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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次住院多次抢救，1 岁“气切宝宝”成功拔管出院
家有早产宝宝，如何正确护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通讯员 吴靖 黄若冰

虽然只有 1 岁 4 个月，湖
北的小恩却已经先后在湖北、
湖南住院 14 次，2/3 的时间都
在医院里度过。因为喉软骨发
育不全、气管软化，声门下肿
块，小恩 5 个月的时候做了气
管切开手术，通过气管套管呼
吸，当时还多次生命垂危进行
抢救。
好在历经磨难，终于迎来
好消息——近日，小恩在湖南
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成功
拔 管， 终 于 摆 脱 戴 了 11 个 月
的气管，可以用鼻腔自由
呼吸了。
3 月 19 日， 小
恩的妈妈贾女士将
一面锦旗送到该院
儿童医学中心主
任钟礼立的手上，
感谢她和团队这
些日子的精心治
疗和护理。

26 周早产儿的“生死关”
据贾女士介绍，小恩是早产儿，26 周就
出生了，体重仅 1.17kg，因为新生儿呼吸窘
迫综合症住院 2 个月，出院回家 10 余天出
现呼吸急促、面色青紫等情况，再次住院
进行气管插管治疗，因为始终无法脱离呼
吸机从湖北转来湖南省人民医院。当时已
经 5 个月的小恩只有 3kg，破例收入医院新
生儿科，经检查为喉软骨发育不全、气管软
化，声门下腔左侧有肿块。
“软骨发育不全、气管软化导致孩子的
气道没有完全撑起来，加上肿块最严重的时
候堵住了气管的 4/5，

如何正确护理早产宝宝
在孕晚期，很多孕妈因为不同的原
因会导致宝宝提前出生，但是不论哪一
种早产宝宝，宝妈都应该小心的做好护
理工作。
1、提供安静恒温的环境。如果太
冷或者太热都有可能影响宝宝的健康。
宝妈可以专门给宝宝准备一个房间并且
小心看护。室内的温度最好在 25℃左右，
手机尽量调成静音或者震动，因为手机
突然响的话可能会吓到宝宝。

疫情期间，当心耳疾来袭

文 / 严红
（湖南省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3 月 3 日是全国爱耳日，今年爱耳日的
主题是“保护听力，终生受益”
。冬春之
交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 , 让大众对病毒有
了新的认知。其实，病毒是介于生物与非
生物之间的简单生命形式，广泛分布于自
然界，可以引起多种疾病，具有流行广泛、
传播途径多、传染性强、易发生并发症、

后遗症严重、死亡率高等特点，此次新型
冠状病毒主要攻击呼吸系统，引起严重肺
部病变。那么病毒会导致耳科疾病吗？会
引起哪些耳科疾病呢？事实上，耳病与病
毒感染密切相关，病毒感染可以导致外耳、
中耳以及内耳、耳神经病变，引发耳病的
主要症状，包括耳聋、眩晕、面瘫、耳鸣、
耳漏以及耳痛，有的还会引起严重的全身
并发症，需要引起重视。

受细菌、病毒、立克次氏体、原虫等病
原微生物侵袭，结构与功能遭到损害所
致的听力下降，是防聋治聋的一个重要
课题。引起致聋的病毒主要有以下几种：
1. 风疹病毒，此病防治关键在于预防孕
期感染，若有病史，应加强围产期检查，
及早发现畸形胎儿，以减少残疾儿出生
率 2. 腮腺炎病毒。早期注射腮腺炎疫苗
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发病后治疗难以
收效。3. 麻疹病毒，推行幼儿疫苗接种
也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病毒感染与中耳炎、耳流脓

文 / 余甜甜
（湖南省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急性中耳炎是中耳粘膜的急性普通
炎性疾病，多数由细菌的急性感染引起。
其中由麻疹等病毒引起急性上呼吸道传
染病，一方面原发病的病原体可经咽鼓
管侵袭中耳，迅速破坏中耳及其周围组
织，导致急性坏死性中耳炎，另一方面
也可经该途径发生继发性细菌感染，尤
其在小儿的全身及中耳局部的免疫功能
较差，容易导致严重的急性中耳炎。另

2、准时监测血糖。早产宝宝比正
常出生的宝宝体重要轻很多，为了保
险起见，宝妈要遵准医嘱，准时给宝
宝测量血糖。宝宝比较嗜睡、吃奶的
时候没有力气、醒着的时候没有精神、
眼神显得比较空洞等，这些都是宝宝
血糖低的表现。
3、喂养要得当。早产宝宝的胃比
正常宝宝的胃还要小，消化系统也没
有发育完整，宝妈在喂奶的时候要注
意，要根据宝宝的奶量逐渐添加。另外，
为了避免宝宝生长过快缺乏微量元素，
宝妈应该在早产宝宝出生 2 周左右给
他补充一些钙维生素 AD。
4、注意卫生。宝妈在照顾早产宝
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卫生。比如房
间尽量要整洁干净，不要堆放太多的
杂物。宝妈在打扫房间的时候也要注
意室内的通风，以免宝宝吸入灰尘导
致肺部感染。

扫一扫，
分享科普知识

新冠肺炎是怎么回事

病毒感染为什么会导致耳聋

文 / 赵东吉慧
（湖南省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耳聋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与病毒感染有关的耳聋主要包括突聋及
感染性聋。突发性聋指突然发生的感音
神经性听力损失，通常在数分钟、数小
时或一天之内患者听力下降至最低点，
至少在相连的频率听力下降大于 30dB。
突聋的发生与病毒感染密切相关，有直
接证据表明某些病毒可引起突聋；感染
性聋亦称传染性聋，是指听觉神经系统

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又遇上拦路虎，可供通
气的空间基本上没有，需要完全依赖呼吸
机。
”钟礼立记得会诊时小恩的情况，她
当时就提出气管切开的方案，在和父母充
分沟通后，小恩转入儿童呼吸免疫、肾脏
风湿科，接受了气管切开手术，在颈段气
管前壁插入气管套管，通过气管套管呼吸。
钟礼立介绍，气管切开是为了避免肿
块堵住原本就狭窄的气道而导致窒息，
“一
周前，我们通过评估认为小恩可以拔出气
管套管了，为了让孩子慢慢适应从鼻腔呼
吸，采取间断堵管的方式，先观察 1 天后，
没有出现呼吸困难，再试行堵管 5 天后终
于彻底拔出套管”。

外一种常见的分泌性中耳炎，通过应用
PCR 等现代检测技术发现，其中耳积液
中可检出如流感病毒、呼吸道合孢病毒、
腺病毒等病毒。因此，病毒也可能是分
泌性中耳炎主要致病微生物。另外，病
毒感染导致的外耳、中耳、内耳疾病也
可以引起耳鸣、耳痛等症状。疫情当前，
除了做好常规的耳部保护措施、及时诊
治外，我们还要提高对病毒引发耳病的
认，及时诊治病毒相关性耳病，保护听
力、减少严重耳源性并发症发生。

文 / 邓琼琼
( 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二科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由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导致的肺部炎症性疾病。临床
症状：1. 一般症状。发热、乏力、干咳、
逐渐出现呼吸困难；部分患者起病症状
轻微，可无发热。2. 严重者。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
代谢性酸中毒；出凝血功能障碍；多数
患者为中轻症，预后良好，少数患者病

情危重，甚至死亡；通过血细胞分析白
细胞、中性粒不高，肺部 CT 可见磨玻
璃样改变，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可
以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另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具有传
染性的，外出时正确佩戴口罩加强防护，
大多数预后情况良好，但是少数患者不
及时治疗会出现病情恶化的情况。目前，
国内疫情高峰已过，但国外疫情严重，
所以我们的防控仍不能有丝毫放松。

小心“牵拉肘”
文 / 许周（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在骨科会遇到这样的患儿——孩子
被这样牵拉之后，胳膊动不了了，家
长急忙抱来看，医生通过询问，确认
没有摔跤，只是牵拉所致，基本就可
以确认了：这是“牵拉肘”，学名叫“桡
骨小头半脱位”。
这个病常见于 5 岁以下的小儿，因
其桡骨头未发育好，桡骨颈部的环状
韧带只是一片薄弱的纤维膜。一旦小
儿的前臂被提拉桡骨头向远端滑移，

恢复原位时，环状韧带的上半部不及
退缩，卡压在肱跷关节内，成为桡骨
头半脱位。随着小儿逐渐长大，桡骨
头 良 好 发 育， 环 状 韧 带 也 增 厚 增 强，
以后即不再发生半脱位。临床中，我
们一般用以下几点来确诊：
1、有上肢被牵拉病史；2、小儿诉
肘部疼痛不肯用该手取物和活动肘部，
拒绝别人触摸；3、检查所见体征很少，
无肿胀和畸形，肘关节略屈曲，桡骨
头处有压痛；4、X 线检查无异常。

蛀牙形成的原因及预防
文 / 严瑾婷（湖南省儿童医院口腔科）
蛀牙又叫龋齿，它的形成有四个重
要因素，那就是细菌、食物、牙齿和
时间，缺一不可，缺一不能形成蛀牙。
简单地说，就是牙齿表面上生活的细
菌会消化分解我们遗留在牙齿表面的
食物，产生酸性物质。牙齿不加以清洁，
日积月累下来，这些酸性物质腐蚀牙
面，导致牙齿内的钙磷流失，继而牙齿
结构破坏，形成龋洞——这就是蛀牙。

不少家长认为多吃糖就会长蛀牙，这有
一定道理，但这个糖，并不是家长认为
的糖果。很多淀粉食物，也会分解产
生糖分，细菌也会分解这些糖分。所以，
不光要限制吃糖果，最重要的就是针对
这以上的四个因素，进行相应的预防工
作，比如有效刷牙，去除牙齿表面的细
菌及残留食物 ; 规范饮食，多吃纤维性
的食物 ; 使用含氟牙膏，及时进行窝沟
封闭，定期涂氟来加强牙齿结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