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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病患者
该如何“三分治七分养”
文 / 陈跃芳

（四川省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护理部）
有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针对胃病的“三分治、

七分养”就是单纯的注意饮食而不需要就医。事实
上，胃病的概念非常宽泛，常见的有胃溃疡、慢性
胃炎、胃出血等。如果是由于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而
导致的胃炎，则必须到正规医院接受治疗，消除感
染和病菌，不然如何调养都无法自愈和根治。由此
可见，必须在治疗的基础上再进行调养，而不是单
纯调养。

三分治
胃炎是最常见的胃病，其主要的症状包括反酸、

食欲不振、烧心感、恶心呕吐、腹胀、上腹不适、嗳气、

腹痛、黑便和呕血等。如果出现了上述症状且时间持

续超过了一个月，就需要到医院就诊，进行胃镜检查，

确定病情后再对症治疗。

七分养
1、春季忌口。春天是寒去暖来的过渡季节，冷空

气的活动会使气候变化无常，若不注意保暖驱寒，春

寒会使得胃炎患者病情加重或者旧病复发。

春天阳气始发，可以多食用一些酸甘食物来促进

春阳，如花生、柑橘等，少食用寒凉食物，避免食用

发物和大辛大热食物，如海鱼、羊肉等。胃病患者要

注意不要食用刺激胃的食物，如白酒、冷饮等。此外，

辛辣、油腻的食物也会加大对胃黏膜的刺激，要注意

避免。若患者正在服用中药，则应当严格遵循忌口，

使药物能够充分发挥效果，如补虚药物应忌食大闸蟹、

胡萝卜。

2、控制产酸食物的食用。胃病患者要注意控制食

用嘌呤和肌酸含量高的食物，如牛肉汤、鸡汤、鱼汤等，

也要避免过多的食用刺激性食物、动物内脏和豆类食品，

避免胃部受到刺激分泌过多的胃液而反酸，导致腹胀。

菠萝、山楂等食物酸度较大，也要控制摄入量。

传统观念认为牛奶能够促进胃溃疡恢复、中和胃

酸，但现代研究显示牛奶对胃酸的促分泌作用要大于

中和作用，过量饮用会加重胃溃疡病情。酸奶中含有

大量乳糖酶，容易被吸收消化，且消化性溃疡患者饮

用后无负面反应，可以适量摄入。

3、不要过度遵循少吃多餐。有很多人都认为胃病

患者应当少吃多餐，但是近年的研究显示，只要食物

进入胃中就会对胃黏膜形成刺激，加快胃肠蠕动，增

加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分泌，不利于溃疡面的愈合。现

阶段更加主张胃溃疡患者按时定量进食，不要过饱和

饥饿，这样才更能促进溃疡恢复。

4、注意生活规律。早睡早起，坚持体育锻炼，

养成科学健康的饮食习惯，根据膳食宝塔进行平衡饮

食，不要暴饮暴食、过度酗酒，保持积极、轻松、愉

悦的心情，饥饿、过饱、负面情绪都会对脾胃之气产

生影响，对胃酸的分泌规律造成破坏，不利于胃炎恢

复。部分患者性格缺乏耐心，极易暴躁发怒，导致人

际关系不良，进而情绪低下、食欲不振，最终导致胃

溃疡、消化不良、胃炎等疾病。因此要坚持科学规律

生活，健康饮食、科学运动，降低胃病的发病率。

5、养胃食物。南瓜：南瓜具有补中益气、止痛、

杀菌的作用，果胶丰富，能够保护胃部，避免溃疡。甘

蓝：甘蓝中的营养物质能够保护修复胃黏膜、抗胃溃

疡，维持细胞活性，降低患病几率。红薯：天寒食用

红薯能够养胃正气、清肠减肥和去积化食物，但由于

红薯中含有大量的淀粉，淀粉在人体中会转化为葡萄

糖，糖尿病患者应谨慎食用。

婴儿尿道畸形怎么办
文 / 刘书（湖南省儿童医院

泌尿外科）
在大多数情况下，婴幼儿阴茎

的发育异常和尿道畸形是受先天

性因素的影响，激素水平过低所

致。小儿尿道畸形不仅影响着孩

子的身体，还将对孩子的精神和

心理造成巨大的危害，患者家长应

该高度重视。出现这种情况，建

议到专业的儿童医院检查造成病

情的原因，根据病情的情况，合

理分析，再根据患者的患病程度

来选择一期手术进行康复治疗，

如果较为严重的患者可以选择二

期矫正的一种综合治疗方式。总体

而言，对于才出生的婴幼儿，如果

患有尿道畸形，尽快去专业的医

院进行康复治疗。

尿道下裂是怎么回事
文 / 吴双凤（湖南省儿童医

院泌尿外科）
从发病症状来看，第一要排

查自己家族里是否携带这种基因。

如果家族里有人携带了这种基因，

那么宝宝是男孩的话，有尿道下

裂的几率在 5成以上。另外，生

育宝宝之前，夫妻双方要健康体

检。然后在孕期应特别注意饮食，

雌激素比较高的食物要少吃，尽

量保证吃的食物是有机蔬菜，减

少农药的危害，多吃维生素含量

高的食品。另外，要尽量避免接

触人工合成的化学污染物。最后，

孕妇应在围产期进行科学的围产

保健和规律的产前检查。

儿童骨盆骨折怎么办
文 / 曾丽萍 ( 湖南省儿童医院

骨科 )  
如果儿童发生骨盆骨折的情

况，一定要及时送往医院及时的进

行治疗，但同时也要做好护理工作。

骨折后要想使受伤部位早日愈合，

首先必须在饮食上补充断骨生长所

必须的营养物质。饮食只要易于消

化和吸收即可，进补应放到骨折的

中、后期。骨折初期饮食配合原则

上以清淡为主，如蔬菜、蛋类、豆

制品、水果、鱼汤、瘦肉等。同时

要忌食酸辣、燥热、油腻，如骨头

汤、肥鸡汤等，否则会出现瘀血积

滞，难以消散，拖延病程，使骨痂

生长迟缓，影响日后关节功能的恢

复。

如何预防小儿
上肢骨反复脱臼

文 / 李娟娟 ( 湖南省儿童医院
骨科 )  

小儿反复脱臼一般是因为身体

机能发育不完善。孩子 5 岁以后，

随着身体各项机能不断的完善，反

复脱臼的现象会得到自愈。但是在

5 岁之前，如何预防小儿上肢骨反

复发生脱臼？1、比如孩子摔倒时，

家长扶起孩子的时候尽量不要使劲

拉孩子一只手或一只胳膊，避免用

力过猛造成脱臼。2、一定要及时

对孩子做好补钙工作，缺钙是导致

孩子反复脱臼的主要原因。3、如

果孩子发生过一次脱臼，一定要去

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帮孩子把胳膊接

好，避免出现反复脱臼的情况。

孩子写字变歪，竟患上帕金森病
文 / 成丹（湖南省儿童医院神经

内科）
很多人认为帕金森病是老年人

病，但实际上，年轻人群体得帕金

森病的概率也很高。近日，一名9岁

的女童被诊断罹患帕金森病，起因

是其在学习的过程中，写作业的时候

双手会不自觉的颤抖，而且字也越写

越歪。家长发现这种情况后带孩子就

医，最终的结果确定为孩子患了帕金

森病。从帕金森病的具体研究来看，

中毒、遗传等均会导致该病的发生，

而且此病的年轻化趋势明显加强，所

以年轻人在发觉自己手脚变沉或者是

出现手脚不自觉的颤抖时需要格外注

意，如果症状持续，需要积极就医，

以此来缓解症状，实现有效治疗。

小儿脑性瘫痪的病因及治疗
文 / 王丽娟（湖南省儿童医院神

经内科）
小儿脑性瘫痪又称小儿大脑性瘫

痪，俗称脑瘫。是指小儿内脑未发育

成熟，形成以运动功能障碍为主的综

合征。引起小儿脑性瘫痪的原因有很

多，比如父母亲吸烟、吸毒、妊娠期

高血压疾病、先兆流产、服用避孕药

或治疗不孕的药物、胎儿发育迟缓、

早产儿或过期产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生后窒息吸入性肺炎等等，这些原因

都有可能造成小儿脑性瘫痪。治疗小

儿脑性瘫痪主要采用以下四种方法：

综合康复医疗、药物疗法、中医疗法、

小儿脑瘫运动疗法。目前 VR 技术也

运用于脑瘫治疗中，但是治疗效果缺

乏大数据的支持。

发热和发烧的区别
文 / 黄梅娟（湖南省儿童医院

急诊综合二科）
人在正常情况下，身体的产热

和散热始终是保持动态平衡的。那

么发烧和发热的区别是什么呢？发

烧指的是整个人身体温度过高，引

起头痛、额头烫热、身体不适等病

症，是一种病理症状。发烧的原因

多是由于身体感染病毒或者细菌炎

症引起的。许多病源微生物在温度

较高时，其活性和繁殖能力就会下

降，所以发烧也是身体的一种保护

机制。而发热主要是因为身体的散

热机制跟不上产热，导致身体产生

的热不能及时散去。发热有时也会

导致体温升高，但是也有患者自觉

身热不适，但体温正常的情况。

宝宝干性湿疹可自愈吗
文 / 谭晚宜（湖南省儿童医院

皮肤科）
宝宝干性湿疹多发于空气干燥

的冬季，此时宝宝皮肤的皮脂分泌

减少、皮肤水分脱失，加上宝宝皮

肤柔嫩，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差，家

长如果没有做好护理工作就极易发

病。湿疹由于其本身治疗难度较大

且具有一定扩散性，所以宝宝干性

湿疹的自愈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如果宝宝体质较弱或者是过敏体质，

自愈的可能性则会更小。一旦宝

宝出现干性湿疹，一定要及时就

医，并同时结合医生的治疗和家

长的日常护理。干性湿疹需要做

好皮肤的保湿工作，冬季不要频

繁的给宝宝洗澡，洗完澡之后给

宝宝外涂医用的保湿剂和抗炎药

物，及时恢复宝宝的皮肤屏障。

小儿血管瘤可以自然消退吗
文 / 张红（湖南省儿童医院

普外二科）
血管瘤是一种先天性的良性

肿瘤，由大量的增生血管组成，

多出现在小孩出生的时候或者出

生不久之后，发病率1%～2%左

右，是小儿常见的先天性软组织

肿瘤，多发生于面部、四肢、皮

下组织等。其发展可分为：增生

期、稳定期、退化期。绝大多数

的血管瘤是不会自然消退，常见

的有毛细血管瘤、海绵状血管瘤

以及蔓状血管瘤三种，其中如果

是轻微的毛细血管瘤会随着小孩

的长大而渐渐消退，但是如果血

管瘤病变范围逐渐变大且表面为

深紫色或深红色，并伴随皮肤

隆起现象加重，这是血管瘤病

变处于增生期的症状，需要立即

采取治疗措施。

先天性心脏病怎么预防
文 / 孙茶荣 ( 湖南省儿童医院心胸

外科 ) 
先天性心脏病的病因虽有一定的遗传

因素，但多数是在母亲怀孕期间由多个

基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预防

先天性心脏病要从父母入手，首先尽可能

地做到适龄婚育。在备孕期间要进行详

细的体检，戒除不良嗜好，减少接触宠

物，保持健康。怀孕后要定期产检，密

切关注胎儿发育情况。孕期前三个月是

胎儿心脏发育的关键时期，母亲要避免

接触各种物理放射性物质和各种化学制

品。重视妊娠期保健工作，以防感染病毒，

不慎患病后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用药，防止

服用致畸药物影响胎儿心脏发育。

小儿心肌病为何常被误诊
文 / 向 艳 华 ( 湖 南 省 儿 童 医 院

ICU-1 科 )   
近年来，小儿心肌病开始得到关注。

在以前的治疗过程中，大多数心肌病小儿

患者被误诊、漏诊为上呼吸道感染和肺炎。

这是为什么呢？由于诱发心肌病的原因比

较多，主要病状表现为心急、胸闷、乏力、

水肿、心脏肺炎、心力衰竭、心律紊乱等

状况。如果出现以上症状难以痊愈的幼儿，

那么就要提高警惕。超声心动图作为对诊

断心肌病最有效的检查方式，患者应该及

早做超声心动图检查。总体而言，幼儿得

病前，应该及时预防，避免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