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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隐睾怎么办
文 / 文容（湖南省儿童医院病理科） 

隐睾即所谓的睾丸下降不全，指的是
睾丸没有按正常发育应该出现的从腹膜后
下降到阴囊底部，分真性隐睾和假性隐睾。
如果孩子出现隐睾，可以采取手术以及激
素治疗的方式，睾丸激素治疗主要适用于
4 个月至 1 岁的孩子，如果激素治疗后其睾
丸仍未下降到阴囊，可采取手术治疗。实
际上，隐睾治疗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睾丸提
供更加合适的环境，促使其能够正常发育。
调节睾丸环境的器官就是阴囊。阴囊温度
比腹腔内低 2 摄氏度。由此可见，如果温
度过高则会导致孩子的睾丸发育不良。如
生精小管发育障碍可能会引起不育，孩子
睾丸长期处于异位亦可能导致癌变。

女性小便后能用卫生纸擦拭吗
文 / 郭小亮（南华大学附属长沙市中心医
院泌尿外科）

在平时生活中，很多女性朋友们都喜
欢用纸去擦拭私处，特别是小便结束后，
很多女性认为，用纸将私处存留的尿液擦
拭干净，才会使私处不受感染。但是，从
健康的角度看，女性们小便以后，最好是
不要用卫生纸擦拭。因为卫生纸并非绝对
卫生，使用卫生纸擦拭私处，很可能因为
纸上携带有病菌，反而导致私处感染。另
外，卫生纸的质量不好，也会对私处的黏
膜造成影响，因此，小便后经常用卫生纸
擦拭，有可能会导致私处的黏膜破损，最
后引发感染。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建
议女性们小便结束后，尽可能的不要用卫
生纸擦拭。

家长给宝宝选水果的技巧
文 / 赵彦雅（湖南省儿童医院体检中心）  

宝宝们吃水果可以有助于开胃，能起
到增加食欲的效果。但是宝宝的体质不同，
所需的水果也不同，如：柑橘、甜瓜等维
生素含量多的，适合缺乏维生素的宝宝；
梨、香蕉、猕猴桃等性寒的水果适合体质
偏热、便秘的宝宝；苹果可以止泻等。妈
妈们可根据不同的需要给宝宝选择不同的
水果。宝宝吃水果重在新鲜，长期食用色
彩斑斓的反季节水果会对宝宝身体造成很
大的伤害。另外，因为水果有最适合的贮
藏温度、保存期限，所以要尽量在一周内
吃完，如香蕉、凤梨、芒果、木瓜、柠檬
等水果，只需在室内阴凉角落处存放，不
宜长时间冷藏。

 

该如何护理水痘患儿
文 / 庄倩茹（湖南省儿童医院感染科）  

水痘是较常见的出疹性传染疾病，是
由水痘病毒所致。可以通过呼吸道和接触
的方式传染。水痘潜伏期 2-3 周，发病后
首先出现头痛、发热和倦怠等前驱症状，
在 24 小时之内迅速出现皮疹，并变为豌
豆大小的水疱。护理水痘患儿主要有三个
方法：1. 密切观察其体温变化，若出现高
热，可以通过冰袋、空调等方法降温；2. 皮
肤护理。剪短指甲，避免患儿抓伤皮肤。
选择合适的衣物，避免增加患儿痒感，保
持皮肤清洁；3. 严格观察患儿的精神、食
欲以及呕吐情况，并对患儿的并发症进行
观察和分析。如果出现了并发症，可以实
施积极的对症治疗。若出现口腔疱疹，影
响饮食，可以对患儿进行补液治疗。

小科普
降费、培训、超 30 亿防疫专项保险

湖南如此护航家政企业复工复单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史超

“ 我 每 天 看 新
闻，一线抗疫的医
生太不容易了，现
在他们有需要，我
觉得我应该出一份
力。”3 月 1 日， 记
者联系湖南优爱家
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的 月 嫂 李 敏 凤 时，
她正在客户家上单。

半 个 月 前， 在
家休息了近 1 个月
的她接到公司的派
单电话。当得知产
妇的丈夫是邵阳市
一位奋战在抗疫一
线 的 感 染 科 医 生，
因此不能陪伴照顾
产妇后，李敏凤当
即接下了这个月嫂
单。这也是李敏凤
接 下 了 她 2020 年
的第一单。

因为这次疫情，
许多家庭将请家政
的需求挪后。随着
各地有序复工，老
人陪护以及婴幼儿
照护的需求逐步显
现。记者从湖南省
家庭服务业协会获
悉， 截 至 2 月 27
日，累计申报复工
的企业 98 家，到岗
率 55%。那么，这
些复工了的家政企
业现状如何？相关
部门又有怎样的优
惠政策？一起来看
看！

湖南万事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

责人叶若娴表示“很焦虑”：“复

工到现在都没几个订单，全靠医院和学校的驻

场保洁收入勉强支撑。”叶若娴介绍，作为员

工制企业，如果无法保证工资，好不容易培训

出来的员工会流失，因此，公司当下只能一边

推优惠活动一边申请贷款，但因缺少固定资产

作抵押，申贷并不顺利。

长沙家博士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

责人彭红凤也说，复工后业务缩

水 90%，“外地返回的阿姨都要隔离 14 天，为

减少感染，公司会优先派单给有电动车的员工。”

“往年这个时候，至少有四五十

个月嫂订单，可今年才接了 8 个

单。”湖南优爱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是邵阳市

一家规模较大的母婴护理服务公司，负责人肖

蓉介绍，旗下约 10 余个月嫂已上单，其他月嫂

均参加线上培训。

“我们从大年三十开始封院，无

论是老人还是护理员，只出不

进，对于有特殊情况要入院的老人或护理员要

经过 14 天隔离、核酸检测以及审批才允许入

住。”湖南万众和社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美华告诉记者，目前居家养老服务返岗率

不到 20%。

为了助力家 政 企 业复 工，2 月 24 日，鼎

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为行业带来了好消息：

对家 政 人 员免费扩展 新冠 肺炎 死亡赔 偿 责

任。目前，通过鼎安保险经纪平台购买保险

的家政人员有近 2 万人，此次新增防疫专项

保额超 30 亿元。

鼎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风控总监付振国介

绍，全国已有 200 多家企业通过鼎安购买了“家

政险”，但是此前这份保险中并没有与新冠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相关的内容，“为护航

家政企业复工，特地增加了针对此次疫情的防

疫专项保险。”该消息显示，在责任扩展期间内，

被保险人雇员首次出现症状或体征，经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指定的医疗机构确认首次感染新

型冠状病毒（2019-nCov）导致死亡的，可获

得身故保险金额 20 万元 / 人。

超 30 亿元防疫专项保险，护航家政企业复工

省人社厅：降费+培训为小微企业释压
家政行业是吸纳女性农民工就业的重要

行业，每年有将近 50 万农民工提供家政服务。

针对家政阿姨返岗难、企业复工压力大的现实

情况，省人社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聂庆龙介绍，

为助推农民工平安返岗，政府从用人单位、劳

动者、农民工推出一系列优惠措施，家政行业

可充分参考。

用人单位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

难的，经批准后可暂缓缴纳养老、失业和工伤

保险费；优先支持因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

来源的个人和小微企业申请贷款；疫情防控期

间，对企业吸纳登记失业人员就业且签订 1 年

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可给予

1000 元 / 人的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参保企业

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并开

展以工代训的，经审核给予企业每人每月 500

元的培训补贴；鼓励符合规定的各类职业培训

主体制定线上培训实施方案，通过自有培训平

台或第三方平台搭建线上培训课堂；开展政府

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单位，经同意可将全部

理论课程由线下集中授课转为线上学习，并可

先行拨付一定比例的培训补贴资金。

复工了，可业务量不足去年同期两成

上户保洁

家电清洗

母婴护理

养老服务

“目前业务量不足同期两成，在

岗家政员不到 500 人。”天池家

政产业集团负责人向青海介绍，“我们接到新

订单会建议雇主给家政阿姨做核酸检测。”除

了维护现有业务外，他还在为疫情后的招聘

做准备，“近期已收到上百人发出的求职意

向。”他认为，疫情过后服务需求回升，企业

应储备好阿姨资源。

住家家政

李敏凤开年接下的第一个月嫂单，照顾战役一
线医护人员家庭的新生儿。

“家政企业应根据自身防控能力和市场需

求情况安全有序复工。”湖南省商务厅服务贸

易和商贸服务业处处长马宏平认为，家政企

业可参照省商务厅下发的《关于疫情防控期

间生活服务业依照相关防控指南开展复工营

业的通知》科学复工。同时，商务厅正在积

极研究如何让中小型企业降低成本、争取金

融支持等政策，对行业所需的防控物资也将

给予支持。

“家政企业要将支持帮扶政策学透。”湖南

省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黄跃佳建议，如近期国

务院下发的中小微企业免缴社保三险，能帮企

业节省开支。此外，短时间内业务量尚未回升，

企业可利用这段时间做好员工培训，企业管理

者对企业发展方向和管理模式进行规划，“虽

然疫情给行业带来损失不小，但换个角度看也

是提质的机会，家政员可以加强日常防疫操作，

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省商务厅：把握机会安全复工、提质服务

扫一扫，
分享复工硬核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