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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你好，我是你爸爸。等你
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会带你去看广
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我们会告
诉你这个星球上体态最为庞大的
动物，叫做鲸鱼和大象。而在我们
三个人的小小世界里，因为你的长
大，妈妈开始变成了鲸鱼和大象。

从孕育你开始，妈妈的体重 5

个月间增长了 9公斤，还略低于平
均水平。连产检的医生都笑称，宝
贝你吸收能力强，摄入的营养一点
没给妈妈多留。直到这周开始，你
才让妈妈的体重增长有了加速的
迹象，不过，是因为水肿。

此刻的你，体重已经超过了1 . 5

公斤，再加上1000毫升左右的羊水，
小哈密瓜一样的你，向上伸展时，
便会抵到妈妈的横膈膜处，让她气
短胸闷，偶尔还带来胃部不适，影
响食欲。而随着你近来对向下活动
的兴趣盎然，把妈妈变成“大象
腿”、“鲸鱼尾”。

如果你要问用这两个意象形
容是“肿么了”？那么答案是，没错，
就是肿了。从这周开始，你妈妈的
鞋里已经没有一双能容下她肿胀
的双脚，而脚面、小腿上，则明显开
始浮肿，手指按下之处，印记深陷
不起。如果孕育你也像西游取经一
样要经历诸多磨难，那么眼下的妊
娠水肿，便是最新的一个。

当然，这个我们需要面对的新
困扰和考验，还是因为你。按照医
生的解释，怀孕期间随着胎宝宝的
长大，会压迫身体下肢静脉，使静
脉血液回流受阻；同时胎盘和肾上
腺分泌的激素增多，也会造成体内
钠和水分滞留，引起下肢肿胀。还
好，妈妈现在只是脚和小腿浮肿，
如果继续扩大到大腿甚至腹部，那
就需要去医院接受治疗了。

即便如此，水肿也给现在的我们
带来很多不便，除了又添两双更加宽
松的便鞋，你妈妈每天的散步时间也
不得不缩短，因为每次走回来，浮肿
都会明显加剧，变成“大象腿”。而且，
肿胀带来的不适，让你妈妈在晚上休
息时倍感不适，似乎总也找不到舒服
的放腿角度，一直摇来摆去，被我笑
话说是“鲸鱼尾”。

一个是水中身形最大的动物，
一个是陆上的体型冠军，如此的庞
大显然超出了人类身体驾驭的能
力。所以，消除大象和鲸鱼，就成了
爸爸眼下最为重要的任务。

既然是妊娠引发的水肿，药物
治疗显然是爸爸和妈妈最不希望
看到的结果，最重要的还是在餐桌
上改变。水分在体内聚集，那么富
含叶酸和铁的葡萄、香蕉、石榴和
牛肉、猪肉，利尿消肿的冬瓜汤、红
豆粥，以及低盐、少油炸的做法，便
开始加大在厨房出现的频率。

另外，晚上的休息时间，我也
总是提醒你妈妈垫高腿脚，加速血
液回流、减轻静脉内压；当然，我也
要亲自上阵，对小腿和脚施以适度
的按摩，以缓解肿胀。

宝贝，“大象腿”和“鲸鱼尾”的
“爱消除”游戏，可能还要持续到你
出生的那天。这虽然并不是一个轻
松的任务，但它仍然让我感受到新
的意味———

在动物的世界里，大象和鲸鱼
可以说是最为聪明的，它们在超越
人类感知的范围里，用超声波、微
弱的气味和惊人的记忆力，彼此联
系，相互合作。这也许是此刻，你与
我们彼此维系的方式，让我们三个
人的小小世界里，有了大象和鲸鱼
的丰富。

宝贝，

你让妈妈变鲸鱼

孩孩子子感感染染肺肺炎炎别别急急于于退退烧烧
医生提醒：首要应该多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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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不一定要住院治疗

（上接B01版)

“肺炎分为不同的类型，
治疗的时候也应该有所针对，
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孙文
青说，“例如由病毒感染的，一
般就是采用抗病毒的药物，细
菌感染则是利用抗细菌的药
物。因此，如果病人感染了肺
炎，或者出现疑似症状，应尽
快来医院诊断治疗。”

马德东表示，对于身体
没有基础病(如支气管哮喘、
支气管扩张等 )的年轻人来
说，很多时候肺炎并没有必

要住院治疗。“很多人一听是
肺炎就急了，要求一定要住
院治疗。也有些人从医保报
销考虑，因为在门诊治疗不
报销，住院则可以报销，就坚
持要求住院。”

“住院治疗一方面用的
药物通常会大量增加，这对
人身体肯定有一定的不良影
响，也会大量占用病人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都尽量控制非
必要的住院治疗。此外，医疗
资源也是有限的，如果病情

较轻，比如一般的肺炎在门
诊上打针或者吃药，就完全
可以康复。”马德东说。

此外，目前也有针对肺
炎的疫苗可供接种，不过马
德东解释说，“现在预防肺炎
的疫苗还没有列入国家计
划，也就是说不是强制接种
的。如果家长想给孩子接种，
需要付费。”

除了对肺炎的治疗外，更
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加强对
肺炎的预防。专家提醒：预防

肺炎最重要的是要远离传染
源，即尽量避开发病人群，不
去人群密集、空气流通不畅的
场所，探视还未治愈的非典型
肺炎病人要戴口罩；保持良好
的个人卫生习惯，常用肥皂和
流动水洗手，尽量少用公共毛
巾和碗筷，减少通过接触感染
的几率；经常给室内通风换
气，因为致病微生物在空气中
只有达到一定浓度后才会传
染，因此要注意经常开窗，尤
其是空调房间。

现代社会，车辆大幅增
加，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不
可避免地带来了空气污染的
加重。因此专家提醒市民：尽
量少去人群拥挤的地方，这类
场所通常空气流动性较差，不
利于肺部正常呼吸；如果需要
去这些场所，可以佩戴口罩。

来自家庭的空气污染也
不容忽视，李振家解释，“现在
很多家庭房子都装修得比较
复杂。来自家具和涂料的不良
成分会影响家里的空气，自然
就会对肺产生副作用。”因此，
专家提醒，我们在装修房子的
时候可以简单一些。“除了装
修带来的污染，做饭炒菜时的
油烟对肺影响也很大，大家可
以注意装个质量好点儿的油
烟机，减少油烟污染。”

现在我国抗生素的滥用
很严重，李振家介绍，只有细
菌感染引起的肺炎才可能用

到抗生素，不过也要听从医
生的意见。“很多人长期服用
很好的抗生素，导致细菌产
生了耐药性，得病了之后也
不容易治疗。”

多位专家均表示，养肺
其实更重要的是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长期缺乏运动，身
体免疫力不足，自然容易感
染肺炎等疾病。不过马德东
也提醒：运动一定要适量，循
序渐进，切不可劳累过度，否
则也容易引起大叶性肺炎。

此外，现在网络上常常
流传各种清肺食物，特别是
猪血和鸭血，很多人特别推
崇，认为可以清除肺部吸收
的污染物，抵抗 PM2 . 5。但
是专家表示：猪血和鸭血都
是凝结的蛋白质，说它们能
清除肺部吸入的污染物并
没有医学根据，因此，市民
不必轻信此类说法。

根据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儿科医生张岩的介绍，从全
球来看，每年都有200万儿童
死于肺炎，而其中99%发生在
发展中国家，从我国国内情
况来看，每年则有30万婴幼
儿死于肺炎。

“来我们门诊诊治肺炎
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和小
孩，由于他们身体免疫力较
低，所以发病率高些，”孙文
青说，“小孩子一般3-4岁的
时候患肺炎的几率最高。”

孙文青介绍，3-4岁的小
朋友大部分都已开始读幼儿
园，孩子之间的相互传染是
其中一大重要原因，“幼儿园
里如果一个小朋友感染肺
炎 ，其 他 小 朋 友 也 被 会 传
染。”因此，如果读幼儿园的
孩子感染肺炎，家长应尽快
带去医院治疗，病愈后再回
幼儿园，防止进一步感染。

孙文青表示：“现在的孩
子运动量少，身体免疫力不
够，就容易感冒，然后引起肺
炎。”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应加
强孩子的护理，一方面，家长
要规范孩子的作息时间，帮助
孩子养成按时睡觉按时进餐
的好习惯；另一方面，家长可
以多陪孩子锻炼身体，保证孩
子的运动量，提高身体素质。

“小孩肺炎一般是支原
体肺炎多些，如果孩子感染
肺炎，家长不要随便给孩子

用药，应该多给孩子喝水，并
及时到正规医院治疗。”孙文
青提醒，“特别是孩子发烧
后，家长容易着急，往往急于
给孩子退烧，原则上这个我
们并不推荐。感染肺炎后发
烧是身体的正常反应，随便
乱用退烧药容易损伤孩子身
体的肝肾等功能。”

专家介绍，发烧是身体
机能在进行免疫力的调节，
体温越高，身体的免疫力越
好。只要体温不超过38 . 5℃，
就没必要强制退烧。“如果一
发烧就强制退烧，反倒会损
伤身体的免疫力调节机制。”

“如果孩子感冒发烧，我
们建议采用物理方法进行降
温，多喝水，”山东省医学影
像学研究所主任李振家说，

“其实在国外，发烧时用药物
退烧的很少，基本都是物理
降温。不过如果发烧引起了
肺炎，家长就要尽快带来医
院治疗。”

马德东说道：“发烧时没
必要额外增加衣物，或者盖
很厚的被子，按照自然感受
增减衣物就可以了。”如果很
热，则可以脱下过多的衣物，
使体内的热气可以散发出
来。特别注意小婴儿，因为当
他们感到过热时，并不懂得
脱下衣物。其实，给小孩穿过
多衣服或把他们置于酷热的
场所，都可能引起发烧。

老人小孩是肺炎高发人群

猪血鸭血清肺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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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片

支气管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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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是一种常见的疾病，由于肺炎的症状有很多，因此很
容易和其他疾病混淆，比如肺结核等。因此专家提醒：如果市
民认为自己出现肺炎的征兆，应及时去医院让医生诊断，以免
和别的疾病混淆延误治疗，增加不必要的痛苦。

易与肺炎混淆的三大病症

四大病症的比较

“看人下药”或成为可能

“对症下药”，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针对病症下药，但技术的发展或
许会让这个古老的词汇，至少在医学领域，发生一些变化。生物学同医学
的融合以及基因检测技术的发展或许会让医疗领域对症下药，逐渐发展
成对“人”下药——— 这就是近年来医学领域大热的个性化医疗。通俗地
说，比如两个人的病症相同，因此服用药的剂量和种类也是相同的。但这
未必是对个体的最佳治疗方案，个性化医疗则会以人们的基因组信息为
基础，为每个人提供有针对性的医疗方案，也能够理解为“定制化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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