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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遗失启事

特邀专家简介

新华医院派遣专家，现任
新华医院崇明分院儿科执行主
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擅长：各种感染性疾病的
诊治，如反复呼吸道感染，肺部
感 染 ，EB 病 毒 、巨 细 胞 病 毒

（CMV）及流感病毒感染等。

腹泻病是一组由多病原、多因
素引起的以大便次数增多和大便性
状改变为特点的消化道综合征，是
我国婴幼儿最常见的疾病之一。6
个月～2 岁婴幼儿发病率高，一岁
以内约占半数，是造成小儿营养不
良、生长发育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

婴幼儿消化系统发育尚未成熟，
胃酸和消化酶分泌少，酶活力偏低，不
能适应食物质和量的较大变化；婴幼
儿水代谢旺盛，一岁以内每日摄入及
排出的水分占体内总液量的 1/2（成
人为 1／7），对缺水的耐受力差，一旦
失水容易发生体液紊乱。生长发育
快，所需营养物质相对较多，且婴儿食
物以液体为主，进入量较多，胃肠道负
担重。机体防御功能差，婴儿胃酸偏
低，胃排空较快，对进入胃内的细菌杀
灭能力较弱。

寒冷季节的婴幼儿腹泻 80％由
病毒感染引起。夏季细菌感染引起的
腹泻比较多。喂养不当也可引起腹
泻，如喂养不定时，饮食量不当，突然
改变食物品种，或过早喂给大量淀粉
或脂肪类食品。过敏性腹泻，如对牛
奶或大豆（豆浆）过敏而引起腹泻。原
发性或继发性双糖酶（主要为乳糖酶）
缺乏或活性降低，肠道对糖的消化吸
收不良而引起腹泻。气候突然变化、
腹部受凉使肠蠕动增加；天气过热消
化液分泌减少或由于口渴饮奶过多等
都可能诱发消化功能紊乱致腹泻。

强调继续饮食，满足生理需要，
补充疾病消耗，以缩短腹泻后的康复
时间，应根据疾病的特殊病理生理状
况、个体消化吸收功能和平时的饮食
习惯进行合理调整。以母乳喂养的
婴儿继续哺乳，暂停辅食；人工喂养
儿可喂以等量米汤或稀释的牛奶或
其它代乳品，有严重呕吐者可暂时禁

食 4-6 小时（不禁水）。病毒性肠炎
多有继发性双糖酶（主要是乳糖酶）
缺乏，对疑似病例可暂停乳类喂养，
改为豆制代乳品，或发酵奶，或去乳
糖配方奶粉以减轻腹泻，缩短病程。
孩子腹泻后，由米汤、粥、面条等逐渐
过渡到正常饮食。由少到多，由稀到
稠，腹泻停止后逐渐恢复营养丰富的
饮食，腹泻患儿一般不用抗生素及其
他治疗，仅用于细菌感染的病人。补
充微量元素锌，口服补液盐Ⅲ可以预
防和治疗脱水。

腹 泻 病 是 可 以 预 防 的 ，合 理 喂
养，提倡母乳喂养，及时添加辅助食
品，每次限一种，逐步增加，适时断
奶。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乳品

的保存和奶具、食具、便器、玩具和
设备的定期消毒。气候变化时，避
免过热或受凉，居室要通风。感染
性腹泻患儿，尤其是大肠杆菌、鼠
伤寒沙门菌、轮状病毒肠炎的传染
性强，集体机构如有流行，应积极
治疗患者，做好消毒隔离工作，防
止交叉感染。避免长期滥用广谱
抗生素，对于因败血症、肺炎等肠
道外感染必须使用抗生素，特别是
用广谱抗生素的婴幼儿，即使无消
化道症状时亦应加用微生态制剂，
以防止难治性肠道菌群失调所致
的腹泻。轮状病毒肠炎流行甚广，
接种疫苗为理想的预防方法，保护
率在 80％以上。

张庆立

关注儿童腹泻病
春主升发，春季阳气升发，万物复

苏，人体內阳气也开始生发，新陈代谢
增强。医学专家表示，这时泡脚，正是
养生保健的有效措施，可起到防治风
寒感冒的功效。

在足浴盆里，加上生姜 30 克，切
碎，加入 1500 毫升水，煮沸后再加入
凉水，使水温保持在 40℃左右，泡脚
半小时左右即可。生姜辛温，具有疏
风散寒的功效。通过生姜水泡脚，可
有效预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此外，
早春时节，多风多湿多寒，“寒从足下
生”，艾叶煮水，凉至 40℃左右泡脚亦
可防治感冒。艾叶具有散寒除湿、温
经通络的作用。专家强调，风寒感冒
多是受了寒邪，通过泡脚微微出汗，随
着汗毛孔张开，把体内的寒邪逼出体
外，但同时也应注意不能大汗淋漓。
因为人在出大汗时，寒邪在向体外排
泄的同时，也会伤及人体津液，导致气
外泄受损。但糖尿病患者泡脚需谨
慎，应在医生建议下进行。

此外，春季为了防治感冒，可在平
日生活中适当进食葱、姜等辛温发散
之物，保暖取微汗；如属风热型，适当
吃一些辛凉发散的食物如萝卜、芥菜
等，或用薄荷、金银花泡茶；若是流感，
可吃一些清凉多汁的食物，如莲藕、百
合、荸荠等。而感冒期间，肠胃功能不
佳时，宜进食稀粥、面条、米汤，新鲜蔬
菜、水果及富含维生素 C的食物，以补
充由于发热所造成的营养素损失，进
而增强抗病能力。 □ 高媛

春季泡脚
可防治感冒

招生对象：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
招生计划：小班教学，每班最多

招 16人
报名时间：即日起到 4 月 20 日，可

来电或来校报名
说明：登记报名的小朋友将在 5

月 4 日统一进行笔试和面试的选拔，
择优录取，选拔前会短信通知具体
时间和地点。

招生对象：4-16 岁学生
招生计划：小班教学，每班最多

招 6 人，即日起开始报名
报 名 热 线 ：021- 69696018、

15201711958
地址：城桥镇西门路 111 号《小

主人报》

《小主人报》小记者班
招生启事

机器人班
招生启事

明媚的春光吸引着孩子们走出
课堂，投身大自然的怀抱。越来越多
的科学研究证明，春季增加户外活
动、沐浴大自然的滋养，对孩子的身
高发育和视力保健能发挥举足轻重
的作用。然而，春风拂面、花粉过敏
等环境致敏因素成为过敏体质孩童
出行的“拦路虎”，有相当数量的孩子
为此不敢到户外嬉戏游玩，尤其是过
敏性鼻炎患儿。

眼下正是踏青赏春的最佳时节，
但不少家长出于远离过敏原等防病考
虑，不敢带孩子外出，又唯恐孩子整日
宅在家里影响成长，着实左右为难。
日前在中国首个《儿童过敏性鼻炎诊
疗临床实践指南》专家解读会上，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专家建议，每年的3月和9月，在春季和

秋季来临之前，无论过敏性鼻炎是否
发作，家长应带孩子到医院就诊，按医
嘱给予患儿必要的预防性用药，往往
比发作时再治疗效果要好，用药也少。

过敏性鼻炎有很明确的季节性，
常在春秋季节发病。儿童过敏性鼻炎
是儿童极为常见的一种鼻黏膜非感染
性炎性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鼻痒、打
喷嚏、流涕、鼻塞等，严重时可进一步
引发鼻窦炎、过敏性咽喉炎等一系列
并发症，威胁儿童生命健康，为其生活
和学习带来不利影响。“同一气道，同
一种病”的观念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研
究的证实。过敏性鼻炎与支气管哮喘
在多个方面具有相同特征：鼻和下呼
吸道黏膜是一个结构相似的连续体；
具有多种相同的过敏原和触发因素；
具有相同的病理生理学表现，都是以

血清免疫球蛋白 E（IgE）介导的呼吸
道慢性炎性疾病。因而，防范过敏性
鼻炎，对防治诱发哮喘、防治继发中耳
炎等疾病具有深远意义。

儿童过敏性鼻炎患者症状易与普
通感冒混淆，很多患儿在发病后未能
得到及时、有效的诊疗，因而，如何规
范诊治儿童过敏性鼻炎，以及减轻该
病对儿童生活质量的影响就显得尤为
重要。许政敏教授指出，一方面，家长
可以通过病程加以区别，普通感冒一
般 5-7天痊愈，如果打喷嚏、流清涕超
过 2 周 ，就 要 考 虑 过 敏 性 鼻 炎 的 可
能。另一方面，过敏性鼻炎有典型的

“怪腔”，有的患儿因鼻子发痒而经常
做歪口、耸鼻、捏着鼻子等奇怪动作，
不可误以为“多动症”，应及时到医院
就诊。

药物治疗是儿童过敏性鼻炎的重
要治疗手段，第二代抗组胺药是临床
治疗儿童过敏性鼻炎的一线药物，能
有效控制轻度和大部分中重度间歇性
儿童过敏性鼻炎，常见代表药物有氯
雷他定、西替利嗪等。对于持续性发
病的重症患儿，可在第二代抗组胺药
的基础上联合应用鼻用激素。伴有湿
疹、眼部过敏症状的患儿更适用口服
抗组胺药治疗，对合并眼部症状也有
效，但改善鼻塞的效果有限。需要特
别注意的是，儿童用药不同年龄的分
组剂量以及剂型不同，5 岁以下儿童
推荐使用糖浆。

儿童过敏性鼻炎的早期诊断和规
范治疗是患儿获得治愈的关键，家长
要及时更新疾病防治知识，争取良好
的疗效。 □ 魏立

春天到，如何应对儿童过敏性鼻炎

按医嘱预防性用药

鼻炎哮喘“不分家” 教会家长鉴别方法

如何应用药物治疗

（上接1版）坚决摒弃一切不符合生态
岛建设的思想观念，大胆革除一切制
约生态岛建设的机制弊端，彻底改变
一切束缚生态岛建设的管理方式，为
加快崇明发展增活力、添动力。

会议强调，要把握方式方法，切实
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性。要始终
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中问题的多发领域、工作的梗阻环节，

科学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去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
问题。要善于倾听群众声音，树牢宗旨
意识，践行群众路线，精准把握企业的
难点堵点痛点、群众的急难愁盼，推出
更加有效的改革举措，切实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满意度。要科学把握工作节
奏，既要胆子大，敢闯敢试敢担当、敢于
开辟改革发展新路径，又要步子稳，讲

究策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切

实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效性。区
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要牵头抓总，
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有关改革部署
要求，牢牢把准改革的大局和方向，
当好全区改革的“司令部”。各涉改
单位要主动跨前、加强研究，结合崇
明实际做好分管领域的改革任务，当

好具体改革任务推进落实的“指挥
部”。区委改革办要服务好改革发展
全局，对改革的研究评估、统筹协调、
考核问效等工作加强推进，当好全区
深化改革的“参谋部”。

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成员梅
云平、吴召忠、薛红、陈学哲、龚朝晖、
姚卫华、谷继明、郑益川、黄晓霞出席
会议。

（上接1版）深化军民融合组织体系和
工作运行机制，更好地服务于崇明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大局，全面提升新时
代崇明军民融合发展水平。要大力弘
扬双拥光荣传统，持续巩固发展新型
军政军民关系；驻崇部队要积极服务
地方建设，主动对接地方需求；党委、
政府要拿出实在举措，全力做好拥军
优属工作。要深入抓好党建，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在部队落地生根。

会上，黄晓霞宣读 2018 年表彰通
报，乡镇党委书记作党管武装工作述职。

惟改革创新者胜

全面升级创城工作推进水平

（上接 1版）切实解决“细小微实”问
题，补齐工作短板，紧盯同行业先进、
比学赶超。各级干部要继续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做文明的先行者、引领者和
推进者。

唐海龙强调，全区上下必须牢固树

立“一盘棋”思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强化对标
意识、强化社会动员、强化督查考核，不
断汇聚齐抓共管的智慧力量。各乡镇、
各部门、各单位要主动把创城工作的责
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协同作战、合力攻坚。
要经常性对照测评指标体系，主动对
标、找准差距、精准发力，努力实现高水
平创建。要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全社会
关心创城、支持创城、参与创城的良好
局面。区创城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加大

督查推进力度，及时发现问题，找准薄
弱环节，推动补短板、强弱项。

会上，龚朝晖传达 2019 年上海市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胡明华
通报全国文明城区 2018 年度测评及
2019年第一次第三方测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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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党管武装工作
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