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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小儿
“秋泻”
多发期
如何应对医生来支招

会持续到 11 月中下旬，所以
近段时间，家长一定要做好
随着天气转冷，又到了儿 防范工作。
童感染性腹泻的高发期，而今
在腹泻之初，孩子会有一
年 的 小 儿 “ 秋 泻 ”（秋 季 腹 些和呼吸道感染类似的症状，
泻） 来得格外凶猛。自半个多 如发热，流鼻涕，呕吐等症
月前起，慈林医院的儿科日门 状，随即便会出现蛋花汤一样
诊量骤然上升，一下子从原来 的大便，每天的排便次数往往
的 100 余人，增加到目前 150 超过 10 次，严重的会出现脱
余人。
水、电解质紊乱等症状。秦主
“大多是因为小儿呕吐、 任介绍，小儿腹泻的潜伏期往
腹泻。”儿科主任秦淮介绍， 往从数小时至 3 天不等，主要
秋季的小儿腹泻以轮状病毒性 通过食用污染的水源、食品传
肠炎最为常见，多发于 2 岁至 播感染，容易在幼托所、学校
7 岁的小儿，主要经粪-口传 出现爆发。
播，也可通过气溶胶形式经呼
“如果学校里多名学生出
吸道感染而致病，发病高峰期 现腹泻或者自家孩子出现腹泻
■全媒体记者

冯梦苓

情况，建议家长让孩子在家休
养，避免出现在人流量大的公
共场所，引起交叉感染。”秦
主任提醒，预防小儿腹泻的最
佳方式就是远离传染源，并阻
断传染路径。
他建议家长要把好孩子
的卫生关，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饭前便后要洗手，不喝生
水，不乱吃不洁或过夜食物，
防止病从口入。家长也要注
意，要给孩子做好保暖工
作，在准备水果拼盘或者沙
拉之类的凉拌食物前要洗
手，给婴儿哺乳用的奶瓶、
勺子等在喂前喂后进行煮沸
消毒，前往公共场所时，记

得给孩子戴口罩，严防病从口
入。对于肠道功能不好，平时
食用生冷 食 物 容 易 腹 泻 或 者
反复患胃肠炎的孩子，可
以在每年七八月份接种轮
状 病 毒 疫 苗 ， 提 高 肠 道免疫
力。
此外，秦主任还提醒家
长，不要盲目的给患儿使用药
物，尤其是抗生素和强力止泻
药。据 了 解 ， 70% 的 急 性 水
样便腹泻多为病毒或产毒素
细菌引起，只要给予补液疗
法，并可酌情给予微生态调
节剂和黏膜保护剂治疗。而
抗生素的使用不仅对于轮状
病毒引起的腹泻并没有治疗

作用，还会破坏孩子正常的肠
道菌群，影响营养吸收，严重
的会使腹泻迁延不愈，甚至危
及生命。
另外，在发病初期，腹泻能
将体内的致病菌和病毒以及它们
所产生的毒素和进入胃肠道的有
害物质排出体外，减少对人体的
毒害作用。此时如果使用强效止
泻剂，无疑是将有害物质留于体
内。所以，秦主任建议，只有当
孩子大便次数过多，如一天 10
多次，或者是水样大便，完全没
有粪质，才需要服用止泻药。当
然如果情况严重，一定要及时送
医院就诊，按照医生的诊断和医
嘱进行治疗。

误把肾炎当感冒 水肿 3 日增重 16 斤
■全媒体记者

个多月前，小吴刚要下班回
家，天却下起了雨。没带雨具
发 热 、 嗓 子 疼 、 浑 身 乏 的小吴仗着自己年轻身体好冒
力，看到这三种症状，很多人 雨回家，没想到这个的举动险
会认为是感冒，实际上，不少 些要了她的命。
严重病症的早期都会出现这样
第二天，小吴出现咽痛、
的症状，如急性肾小球肾炎、 发烧的症状，她以为是感冒，
病毒性心肌炎、风湿热等等。 想当然认为多喝水，吃感冒药
如果误当感冒治疗，很有可能 就会好。可 3 天过去了，迟迟
会耽误病情，严重的甚至会危 不见好转，又出现疲劳乏力、
及生命，16 岁的少女小吴就 腰酸、全身浮肿等情况。这
中了招。
时，母亲赶来看望小吴，意识
小吴来自贵州，去年跟母 到不对劲，立即将人送进慈林
亲一起来慈溪打工，因为工作 医院。
地方不同，两人分居两地。半
最终，小吴被确诊为急性
冯梦苓

肾小球肾炎 （急性肾炎），需
要立即住院治疗。“患者被送
到医院时，全身水肿得厉害，
体重达到了 65 公斤，比病前
重了整整 8 公斤。”接诊的是
慈林医院肾内科的主治医生王
甲。当时小吴已经 24 小时没
排尿，大量的水分储留在体
内 ， CT 显 示 胸 腔 有 大 量 积
液，三分之一的右肺被挤压，
导致小吴胸闷气短，睡觉也无
法平躺，情况十分危急。
随后，王医生立即为小吴
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卧床
休息，抗凝预防栓塞，抗感

数仅仅表现为疲劳乏力，不少患
者常误认为是工作太累或受凉感
冒引起的身体不适，而忽视了对
身体的检查，等到症状明显时，
为时已晚。
“体检时最好检测尿常规和
肾功能，这是早期发现肾脏有无
病变最有效而简便的方法。”王
医生提醒市民，尤其是工作紧张
而又极易出现疲劳的人群，在出
现扁桃体发炎、发烧等感冒病症
后，还并发腰酸腰痛、血尿、尿
减少水肿、高血压、头晕等症
状，务必要引起重视，及时就
医，以免造成严重后果。

九旬老翁动手术

健康出院送锦旗

前不久，慈林医院骨科病房前，一位患者家属将一面“医德
高尚 医术精湛”的锦旗送到了骨科主任陈立军的手中。家属表
示，90 多岁的老父亲不慎摔倒，髋关节骨折，多亏了骨科医护
人员倾力相救，现在父亲康复出院，在此感谢骨科全体医护人
员。
■摄影 全媒体记者 冯梦苓 通讯员 孙柳帅

月子餐怎么吃才不胖
■全媒体记者 冯梦苓
通讯员 孙柳帅

健康知识
下乡
近日，慈林医院慢性病自
我管理小组来到观海卫镇卫南
村，为该村中老年村民普及
“传染病的预防”知识，提高
村民的传染病知晓率和自我保
健意识，使村民生活更健康、
更幸福。图为，讲座后，医生
为村民进行量血压与测血糖服
务。
■摄影 全媒体记者 冯梦苓
通讯员 孙柳帅

那 么，多 少 的 量 才 是 足 量
呢？一般情况下，产后一个月，
哺乳宝妈分泌的乳汁并不多，每
“唉，又重了 20 斤。”刚 天 500 毫升左右，换算成能量约
出月子的孙女士看着体重秤显 为 400 卡路里。“也就说，比未
示的数值直叹气，这是她生的 怀孕或未哺乳时，多吃小半碗米
第二胎了。再为人母的心情的 饭加半两肉，一个鸡蛋，一杯
确很愉悦，但这飙升的体重却 奶，就足够了。”陈医生表示，
让爱美的孙女士感到烦心。其 只要控制总能量，多食用优质蛋
实，
“坐个月子胖十斤”，是很 白，降低脂肪摄入，就能起到减
多宝妈妈会面临的问题。在传 重的效果。
统观念中，坐月子就是不停地
刚刚结束生产的宝妈，肠胃
吃发奶物，使劲地喝滋补汤， 还比较薄弱，陈医生建议少食多
让产妇快速恢复并催乳。
餐，将每天 3 餐的量分成 4-6 餐
现如今，如何吃月子餐不 来吃，而且要吃清淡、容易消化
发胖，成了很多年轻宝妈所关 的食物，避免吃太硬、太油、太
心的问题。对此，慈林医院营 咸的食物，否则肠胃道无法吸
养科医生陈燕波表示，月子餐 收，容易造成腹泻和便秘。
要把握两个原则：保证营养
“喝汤前一定要先撇油，这
素，控制总能量。
样既吃到了营养，又去掉了多余
产后的饮食调理，不仅关 的脂肪。”对于月子餐，陈医生
系到妈妈的身体恢复，还是一 建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目
个关键的营养储备阶段。但饮 标是“排”，主要是促进新陈代
食调理并不等于大吃大喝的进 谢，可以吃一些五味生化汤助排
补，陈医生解释，调理的关键 恶露；二阶段为“催乳”，可以
是营养素，对于产后的宝妈来 吃蛋白质、胶质含量高的食材，
说，蛋白质能有效的促进伤口 如猪蹄、牛尾、鲫鱼等；三阶段
愈合，而且足够量的蛋白质对 主张滋补，阿胶、蹄筋都是很不
分泌乳汁非常重要。为此，足 错的食材。
量的优质蛋白质是月子餐必不
健康吃出来
可少的元素。

医生有话说

女子体内瘤栓险些长入心脏
多科医生合作顺利切除肿瘤

为腹膜后恶性肿瘤。考虑到手 脏仅有 3 厘米距离。
术风险大，医院建议她采用保
如果放任瘤栓继续生长，
守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 有长入心脏的危险或完全堵塞
“感谢医生，让我有活下 疗，李女士的疼痛并没有缓 下腔静脉的可能，那就真的
来的希望。”近日，61 岁的李 解，肿瘤也没有缩小。
“ 病 入膏肓”了；如果瘤栓脱
女士在家属的陪同下，来到慈
半年的奔波求医，并未得 落，会堵塞肺动脉，患者短期内
林医院各科室办公室，向救治 到理想的治疗效果，李女士的 就可能死亡。到底该怎么办？如
她的医生表示感谢，感谢医生 病情仍在恶化，绝望之下，回 果进行手术，风险很大；但不做
摘除了自己体内的肿瘤，让她 到了慈溪，就近来到了慈林医 手术，患者只能等死。
找到了生的希望。
院，希望医生能开一些止痛
最后，经过多科室讨论后
药，缓解癌痛，舒适点。
决定，做手术！李女士和家人
没想到绝处逢生。肿瘤科 十分支持做手术。
绝处逢生
主任罗雪峰与正在坐诊的来自
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孔祥鸣教授
家门口找到生机
惊心动魄
经过讨论后认为，保守治疗无
今年 1 月，家住观海卫的 效，那么就试试外科的手段。
6 小时摘除肿瘤
李女士总感到腹部隐隐作痛，
罗主任找到了外科主任胡
起 初 她 并 没 多 在 意 。 直 到 3 志浩，分析病情：患者肿瘤长
为了保证手术的顺利，普
月，痛感越来越明显，李女士 在腹膜后左侧肾脏前方，部分 外科胡志浩主任带领着团队制
才到医院检查，结果被确诊为 侵犯肾脏，侵入了左肾静脉， 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首先，
腹膜后有肿瘤，疑为恶性。
并在左肾静脉内形成瘤栓，瘤 手术的第一步是切除肿瘤，然
随即，李女士转到上海的 栓又沿着下腔静脉向着心脏漫 后取出下腔静脉中的瘤栓。这
三甲医院就诊，经检查后确诊 延，达到了肝静脉处，距离心 个手术的最大风险就是取栓。

■全媒体记者 冯梦苓
通讯员 孙柳帅

染、利尿纠正心衰，经过 13
天的治疗，小吴各项体征恢复
正常，顺利出院。
“其实，大部分急性肾炎
发病与免疫力有关。”王医生
表示，长期疲劳或者着凉感冒
后，便会导致免疫力下降，一
旦受到细菌、病毒的感染，容
易引起感染后急性肾炎。需要
注意的是，急性肾炎大多在咳
嗽、咽痛或上呼吸道感染后一
周左右才发病，且不同患者初
期症状轻重不一，往往容易被
忽视。再加上肾炎发病隐匿，
早期没有特别典型的症状，多

因为下腔静脉是人体内最大的
静脉，直径达到 3 厘米，汇集
了下半身腹腔内所有脏器的血
流，要打开血管取栓，风险可
想而知。加上李女士的瘤栓长
得离心脏很近，操作中哪怕不
慎脱落一小块，流入心脏栓塞
肺动脉，就会立即危及患者生
命。
为了控制以上的风险，心
胸外科主任于军负责开胸，并
在心脏下方预先放好下腔静脉
的阻断带，暂时阻断血液向心
脏方向流动，防止瘤栓脱落随
着血流进入心脏再栓塞肺动
脉。
随后，普外科主任胡志浩
打开腹腔，避开肿瘤暴露分离
血管，逐步阻断肿瘤的动脉供
应血管及其他相关血脉。这一
阻断，心脏失去三分之二的回
心血，所以取栓手术必须在
30 分钟内完成，否则内脏就

会因缺血时间过久，会造成脏器
受损。
麻醉科和超声科密切配合，
时刻检测患者脏器功能。取栓手
术立即开始，胡志浩从左肾静脉
前方的下腔静脉壁上切开一个 5
厘米长的口子，开始取栓，并连
同被侵犯的血管壁切除。由于瘤
栓很容易断裂，且瘤栓跟静脉壁
黏连的很紧，取栓时不仅要有技
巧，还要控制好力度，尽量不把
瘤栓弄碎。
最后，瘤栓被取出，肿瘤被
切除，破损的血管壁也被完成了
修复。有惊无险，手术在预定的
6 个小时内顺利完成了。慈林医
院多科室合作，为李女士拆除了
这个“定时炸弹”，为她的进一
步治疗创造了机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后续治疗，
李女士的术后恢复很好，重新获
得了生希望的她充满了喜悦与感
激。

痛风患者需要注意什么事项？
慈林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郑炜：痛风患者要注意控制饮
食。需要低嘌呤饮食，特别要避免动物内脏和海鲜。多吃新
鲜蔬菜和水果，适量豆类。避免酒精饮料，特别是啤酒。另
外，要多饮水。建议每日饮水量 1.5 升以上，保证每日尿量
达 2000-2500ml，增加尿酸排泄，少喝热性的饮料等。同
时，要坚持运动，控制体重。
支气管哮喘病人，平时生活中该注意什么？
慈林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董志君：哮喘并不可怕，只
要明确诊断并正规的按哮喘治疗和管理，完全可以控制。在
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在季节交替、气温骤变
时，应及时增减衣物，同时衣物要经常晾晒消毒，尤其是老
人和孩子，以避免受凉感染。其次，避免食用会引起过敏症
状的食物，如螃蟹、虾等。再者，家里不要养宠物和养花，
不要铺地毯；避免接触花粉、尘螨、油烟、油漆等。最后，
哮喘患者应适当的运动锻炼以增强自身免疫力。
另外，若孩子患有支气管哮喘病，就不要让他抱着长绒
毛玩具入睡。室内尤其是儿童卧室内要保持通风，若长期开
空调的家庭应定期开窗通风。
中风患者如何送医？
慈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丁松青：最优化的选择是拨
打 120，准确快速并冷静的回答 120 医生提问，听从 120 医
生指示做前期处理，并耐心等待 120 救援。等 120 到位后能
给患者最恰当的院前急救：患者取平卧位，怀疑脑出血者可
垫高头部，保持呼吸道通畅，迅速清除口、鼻腔的呕吐物，
并将头偏向一侧，防止窒息。
如果选择自行送医，在搬运病人时不要将病人扶直坐
起，勿抱、拖背、扛病人，选择离发病地最近，且具有脑卒
中救治条件的正规医院，直接将患者送到急诊科，切勿追求
医院名气或舍近求远。
■全媒体记者 冯梦苓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