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乳腺癌是最常见和最严重的
乳房疾病， 发病率居女性恶性肿
瘤之首， 严重威胁女性的身心健
康。 目前治疗乳腺癌的主要方法
是手术， 术后护理非常关键， 对
疾病的恢复至关重要。

1.�治疗配合 术后坚持完成
放疗、 化疗等各项治疗。

2.�饮食配合 ① 饮食要配合
治疗： 术后应当努力进餐， 多食
高蛋白、 高热量、 低脂肪食物，
增强抵抗力， 促进伤口愈合。 如
果因放化疗出现恶心、 呕吐等不
适 ， 应坚持适量进食一些易消
化、 高营养的食物， 以保证身体
能按时接受和完成各种治疗计
划。 ② 饮食要有节制， 不过量：
过度营养、 肥胖对乳腺癌都有不
利影响。 因此， 应在保证营养需
要的前提下， 恪守饮食有节制、
不过量的原则。

3.�功能锻炼 为最大限度恢
复肩关节的活动范围， 减少和避
免术后残疾， 患者术后应尽早在
医务人员指导下进行患侧上肢功
能锻炼。 ①术后 24 小时内： 活
动手指和腕部 ， 可作伸指 、 握

拳 、 屈腕等运动 。 ②术后 1~3
天 ： 可开始做屈肘 、 伸臂等锻
炼。 ③术后 4~7 天， 鼓励患者用
患侧的手洗脸、 刷牙、 进食， 并
做以患侧手触摸对侧肩部及同侧
耳朵。 ④术后 1~2 周： 术后第 1
周可以开始做肩关节活动， 以肩
部为中心 ， 前后摆臂 ； 术后 10
天左右开始可以做抬高患侧上
肢、 手指爬墙、 以患侧手越过头
顶梳对侧头发和扪对侧耳朵锻
炼。 每日 3~4 次， 每次 20~30 分
钟为宜， 循序渐进， 不可操之过
急。 建议术后每日进行 30 分钟
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 如步行、
跑步等。

4.�性健康管理 健康、 适度
的性生活有利于身心康复 ， 但
需要注意避孕 ， 推荐物理屏障
避孕法 ， 避免使用激素类药物
避孕 。 为预防复发 ， 术后 5 年
内避免妊娠 。 接受乳房切除术
会影响患者的外观形象 ， 接受
化疗 、 内分泌等综合治疗会降
低患者的雌激素水平 ， 心理和
生理的双重影响对患者的性健
康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 如性生

活 、 夫妻关系 ， 甚至威胁家庭
完整性， 降低康复期生活质量。
因此 ， 当出现相应情况时积极
就诊 ， 建议患者与其伴侣共同
参与。

5.�心理社会支持 保持良好
的心态是战胜疾病的基础， 丈夫
应多体贴妻子， 给她最好的心理
支持， 增加战胜疾病的信心。 女
性应穿宽松肥大的衣服， 乳房全
切的女性可以佩带义乳， 或做隆
胸手术。

6.�自我检查 术后每月自查
1 次， 以便早期发现复发征象 。
检查时间以月经的第 7~10 天最
佳， 或月经结束后的 2~3 日， 已
绝经的女性选择每个月的固定 1
天检查。

7.�随访 患者术后两年内应
定期复查随访， 每 3~6 个月复查
1 次。 两年后， 每 6 个月复查 1
次， 坚持 3 年。 5 年后每年复查
1 次。 如果发现新发肿块、 骨痛、
胸痛、 持续性头痛、 呼吸困难或
腹部疼痛等症状， 应立即就诊。

长沙市宁乡市妇幼保健院
外科护理 陈利

14 医学科普2022年8月4日 星期四 编辑：许建 邮箱：57042518@qq.com� �版式：洪学智

������儿童营养性缺铁性贫血 ，
顾名思义是因为儿童体内缺少
铁元素， 进而无法合成足够的
血红蛋白而产生的贫血， 是儿
童时期的常见病， 多发生于 6
个月至 2 岁的婴幼儿。

该病的症状与贫血的程度
有关， 早期或轻症状态下无明
显症状， 常常很难发现， 一般
是在儿童常规体检时发现。 这
时如果没有及时进行干预， 症
状会逐渐加重， 表现为面色苍
白、 体力差、 易疲劳、 不爱动、
食欲减退、 精神萎靡、 注意力
不集中、 记忆力差等， 也可表
现为异食癖， 喜食泥土、 墙壁
灰。 对于年纪稍大的儿童来说，
则会出现头晕、 耳鸣、 眼花等
症状。 长期贫血会使人体免疫
力降低 ， 容易发生各种感染 ，
其中以呼吸道或消化道感染最
常见， 且病情易反复。 造成儿
童营养性缺铁性贫血的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个。

1.�胎内储铁不足 母亲在
怀孕时， 所进食的物质营养会
被胎儿所吸收， 但母体的不足
之处也会对胎儿造成影响。 如
果母亲在怀孕时缺铁或患有缺
铁性贫血， 则会使胎儿获得的
铁量减少， 出生后就容易发生
缺铁性贫血。

2.�饮食因素 由于生活条
件较差或饮食匮乏， 营养供给
不足， 婴幼儿常常会出现营养
性缺铁性贫血现象， 但随着社
会不断发展 ， 经济水平提高 ，
这一现象已经有所减少。 目前
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儿童进食阶
段的界定， 以及辅食添加的时
间与辅食的选择， 婴幼儿进食
习惯及时间段的形成也会有所
影响。 日常生活中， 家长们不
仅要注重营养供给， 更要注重
营养物质的均衡， 不能够一味
地让婴幼儿进食高脂肪、 高蛋
白的食物。

3.�生长发育因素 儿童生
长发育快 ， 对铁的需要量大 ，
如果没有及时提供富含铁的食
物， 则较其他年龄阶段更容易
发生缺铁性贫血， 尤其是早产
儿 、 低出生体重儿出生后要
“追赶生长”， 更要注意铁元素
的补充。

4.�疾病因素 许多感染性
疾病会伴随营养性缺铁性贫
血的出现， 故婴幼儿每一次生
病都要格外注意， 避免疾病并
发症的出现。 最常见的是慢性
腹泻引起的肠胃功能紊乱， 从
而导致其难以吸收食物中的
铁元素 ， 逐渐造成营养性缺
铁性贫血。

造成儿童营养性缺铁性贫
血的原因较多 ， 除遗传因素
及母体因素外 ， 其他疾病也
极易引起营养性缺铁性贫血 ，
家长们要多加注意 。 为预防
儿童出现营养性缺铁性贫血 ，
家长们应当积极学习育儿知
识， 增强自身的知识储备， 注
意孩子食物的均衡和营养， 纠
正挑食、 偏食等不良习惯， 以
避免孩子出现营养性缺铁性贫
血。 另外， 定期给孩子体检也
非常重要， 这样才能够在及时
发现， 从而做到早诊断、 早干
预 、 早治疗 。 儿童营养性缺
铁性贫血并非十分棘手的疾
病 ， 只 要 家 长 们 细 心 呵 护 ，
就能有效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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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天气炎热， 食物容易腐败变
质， 滋生大量细菌， 入侵肠道后会引
起腹痛、 腹泻等不适。 儿童胃肠道抵
抗力弱， 更容易发生细菌性肠炎等消
化系统疾病。

如果孩子突然出现腹痛 、 腹泻 、
大便有粘液及脓血， 反复发热等症状，
应该高度怀疑是否患上细菌性肠炎 ，
家长应按要求留取大便标本并及时送
医院化验， 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粪
便标本采集的要求有 ： 选取有粘液 、
脓血的新鲜粪便， 避免混有尿液、 消
毒剂和污水等， 用棉签或竹签挑取花
生米大小盛装在标本盒或一次性杯子，
尽量 1 小时内送检。 轻症一般服药可
治愈， 但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的体温、
精神状况、 尿量等。

细菌性肠炎的治疗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1） 补液： 补液的目的主要是
防止脱水， 轻中度脱水可选择口服补
液盐进行口服补液， 重度脱水需静脉
补液。 2） 低糖饮食： 婴幼儿可继续母
乳喂养， 配方奶喂养者伴有乳糖不耐
受时， 可选择低乳糖或无乳糖配方 ，
年龄较大的儿童， 在保证热量供应的
前提下没有特殊要求， 但不推荐含高
糖、 高脂和高粗纤维的食物。 3） 合理
使用抗菌药物。 4） 补锌： 补锌可改善
预后， 减少复发。 5） 黏膜保护剂： 如
蒙脱石散 ， 可减少腹泻的次数和量 ，
缩短病程。 6） 益生菌： 可酌情选用。

预防细菌性肠炎， 家长应做好以
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保持居家环境
的清洁和室内空气流通。 注意腹部保
暖， 避免受凉； 2） 加强宝宝的身体锻
炼， 增强抵抗力， 保持充足的睡眠和
均衡的营养； 3） 冰箱内放置的食物要
用干净的容器分别封装， 食用前彻底
加热； 注意饮食卫生， 避免进食剩菜、
剩饭； 4） 进食新鲜瓜果要用专门切水
果的砧板和刀具， 瓜果清洗干净后再
食用， 尽量当天吃完， 避免放置过长
时间 （包括冰箱冷藏 ）； 5） 勤洗手 ，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注意乳品的保
存和奶具、 便器、 玩具等的定期消毒；
6） 哺乳期的妈妈们应注意乳房的清
洁， 勤换内衣， 减少宝宝感染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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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防细菌性肠炎

乳腺癌患者术后护理，您做好了吗？

儿童营养性缺铁性贫血
原因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