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营养养素素缺缺乏乏、、腹腹泻泻恶恶心心咋咋办办？？
毓璜顶儿保科专家支招新手爸妈助力解决难题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宝宝罗圈腿可能是没晒够太阳惹的祸，腹泻、呕吐没准跟病毒感染有关，新手爸妈总会为宝宝们这样那样的琐碎问题头头疼。
值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毓璜顶医院儿保科副主任刘秀梅，细说儿保科的常见问题，给新手爸妈缓缓解下

这些年没有持证就“上岗”的尴尬。

宝宝越大越不能忽视补维D

为保护宝宝白嫩的皮肤，
不舍得带娃外出活动、晒太阳？
宝爸宝妈这一宠溺举动可能带
来大问题。毓璜顶医院儿保科
副主任刘秀梅告诉记者，缺乏
足够的户外活动，宝宝往往会
因缺乏维生素D而引发一系列
问题。

众所周知，维生素D对孩
子的成长发育非常重要，它可
以促进体内钙的吸收，促进人
体骨骼发育，增强宝宝免疫力，
减少疾病的发病率。一旦缺乏
可能引发宝宝免疫力降低、骨
骼变形、睡眠质量不佳等问题。

3岁的灵灵因腿疼多日到
毓璜顶医院儿保科就诊，经过
一系列检查最终被确诊为维生
素D缺乏引发的佝偻病。

“宝宝的腿部已经变形，这
是严重缺乏维生素D的表现。”
刘秀梅主任告诉记者，肋缘外
翻、罗圈腿、X形腿、方颅、鸡
胸、手镯脚镯等症状都是维生

素D缺乏的表现。
刘秀梅主任介绍说，宝宝

体内维生素D的来源有两方
面，一是食物、药物，二是皮肤
的光照合成。对于婴儿及儿童
来说，日光浴是使机体合成维
生素D3的重要途径。

“小月龄宝宝不建议太阳
直射，以免灼伤皮肤。“刘秀梅
称，上午10点以前，下午3-4点
以后可带宝宝外出晒太阳。另
外，注意营养均衡之外，还可通
过口服维生素D进行补充。

“宝宝越大越不能忽视补
充维生素D”刘秀梅称，学龄前
儿童也应坚持多参与室外活动
并定期监测，一旦缺乏及时补
充，以免对身体带来不必要的
伤害。

宝宝贫血的尴尬妈妈帮不了

怕宝宝贫血，哺乳期妈妈
常希望能通过自身补铁来帮
忙，刘秀梅称这不一定能帮上
忙，宝宝贫血还得靠自己补。

铁缺乏症是最常见的营养

素缺乏症和全球性健康问题，
缺铁可以影响宝宝生长发育、
运动和免疫等各种功能。婴幼
儿严重缺铁影响认知、学习能
力和行为发育，甚至不能为补
铁逆转。

“纯母乳喂养的宝宝4-6个
月后，应通过添加含铁辅食来
补充。”刘秀梅称，6个月到2岁
宝宝缺铁情况最严重。因胎盘
内的铁储备可供宝宝用到6个
月左右，这之后需要通过添加
辅食来补充。双胎、低体重儿、
早产儿则需要更早来补铁。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哺乳
期妈妈期待通过自身补铁来为
孩子进行铁储备，刘秀梅称这
样的效果微乎其微。宝宝6个月
后从母乳中摄取的铁含量远远
不能满足身体需求，这时母亲
进行铁补充更多的是用于自身
需要，宝宝仍需自己努力补充。

腹泻、恶心不能轻视

夏天来临，随着气温升高，
瓜果、生冷食物进食增多，宝宝

出现腹泻、恶心情况增多。刘秀
梅提醒家长切不可轻视，这些
可能都是病毒惹的祸。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是由
诺如病毒属病毒引起的腹泻，
感染性强，以肠道传播为主，可
通过污染的水源、食物、物品、
空气等传播，常在社区、学校、
餐馆、医院、托儿所、孤老院及
军队等处引起集体暴发。

“家长要注意观察，宝宝腹
泻、恶心应及时就医。”刘秀梅
主任称，消化道症状为主的恶
心、呕吐、腹痛很可能跟诺如病
毒有关。

如何进行有效的预防？刘
秀梅介绍说，注意保持好个人
卫生，勤洗手，注意保持室内通
风，外出就餐尽量不吃生冷、半
生的海产品和水产品等食物。

烟烟台台市市妇妇幼幼保保健健院院、、烟烟台台市市烟烟台台山山医医院院举举办办

““六六一一””儿儿童童节节大大型型义义诊诊活活动动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栾秀玲 张国
杰)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
节，呵护宝宝健康成长，6月1日
下午2点到5点，烟台市妇幼保
健院、烟台市烟台山医院将举

办“献给孩子的爱——— 关注儿
童健康成长”大型义诊活动。

届时，烟台市妇幼保健
院、烟台市烟台山医院儿科、
儿童保健科、儿童眼科、儿童
皮肤科、儿童口腔科、儿童骨

科、儿童康复科的专家将在医
院妇幼保健综合门诊接受小
朋友及家长们的咨询、问诊。

如果您有需要，可直接到烟
台山医院D座妇幼保健综合门诊
三楼就诊。义诊期间，免挂号费。

家家长长注注意意：：漏漏打打疫疫苗苗可可能能影影响响宝宝宝宝入入学学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正毅 雪英)

近日，家住烟台市区的刘女
士的宝宝要入幼儿园了，查验
接种证才发现，宝宝漏了两针
疫苗，无法开具预防接种完成
证明。刘女士这才想起来前段
时间太忙就忘记带孩子去打疫
苗了。

接种门诊的医生仔细查
阅接种证后说，其实他们早在
2月份就发现刘女士的宝宝没
按照预约日期接种疫苗，按照
刘女士留过的电话联系，显示
是空号，没有通知到。刘女士
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换了手
机号，没有通知接种门诊，才
漏了宝宝的疫苗。”为此，烟台

市疾控中心提醒大家，家长别
因为换手机号影响宝宝接种
疫苗。

市疾控中心专家介绍说，
烟台市所有预防接种门诊都
建立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
系统，详细登记有儿童姓名、
家庭地址、父母姓名、联系电
话等信息，对没有按照预约时
间接种的儿童，接种门诊会通
过打电话或发短信进行再次
预约，但有部分家长联系方式
更换，导致接种门诊联系不
上，结果就是影响了儿童疫苗
的接种。

据了解，儿童漏种疫苗很
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家长换号，
这种现象在2岁以上儿童尤为

普遍，因为大龄儿童疫苗接种
针次比1岁以内减少很多，疫
苗接种间隔延长，家长很容易
遗忘，影响了儿童疫苗的接
种。

随着年龄增长，3岁儿童
会上托儿所或幼儿园，而托
幼机构儿童密集，容易发生
传染病的暴发。如果儿童没
有按照免疫程序及时接种疫
苗，就可能因没有保护性抗
体 或 抗 体 水 平 低 而 造 成 感
染。所以我们提醒家长，为了
孩子的身体健康，更换电话
号码或搬家时要及时通知所
在地的预防接种门诊，变更
联系方式，以免影响宝宝后
续的疫苗接种。

5月29日，2017烟台福山
大樱桃半程马拉松比赛在
福山区体育发展中心拉开
帷幕。烟台农商银行福山区
支行为比赛免费提供矿泉
水、运动服等物资，与一〇
七追风乐跑团、福山区政
府、福山区教体局、马拉松
协会携手，为烟台市体育事
业发展助力加油。

107追风乐跑群是以解
放军107医院为常规的训练
和活动场所，由医院及周边
区域跑步爱好者自发组成，
所属成员50多人。每天凌晨
四点踏着晨曦，开始10公里
以上距离的跑步晨练，周末
组织21至42公里的长距离跑
步拉练，足迹遍及烟台市海
边和山路。

群里既有执行过国际
维和任务的军医，也有社会
各界人士，年龄从20多岁的
年轻人到60多岁花甲之年
的老人，共同爱好聚到一
起，相互支持，互相鼓励。通

过积极训练和比赛，他们当
中好多人从三高(高血压、
高血脂、高血糖)人群转变
为健康人，从肥胖到拥有令
人羡慕的体型。

作为烟台本土金融机
构，烟台农商银行福山区支
行以服务小微企业，助推地
方经济发展为己任，始终坚
持服务三农，服务小微企
业、服务个体工商户的市场
定位，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全力推广家庭银行、社区银
行、精品银行的服务品牌，
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重要
贡献。另外，在推动区域经
济发展的同时，该支行还号
召干部员工积极投身公益
事业，诸如“慈善一日捐”活
动组织捐款3 . 5万余元；“联
村帮扶”活动为贫困村硬化
山路、打深水井投入7万余
元；全体党员自发缴纳特殊
党费4310元慰问孤寡老人
等等。
(通讯员 王文锦 王建军)

110077追追风风乐乐跑跑团团以以跑跑带带健健康康

福福山山三三兄兄弟弟为为抽抽水水浇浇地地遭遭遇遇一一氧氧化化碳碳中中毒毒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张国杰 黄婕
妤) 近日，烟台福山的三兄弟
在山洞里抽水浇地时遭遇了一
氧化碳中毒。经紧急救治后，三
人情况已好转，目前正接受进
一步治疗。

当天中午，烟台山医院南院
急诊科接到电话，称有人晕倒在
福山区回里镇的一处山洞旁。接
到电话后，南院急诊科医护人员
紧急赶往现场，“在山洞旁，我们
发现一位患者已近昏迷，嘴角歪

斜，口角残留呕吐物。另外两位
患者的情况相对较轻，但也有头
晕、无力的症状。”烟台山医院南
院急诊科医师孙敏敏说，出诊医
护人员在对他们进行必要的院
前处置之后，及时抬上救护车，
送回医院。

据悉，这三位患者为兄弟
关系。近日烟台持续干旱，他们
兄弟三人就找到了一处有水的
山洞，引水浇灌樱桃树。临近中
午，兄弟三人中的老大独自一
人进入山洞查看水位情况，谁

料进入之后迟迟不见出来。见
此状况，老二急忙进入山洞寻
找大哥，但也没能及时出来。老
三随之进入，走到一半的时候，
他感觉到头晕、无力，便急忙返
回洞口寻求周围村民帮助，一
起将困在洞中的老大、老二救
出。“另据了解，这处山洞比较
封闭，洞内的氧气较少，再加之
水泵长期在洞内作业，这使得
洞内的一氧化碳浓度相对升
高，“据此判断，这兄弟三人可
能遭遇了一氧化碳中毒。”孙敏

敏说。
烟台山医院南院急诊科主

任于凤霞表示，在临床上，要想
判断患者是否遭遇了一氧化碳
中毒，中毒的程度如何，需要检
测患者血液中的碳氧血红蛋白
浓度，“正常情况下，血液中的
碳氧血红蛋白浓度为0%到3%，
当天接诊的这3位患者中，病情
最重的那位血液中的碳氧血红
蛋白浓度为46 . 5%，是正常值
的15倍！”

万一遭遇了一氧化碳中毒

我们该怎么办？于凤霞主任医师
说:“当我们遭遇一氧化碳中毒
时，如果尚有意识，应尽快走到
通风处透风，假如迟迟不见好
转，应及早就医；如果患者没有
意识了，别人应将其转移到空气
流通的地方，让患者平卧后将其
头部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侵入
气道，并及时拨打120。”此外，于
主任提醒大家，一氧化碳的密度
相对较小，容易浮在上层。因此
在进入现场施救一氧化碳中毒
患者时，应放低身姿进入。

刘秀梅主任在为宝宝进行诊断。本报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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