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宝宝可以使用安抚奶嘴
吗？ 频繁使用安抚奶嘴会不会使
牙齿变形？ 会不会戒不掉？ 很多
新手爸妈都会有这样的疑惑。 其
实， 正确使用安抚奶嘴对于新生
儿来说是必要的。 因为宝宝有时
候的哭闹不一定是饥饿， 或是大
小便等生理需求， 有可能是心理
需求，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安抚奶
嘴去满足宝宝的生理需求， 当然
安抚奶嘴的选择和使用时间上有
一定讲究。

首先， 新生儿还没学会吸吮
母乳的情况最好不要使用， 最好
在出生 3 天后再使用。 因为妈妈
的乳头较软， 而安抚奶嘴的质地
一般稍硬， 在宝宝还没学会吸吮
母乳的情况下， 会让宝宝把乳头
和奶嘴弄混淆， 可能导致宝宝不
愿意再去吸吮妈妈的乳头了。 其
次， 奶嘴的大小是否合适、 材料
是否安全无毒也是很重要的。 宝
妈们应选择一个与宝宝月份相当
的奶嘴， 过大或过小都不行， 奶
嘴的材质应安全无毒， 使用过程
中还要经常清洗消毒， 以防宝宝
吃入细菌引发疾病。

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李笑

������儿童由于对外界的好奇心 、
探索欲比较强， 经常会出现各种
意外， 其中最常见的、 比较严重
的损伤就是骨折。 如果孩子发生
骨折， 家长应该怎么处理呢？

怀疑孩子发生骨折， 家长首
先要做的是让受伤部位尽可能保
持不动， 以免引起二次损伤。 因
为四肢或脊柱发生骨折， 可能会
在骨折部位形成比较大的血肿 ，
甚至会形成一些比较锋利的断
端 ， 这时如果过度活动受伤部
位 ， 很容易导致损伤进一步加
重， 甚至损伤到周围一些重要的
血管和神经 。 正确的做法应该
是： 如果是四肢损伤， 可以利用
周围的木棍、 硬纸板、 杂志等比
较硬的东西对患肢进行初步捆绑
和固定 ， 捆绑时要注意松紧有
度， 过紧易导致肢体末端血液循
环不畅。 如果损伤部位是在头颈
部或脊柱 ， 应尽快找到一个如
门、 木板或者担架这样比较平稳
的硬物， 让孩子平躺在上面， 同
样不要做过多活动， 并尽快把孩
子送到附近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
检查和治疗。

需要提醒的是， 在这期间不
要为了安抚孩子而给他喂任何食
物或水， 因为对于一些需要尽快
手术的严重损伤， 进食会影响麻
醉时间， 延误治疗时机。

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谭晓谦

■妇科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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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急性脂肪肝是妊娠晚
期最常见的导致急性肝功能衰
竭的疾病 ， 虽然发病率低 ， 但
起病急骤、 病情进展快且凶险，
多发生于孕 35~36 周的初产妇。
目前 ， 该病的发病机制尚不明
确 ， 可能与胎儿 、 母体的脂肪
代谢异常有关 。 脂肪堆积在母
体循环内 ， 对肝脏产生毒性作
用 ， 引起肝细胞损伤 ， 出现恶
心 、 呕吐等消化道症状 ， 继而
迅速出现黄疸 、 低血糖 、 凝血
功能障碍、 肝肾功能急剧衰竭，
同时可并发腹腔积液、 肺水肿、
意识障碍 、 肝性脑病等多种脏
器功能不全， 如果处理不及时，
不仅危及孕妇生命 ， 还会导致
胎儿窘迫甚至死胎。

有些孕妇认为妊娠急性脂肪
肝与单纯肥胖引起的脂肪肝没有
太大区别， 因而延误了治疗， 造
成严重后果， 实际上， 前者比后
者要严重得多。 首先从转氨酶指
标上来看， 单纯脂肪肝的转氨酶

会保持正常或轻度升高， 但妊娠
急性脂肪肝会迅速升高， 这是肝
细胞损伤的表现； 两者在症状上
的轻重也不同， 单纯脂肪肝早期
仅表现为疲乏无力， 当病情加重
时， 可表现出一些消化道症状，
如食欲不振 、 厌食 、 恶心 、 呕
吐、 肝区疼痛等， 一般不会引起
其他脏器功能异常。

因此 ， 女性如果在怀孕 28
周后出现恶心、 呕吐、 厌食、 全
身乏力、 黄疸、 右上腹疼痛等症
状， 尤其是初产妇、 多胎妊娠、
男性胎儿， 且同时患有其他妊娠
期肝病或既往有妊娠急性脂肪肝
病史者 ， 一定要及时检查 。 一
旦确诊或高度怀疑本病 ， 无论
病情轻重， 均应尽快终止妊娠。
本病的 5 个核心诊断标准包括
“孕晚期发病 、 上消化道症状 、
肝功能异常 、 凝血功能异常 、
肾功能不全 ”。 如果及时治疗 ，
一般不会留下后遗症 ， 病情可
在 1~4 周内得到明显改善 ， 如

果患者出现暴发性肝功能衰竭
甚至是不可逆期 ， 即使应用人
工肝短暂地替代肝脏功能也无
法挽救患者生命。

由于本病的病因及发病机
制尚不明确 ， 故无法进行病因
治疗 ， 但孕妇可以通过调整孕
期饮食加以预防 。 首先要均衡
饮食 ， 饮食以清淡为主 ， 均衡
摄入各种营养物质 ， 多吃新鲜
蔬菜 、 水果 ， 以及一些富含纤
维素的食物， 减少肉类、 甜食、
高脂肪食物的摄入 。 其次要控
制体重 ， 对于肥胖和超重的孕
妇 ， 应注意控制和减轻体重 ，
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 可
通过缓和的运动来消耗多余的
能量 。 第三要注意休息 ， 每天
应保证充足 、 高质量的睡眠 ，
学会释放自身压力 ， 不要过度
劳累 ， 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 ，
以提高身体免疫力。

广东省清远市人民医院产科
主任医师 张金云

专家：并非早孕反应“卷土重来” 可能是妊娠急性脂肪肝

�������孕晚期总感觉恶心、
呕吐， 脸色还有点发黄.....
.这是早孕反应“卷土重
来” 吗？ 当然不是， 这有
可能是妊娠急性脂肪肝。
该病多见于妊娠晚期的初
产妇， 虽然发病率较低，
但起病急骤， 病情变化
快。 专家提醒， 一旦确诊
或高度怀疑该病， 均应尽
快终止妊娠， 否则将危及
母胎生命。

新生儿
可以使用安抚奶嘴吗？

������地中海贫血是一种常染色体隐
性遗传病， 又称为珠蛋白生成障碍
性贫血， 简称 “地贫”。 患儿因为
珠蛋白基因缺陷 ， 使得体内血红
蛋白中的珠蛋白链有一种或几种
合成减少或不能合成， 引起血红蛋
白成分发生改变而导致溶血性贫
血。 根据珠蛋白链的不同， 又可分
为 α 地贫和 β 地贫。

只携带地贫基因而不表现出任
何贫血症状， 称之为地贫基因携带
者， 大多数患者属于这种类型， 不
需要特殊治疗； 轻型地中海贫血患
儿也没有明显症状或仅表现为轻
度慢性贫血， 不影响生活， 也不需
要特殊治疗； 中重型地贫患儿呈慢

性进行性贫血， 如皮肤黏膜和甲床
苍白、 易疲乏， 伴黄疸、 肝脾大、
发育迟缓， 1 岁后会在外貌上出现
明显异常， 如眼距变宽、 前额突
出、 鼻梁塌陷、 头部变大等典型的
地中海贫血貌， 如不积极治疗， 患
儿通常活不到成年。

由于地中海贫血是基因缺失
或突变引起的 ， 目前尚无有效的
治疗药物， 骨髓移植是目前唯一
可能治愈中重型地贫的方法， 但
仅少部分能配型成功， 且治疗费
用昂贵。 除了骨髓移植， 唯一能
缓解病情的方法只有长期输血 ，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 因此 ，
地贫的预防非常重要。

积极开展婚前、 孕前以及产前
检查， 防止中重型地贫患儿出生，
是预防地贫最有效的措施。 同时，
新生儿出生后应及时进行地贫筛
查， 防止其发展为重型地贫； 确诊
为中重型地贫的患儿， 应早期规范
治疗， 避免并发症， 提高患儿生存
质量， 为以后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术提供基础条件。 此外， 重型地贫
患儿除接受规范治疗以外， 患儿还
需做好定期的随访和预防保健， 每
年进行 1~2 次健康体检、 生长发
育评估， 根据疾病的进展趋势及时
进行干预。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遗传优生科 何玲

■优生优育

预防地贫 重在婚前、孕前筛查

孕晚期恶心呕吐 脸色发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