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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
应对宝宝腹泻!必杀技"

!!!!!!

温暖潮湿的春季!也是

小儿腹泻病的高发期" 别把

宝宝腹泻不当回事 ! 据统

计!全世界每年死于腹泻病

的 儿 童 高 达
899

万
$/:99

万" 在我国!儿童腹泻是仅

次于呼吸道感染的第
0

位常

见病#多发病!尤其以
5

岁以

下的婴幼儿发病率最高" 医

学专业人士建议!宝宝腹泻

时要继续母乳喂养!不要禁

食!宝宝处于饥饿状态时可

能加重腹泻"

!!!!!!

春季里!宝宝一腹泻!妈妈们就

很自责! 想是不是自己对家庭的卫

生注意不够! 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

照顾不周"其实!引起宝宝腹泻的因

素很多#儿科专家介绍!婴幼儿消化

系统发育未完善! 各种消化酶的分

泌较少!活力较低!对食物的耐受力

差不能适应食物质$量的较大变化!

同时因生长发育快! 所需营养物质

相对较多!消化道负担较重!经常处

于紧张状态! 易于发生消化功能紊

乱#宝宝胃内酸度比成人低!抗菌能

力差! 血液中免疫球蛋白和胃肠道

;<=>

均较低!易患肠道感染# 冬春

季节以感染病毒多见! 易发生病毒

性肠炎# 感染细菌则主要为大肠杆

菌和痢疾杆菌# 另外!患中耳炎$上

呼吸道感染$肺炎$泌尿系感染$皮

肤感染等疾病以及急性传染病时!

由于发热及病原体的毒素作用使消

化道功能紊乱!可伴有腹泻#

当然喂养不当也是可以引起宝

宝腹泻的#由于喂养不定时$食量过

多或过少或食物成分不适宜! 如过

早喂食大量淀粉或脂肪类食物$突

然改变食物品种或断奶% 个别宝宝

对牛奶或某些食物成分过敏或不耐

受&如乳糖缺乏'!喂食后可发生腹

泻%气候突然变化!腹部受凉使肠蠕

动增加% 天气过热使消化液分泌减

少!而由于口渴吃奶过多!增加消化

道负担!均易诱发腹泻#

宝宝腹泻不一定祸起喂养不当

!!!!!!

专家提醒!病毒所致腹泻不要

滥用抗生素 # 滥用抗生素不但无

效! 反而会杀死肠道内的 (好)细

菌!引起菌群紊乱!加重腹泻#许华

教授提醒! 可以 恰当使用胃肠黏

膜保护剂及肠道菌群调节剂#如蒙

脱石散具有一定的保护胃肠黏膜

及粘附毒素作用!可用于多种腹泻

病%肠道益生菌制剂具有一定的调

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这些药物有个

弱点是害怕抗生素及高温!所以服

用时必须与抗生素间隔
0$6

小时!

不要用过热的水冲服#

此外 ! 中医药治疗儿童泄泻

历史悠久 !方法多样 !副作用小 !

疗效显著 !口服中药 $穴位注射 $

敷贴 $推拿 $腹部理疗等均有良好

效果#

肠道益生菌有助宝宝康复

!!!!!!

一看到宝宝腹泻! 很多家长就不敢给宝宝吃东

西!尽量少进食或干脆禁食!唯恐吃得多!拉得更多#

许华教授称!近年来有观点认为禁食有害无益!会加

重脱水和酸中毒!如让患儿处于饥饿状态!会引起肠

蠕动增加和肠壁消化液分泌过多而加重腹泻# 所以

对没有呕吐症状的患儿不必禁食! 可吃流质或半流

质饮食!如易于消化的粥$米糊$面糊等!宜少量多次

服用#

如果宝宝仍在母乳喂养! 那么宝宝腹泻时仍要

坚持喂母乳# 因为母乳含有婴儿所需要的多种消化

酶和抗体! 各种营养成分都非常适合孩子消化和吸

收!母乳喂养对婴儿腹泻的治疗和预防都有好处#

不可禁食 饥饿会加重腹泻

!!!!!!

专家提醒!腹泻宝宝护理预防脱水是头等大事#

宝宝脱水时常见的一些表现有*小便次数和量减少!

眼窝和前囟下陷! 口唇干燥! 皮肤因失去弹性而松

弛# 有时从孩子的外貌不一定能反映出真正脱水的

程度!而尿量的减少更能说明问题#

婴幼儿腹泻时不但易脱水!还损失电解质!所以

说!只给宝宝喝白开水是不够的!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服用(口服补液盐)# (口服补液盐)在药店都有售卖!

一般是已配好的干粉!使用时按说明书配

成液体即可# 在实在没有(口服补液盐)的

情况下!也可以在家中用米汤加点盐喂给

宝宝喝# 如喂水困难!或宝宝呕吐频繁!应

送孩子去医院静脉补液! 否则会发生危

险#

预防脱水是头等大事

!!!!!!

腹泻宝宝

要保护好小屁股

腹泻宝宝在护理上还要注意预防

(臀红)# 因腹泻时的大便呈酸性!对局部

皮肤刺激厉害! 如不注意! 臀部皮肤发

红!重则皮肤破裂# 这不仅给孩子带来痛

苦!而且还有可能发生局部感染化脓# 因

此!孩子每次大便后!要用温开水冲洗臀

部!用软毛巾轻轻洗擦!然后再擦点氧化

锌软膏# $陈辉%

提醒&

幼儿刷牙

!!!!!!

越来越多家长开始关注孩子的口

腔健康! 早早地就开始教育孩子刷牙#

但是!也有不少家长将注意力放在如何

让孩子愿意刷牙的问题上# 不知道你是

否意识到!孩子只有有效刷牙!才能达

到增强牙龈组织抗病能力!才能对预防

龋病及牙周病# 那么!什么是有效刷牙"

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刷牙
?

当宝宝长出乳牙后!父母就应该开

始用清洁的纱布蘸清水轻轻擦洗乳牙

的牙面!每天一次!当然也可以用成品

指套帮助清洗# 宝宝在
5

岁以前!爸爸

妈妈或其他长辈应该帮助孩子进行刷

牙# 而
5

岁以后孩子就可以开始自己刷

牙了!但此时家长不要放下警惕!仍要

对孩子进行训练$指导和监督!培养孩

子对刷牙兴趣也在这个时间进行# 在
1

岁读书前!孩子一定要掌握刷牙技巧进

行独立刷牙#

孩子用哪种方法刷牙好'

大多数孩子都是天天刷牙!而他们

的刷牙知识主要来自于父母!父母较全

面的掌握刷牙知识!对儿童正确刷牙方

法认识与行为非常重要# 孩子正确的刷

牙方法$ 刷牙习惯需要父母的正确引

导#

刷牙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选择刷

牙方法基本原则是要能有效清洁牙齿!

不损伤牙体及牙周组织# 对于较为年幼

孩子!翁志强推荐使用圆弧法!因为操

作比较容易! 而且容易学习理解和掌

握#

圆弧法刷牙要领是用连续圆弧动

作!让牙刷头转小圈%咬门牙先刷前牙

再刷后牙!先上牙再下牙!刷完一侧再

刷对侧%张开口!再刷牙里面!让各个牙

面都被刷到! 每个部位牙面要刷
8@/9

圈!每次刷牙要刷两到三分钟#

孩子到了六岁左右!可以改用改良

的
7$AA

法刷牙*竖刷法加水平颤动清洁

牙颈和牙龈沟内位置的菌斑!这个刷牙

方法有很好地清除菌斑的作用!适合年

龄稍大的儿童学习使用# 但是不建议孩

子使用拉锯式的横刷法#

孩子的洗漱用品如何选择'

市面上有许多儿童牙刷!儿童牙膏

等# 家长在选择的时候!应以选择适合

孩子口腔大小的牙刷!而且刷毛不能太

硬太粗!避免刷牙时损伤牙龈%刷毛束

与束之间距离不能太密!以便清除刷牙

后残留在刷毛间的食物残渣#

而牙膏则千万别为了怕麻烦!而让

孩子用成人牙膏# 推荐使用含氟牙膏!

但儿童要用低氟含量的儿童牙膏# 使用

牙膏时每次用量不需要很多!刷牙时最

好稍加压力将牙膏轻轻挤入牙刷毛的

间隙中#

孩子的牙刷最好
0

个月更换一把

新的!而且每次刷牙后要用清水多次冲

洗牙刷!并将刷毛上的水分甩干!置于

通风处# 对于较为年幼的孩子!家长最

好监督和帮助其完成这项工作#

孩子一定要坚持早晚刷牙吗'

对于孩子来说!早晚各刷牙一次是

十分必要的# 特别是睡前进行一次彻底

的刷牙非常重要# 因为入睡时口腔分泌

唾液会减少!进而影响利用唾液的口腔

自洁作用! 加上一个晚上时间较长!给

了细菌充足的繁殖时间! 而糖发酵$产

酸$腐蚀牙齿的时间也长!一旦腐蚀超

过牙齿自身修复能力就会形成龋洞# 儿

童刷牙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坚持早晚刷

牙的儿童口腔卫生状况远比只刷一次

牙好!且龋病$牙龈病的发生率也低#

$谢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