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妇幼保健2021年9月30日 星期四 编辑：许建 邮箱：57042518@qq.com� �版式：洪学智

■
优
生
优
育

������7 岁的凡凡一周前因受凉后出现发
热、 头痛、 呕吐等症状， 妈妈以为是感
冒了， 给他喂了感冒药， 但凡凡的症状
并没有好转， 反而精神越来越差了， 妈
妈赶紧带他来到医院， 经过一系列检查
后确诊为病毒性脑炎。

病毒性脑炎是指病毒直接入侵脑实
质引起的脑部炎症， 是儿科的高发病，
病毒通常是经呼吸道、 肠道等途径侵
入， 主要表现为发热、 头痛、 呕吐、 腹
泻等症状， 严重者可能出现神志改变或
反复抽搐。

由于病毒性脑炎初期症状与感冒相
似， 因此早期识别、 尽早就医很关键。
家长如果发现孩子有下列四大症状就
应该引起警惕： 1） 持续高热或体温退
而复升 3 天以上； 2） 反复头痛不能缓
解； 3） 精神萎靡， 尤其是热退后精神
反应仍差； 4） 出现肢体抖动、 走路不
稳、 惊厥等表现。

预防病毒性脑炎， 家长们要做好以
下几项工作： 1） 注意均衡饮食， 增强营
养， 多给孩子补充牛奶、 鸡蛋、 鱼、 肉等
高蛋白食物， 同时搭配瓜果蔬菜等高维生
素食物； 2） 保持个人卫生， 养成勤洗手
的好习惯； 3） 关注天气变化， 适当增减
衣物， 室内多开窗通风。 外出时佩戴口
罩， 尽量少带孩子到人员聚集的地方。

湖南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
主管护师 谭玲芳

������王女士产后 3 个月， 一直母乳喂
养， 月经也没有来。 这几天， 王女士感
觉有点恶心呕吐， 泌乳量也明显减少，
于是来到医院检查。 医生仔细询问后考
虑怀孕可能， 随后经超声证实王女士已
经怀孕 40 天。 王女士这下傻眼了， 一
直问医生： “我产后还没来月经， 怎么
会怀孕呢？”

大部分女性在产后 3~6 个月会恢复
月经， 但具体时间因人而异。 一般而言，
哺乳产妇较非哺乳产妇长， 有的非哺乳
产妇在产后 4 周左右就恢复月经。 由于
月经复潮和排卵并非同步， 大多数排卵
恢复发生在产后第一次月经前， 因此月
经不能作为是否排卵的依据， 也就是
说， 即使月经未恢复， 也有可能受孕。

每一次妊娠对于女性的身体来说都
是一次考验， 而生育间隔过短更会增加
母体与胎儿的不良结局。 研究发现， 生
育间隔 6 个月内， 低出生体重儿、 早产
儿、 自然流产、 死产等发生风险增加
30%~90%， 产妇死亡、 产前出血、 胎膜
早破和贫血的风险显著增高， 而剖宫产
产妇还有瘢痕妊娠、 瘢痕破裂等风险。

因此，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女性至少
间隔两年再考虑二次妊娠， 以减少母
亲、 胎儿和新生儿的不良结局。 产后只
要恢复性生活， 就必须采用合适的避孕
措施， 不能抱有月经未恢复就不会怀孕
的侥幸心理。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
主任医师 葛环

������儿童声带小结常见的原因是
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加上用声不
当所致。 如果病程比较缓慢， 且
没有影响呼吸时， 可以观察随诊。
如果声音嘶哑的同时还伴有以下
几种情况， 就得尽快去医院了：
1） 症状进展快； 2） 出现喉鸣音；
3） 出现急性或渐进性呼吸困难；
4） 出现发热及全身症状； 5） 声
音嘶哑超过 2 周； 6） 声音嘶哑
慢性加重； 7） 影响生活和休息。

为了保护孩子声带， 家长应

做好以下几件事： 1） 从小就要
注意保护宝宝的嗓子， 不要让婴
幼儿长时间大声哭喊， 大一些的
孩子要尽量避免大声喊叫， 或者
边跑边喊； 2） 教孩子唱歌时不
要音调过高， 音域不宜过宽， 不
要教唱成人歌曲 ， 注意发音方
式； 3） 孩子患有呼吸道感染时，
应让其尽量少说话， 也可用肢体
语言表达自己的需求； 4） 保证
正常饮水量的同时， 应该少量多
次饮水， 保持咽喉部的湿润； 5）

不要用嘴呼吸 ， 如经常张口呼
吸， 咽喉部过于干燥， 容易引起
咽喉部慢性炎症； 6） 避免频繁
清嗓子的不良习惯， 清嗓子的剧
烈气流会震动声带， 容易造成声
带损伤 ； 7） 注意休息和饮食 ，
增强抵抗力， 避免反复上呼吸道
感染 ； 8） 避免食用含咖啡因 、
过甜或刺激性的饮料和食物， 减
少油炸类食物。

长春市儿童医院耳鼻喉科
副主任医师 李莉萍

������11.�脱皮 很多新生宝宝在
生后 1~4 周内皮肤会显得很干
燥， 并伴有白色薄皮脱落， 这
种现象在医学上称为生理性脱
屑， 这是因为新生儿皮肤的角
质层发育不完全， 且连接表皮
和真皮的基底膜并不发达所致。
这种脱皮现象全身都可能出现，
以四肢、 耳后较为明显， 无须
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或强行撕
下， 只要让其自然脱落即可。

12.�惊跳反应 新生儿在入
睡后， 手指或脚趾常常会轻轻地
颤动， 或双手向上张开， 又很快
收回， 有时还会伴随啼哭的 “惊
跳” 反应， 这是由于新生儿神经
系统发育不成熟所致。 此时， 妈
妈只需用手轻轻按住宝宝身体的
任何一个部位， 就可以使他安静
下来。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宝
宝出现了两眼凝视、 震颤， 或
不断眨眼， 或反复做咀嚼、 吸
吮动作， 呼吸不均匀、 皮肤青
紫 ， 面部肌肉抽动等症状时 ，
就不是惊跳了， 很可能存在神
经系统疾病， 需及时就医。

13.�掉发 大部分新生儿在
出生后 2~3 周内会发生明显的
脱发 ， 这是由于婴儿出生后 ，
大部分头发毛囊在数天内由成
长期迅速转为休止期所致， 一
般经过 9~12 周， 毛囊会重新长
出新发， 不必担心。 如果脱发
始终无缓解， 则要及时就医。

14.�头垢 新生儿头皮上常
会有厚厚一层油脂， 这是由于
新生儿皮脂腺分泌过盛所致 ，
需要及时擦洗， 以免混合尘土
和脱落的表皮组织而形成头垢。
传统思想认为， 头垢对婴儿的
囟门有保护作用而选择让其自
然脱落， 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
清除头垢时， 可先用洁净纱布
或毛巾蘸植物油轻轻擦拭， 使

头垢软化， 然后再用肥皂和温
开水轻柔地将头垢洗净。 注意：
千万不可硬剥除头垢， 以免损
伤头皮， 引起感染。

15.�打嗝 打嗝是新生儿及
婴儿期一种常见的症状， 这是
因为膈肌痉挛所致， 一般可持
续 5~10 分钟。 虽然打嗝没有什
么副作用， 但宝宝会很不舒服，
此时可以将宝宝抱起来， 轻轻
地拍其背， 喂点热水； 或者将
其抱起， 刺激其足底使其啼哭，
打嗝就会很快停止。

16.�肚子咕咕响 有些宝宝
肚子里经常会发出咕咕的响声，
这并不表示宝宝肚子饿了， 而
是肠鸣声， 这主要是由于宝宝
腹壁薄， 肠蠕动快造成的， 这
是一种正常现象， 新手爸妈们
并不用过分担心。

17.�枕秃 很多宝宝后脑勺
都有一圈没有头发， 医学上称为
“枕秃”。 大多数人认为这种现象
是缺钙导致的， 但实际上， 绝大
多数枕秃不是因为缺钙， 而是
因为宝宝长时间躺在床上， 后
脑勺和枕头接触的部位容易出
汗且经常摩擦导致的。 为避免
这种现象， 宝妈要勤帮宝宝洗
头， 保证头部的干净清爽， 另
外， 不要给宝宝穿盖过度， 保持
适当的室温， 减少头部出汗。

18.�睡着后还在使劲 有些
宝宝在睡着后， 身体一直绷得
紧紧的， 转来转去， 睡得很不
安稳。 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宝
宝快睡醒的时候， 其实是他在
伸懒腰， 这是新生宝宝特有的
一种运动方式， 是正常现象。

19.�溢奶 几乎所有的宝宝
都有溢奶现象， 这是因为刚出
生的宝宝胃容量非常小， 仅有
一颗葡萄那么大， 且呈扁平状，
同时食道与胃之间的贲门还没
发育成熟， 如果喂奶姿势不正
确， 极易导致宝宝溢奶。 为减
少溢奶， 吃完奶后可让宝宝趴
在大人肩上， 并轻轻拍其背部。

20.�马牙 大多数婴儿在出
生后 4~6 周时， 口腔上腭中线
两侧和齿龈边缘出现一些黄白
色的小点， 很像是长出来的牙
齿， 俗称 “马牙” 或 “板牙”。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马牙的本
质其实是上皮细胞堆积物， 没
有疼痛感， 也不会影响宝宝吃
奶或长牙齿， 不需要特殊处理，
通常会在数月内会消失。 家长
千万不要听信某些 “过来人 ”
的指点， 用尖锐的物体给宝宝
“挑马牙”， 以免损伤黏膜， 引
起感染。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中心

副主任医师 张梅

这 20 种“异常”不是病 ■妇科门诊

产后月经恢复前
需要避孕吗？

孩子声音嘶哑 7种情况快就医

宝妈别着急跑医院（下）

������5岁的阳阳半个月前不知什么原因声音突然变得嘶哑， 妈妈带他到医院耳鼻喉科就
诊。 听了阳阳妈妈的描述， 医生建议给阳阳做一次喉镜检查， 结果发现是声带小结引
起的， 医生建议阳阳先禁声， 再发声训练， 避免反复感冒， 定期复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