略不
计 ， 但还是应该控制使用电
子设备的时间 ， 尽量多休息 ，
毕竟很伤眼。

长沙市第一医院产科
主任医师 杨静

������门诊常有家长带着几个月大的宝宝
就诊： “宝宝并没有哭闹， 但为什么总
是泪汪汪的， 好像有流不完的眼泪？”
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原因是宝宝患有先天
性鼻泪管阻塞， 约有 6%的新生儿会患
这种疾病， 临床主要表现为溢泪。

泪液是由眼眶外上方的泪腺分泌产
生的， 泪腺每时每刻都在分泌泪液， 分
泌的泪液经过泪小管排入鼻腔。 泪小管
的开口位于眼内眦部， 泪液由这里进入
泪小管和泪总管， 再由泪总管进入泪
囊， 泪囊是泪液的临时贮存池。 当泪液
储存到一定程度时， 再经鼻泪管排入鼻
腔 （如图所示）。

先天性鼻泪管阻塞是由于鼻泪管先
天发育异常所致， 通常是鼻泪管下口的
Hasner 瓣开放障碍。 泪液排出的正常
渠道被阻断， 除了表现为一天到晚泪
汪汪以外， 还容易引起泪囊感染， 表现
为脓性液体流出， 当挤压泪囊时， 会有
大量脓性泪液返流。

先天性鼻泪管阻塞的患儿， 早期可
予以泪囊按摩缓解： 先找到泪囊的位置
（内眼角下方， 靠近鼻梁处）， 用拇指或
食指上下推动按摩， 尽量使泪道内部脓
性分泌物排出， 每次按压 10~20 次， 每
天 2~3 次。 新生儿通过这种方法， 一
般 1~2 个月可逐步好转。 如果保守治
疗半年以上， 症状仍然不见好转， 可考
虑手术治疗， 如泪道探通术或泪道探通
置管术。

天津市儿童医院 江文黎

������急性白血病是造血系统的
恶性疾病 ， 发病率居儿童恶性
肿瘤首位 。 由于白血病细胞在
骨髓内异常增生和聚集并抑制
正常造血 ， 导致红细胞 、 中性
粒细胞和血小板减少 ， 临床可
表现为贫血 、 发热 、 皮肤黏膜
出血 （如鼻出血） 等。

白血病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可能与辐射、 烷化剂及苯制剂暴
露有关。 儿童急性白血病预后良
好， 治愈率可达 80%以上， 其中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治愈率
已达 90%以上 。 因此 ， 一旦确
诊， 应尽早前往具有诊治儿童血
液肿瘤疾病能力的儿童医院或三
级甲等医的儿科血液肿瘤中心积
极接受治疗。

●健康生活方式
□ 生活规律， 保证充足的睡

眠， 避免劳累。 血小板低下时，
避免剧烈活动及磕碰。

□ 居住环境每日通风消毒，
避免去人群密集场所， 防止交叉
感染 。 白细胞低下或强化疗期

间， 外出时佩戴口罩。
□ 保持手清洁卫生， 饭前便

后洗手。
□ 注意口腔卫生， 三餐前后

用生理盐水漱口。 当血小板低于
30×109/L 时， 不用牙刷刷牙， 改
用生理盐水或医用漱口水含漱 1
分钟以上。

□ 便后用温水清洗肛周， 女
童还需注意清洁外阴， 预防会阴
及肛周黏膜感染。

□ 饮食营养卫生， 避免油腻
及辛辣食物 ， 注意膳食纤维摄
入。 餐具每日消毒， 避免外出就
餐。 化疗后出现中性粒细胞缺乏
的患儿， 食物需经过高温蒸煮。

□ 避免受到烟草危害。
□ 密切关注患儿的情绪变化

和心理状况， 帮助患儿建立自信
和战胜疾病的信心。 如果患儿出
现烦躁不安、 恐惧及抑郁等表现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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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遵医嘱规律治疗， 不可随

意中断。
□ 化疗期间注意观察化疗反

应及副作用情况 ， 出现病情变
化， 及时就诊。

□ 定期随诊 ， 停药一年内
每 3~6 个月复诊一次 ， 进行全
面评估； 停药第二年后每 3~6 个
月复查血常规， 每年进行正常儿
童体格检查， 出现复发症状随时
复诊。

□ 关注远期生活质量， 定期
对认知、 心理、 内分泌及生殖等
发育情况进行检查评估。

●急症处理
如出现下列情况， 应尽快到

有条件的医院进行救治： 1） 化
疗后出现白细胞明显减少等重
度骨髓抑制， 并伴发热； 2） 出
现精神状态差 、 胸闷 、 呼吸困
难 、 明显腹痛 、 肢体麻痹 、 肢
体活动异常、 少尿等； 3） 出现
明显出血倾向， 如严重鼻出血、
皮肤瘀点瘀斑 、 牙龈出血 、 便
血、 血尿等。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科学“坐月子”
莫入五大误区

宝宝为何总是
“泪汪汪”？

�������中国传统习俗认为， 女性在产后一
个月内是身体康复的关键时期， 如果不
好好调养， 就会落下病根， 人们把这段
时间称为“坐月子”。 关于如何才能坐好
月子， 民间有很多讲究， 如不能洗头、
不能吹风、 不能出门等， 其实， 这里有
不少都是误区， 新妈妈们不要照搬。

儿童急性白血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