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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资讯

刚出生的宝宝不建
议补充奶粉喂养

很多妈妈刚生产完奶水不够，
因为担心宝宝饿着，便会给宝宝冲
奶粉。对此，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分
娩室助产士卢玉娃并不赞同。

“刚出生宝宝的胃，只有一颗
玻璃球大小，容量有限，每次只吃
进去一点奶水就够了。出生7天
后，宝宝的胃会一点点变大，胃口
也逐渐增大，此时妈妈的奶水量会
随之增加。”卢玉娃说。

但一些特殊情况也需要引起
注意。如未满月的宝宝，由于新手
妈妈每天喂奶次数不足八次，或者
每次每侧乳房喂奶时间不足10分
钟，那就要增加哺乳次数或单次哺
乳时长。卢玉娃说，对于满月之后
的宝宝，其吃奶效率会不断提高，
尤其是三个月后，如果妈妈奶水足
够，宝宝一般5分钟就可以吃饱。

通过挤奶量判断宝
宝是否吃饱不科学

很多新手妈妈担心自己奶水
不足，便用吸奶器挤出奶水观察自
己的奶量。如果发现只能吸出几
毫升奶水，就担心宝宝会吃不饱。

卢玉娃表示，这样判断宝宝能
不能吃饱并不准确。“妈妈产多少
奶和宝宝吃了多少奶根本不是一
码事。”卢玉娃解释，奶水并非是事
先产好，而是存在乳房里等着宝宝
来吸食的。有部分奶水是在宝宝
吃奶的时候，边吃边产的。

卢玉娃建议，如果妈妈担心宝
宝没吃饱，可通过大小便、体重、精
神状态进行判断。

“比如新生儿第一次排小便应
该在生后12小时以内，胎粪应该在
24小时以内。5天至7天后，宝宝
应该每天排尿6次以上，尿液无色
或浅色；新生儿刚出生1天至2天
的时候，每天至少排1次至2次黑
色的柏油状胎便，出生3天至4天
的时候，每天至少排3次黄绿色粪
便，出生5天至7天的时候，每天至
少排3次至4次黄色的粪便。”卢玉
娃说，随着月龄增加，母乳喂养的
宝宝几天才排便一次也是正常的。

在体重指标上，新生儿出生后
第一周有5%至10%的生理性体重
减轻，能够在2周至3周恢复到出
生体重。而宝宝吃奶后如果有满
足感，或开心玩耍或酣然入睡，皮
肤有弹性，哭声洪亮，也是精神状
态好的表现。

“如果这些观察指标都是好
的，通常说明宝宝的摄入是良好

的。如果宝宝老是烦躁不安、很虚
弱、哭声也弱、嘴巴干、需要被叫醒
喂奶，则要及时到医院咨询和检
查。”卢玉娃提醒道。

宝宝哭了不一定是
要吃奶

卢玉娃表示，虽然母乳喂养是
一件很自然的事，但要喂养成功，
也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人们常
常将“母乳不足”的原因归咎于妈
妈的奶水不够，却忽略了宝宝含
乳、妈妈哺乳姿势、宝宝自身生理
问题等可能造成母乳摄入不足的
真正原因。

卢玉娃介绍，宝宝含乳正确，
可以充分刺激妈妈泌乳，也能把刺
激出来的乳汁充分喝掉；妈妈的乳
房状况良好，妈妈哺乳姿势正确，
才能在恰当频繁吸奶的情况下，保
证乳汁顺利地移除而不造成涨
奶。她还特别提醒，按需喂养不是
宝宝哭了就喂。“当宝宝表现出饥
饿信号，如张嘴巴、舔嘴唇、吸吮手
指时，才是哺乳的正确时机。”

最后，卢玉娃表示，如果尝试
了所有方法，母乳喂养仍然困难重
重，就需要及时寻求合适的替代喂
养方式了。在12月龄以内，配方奶
是母乳喂养的理想代替品。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通讯员 冯琼

“肝炎到底会不会传染？”“我得
了肝炎，怎样做才能不传染给家
人？”……提到肝炎，很多人谈“肝”色
变，但其实肝炎并没有那么可怕。海
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吴
彪提醒大家，肝炎是可预防、可治疗
的，但是需要加强预防，并提高保健
意识。因为肝脏被称为“沉默的器
官”，其受害性往往被低估，一旦出现
疼痛等不适症状意味病情加重，反复
肝脏炎症活动期，还会进展为肝纤维
化、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

只有部分肝炎会传染

“肝炎是肝脏炎症的统称，是
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肝脏损害
为主的一种疾病，分为感染性肝炎
和非感染性肝炎。”吴彪说，在肝炎
这个“大家族”中，具有传染性的肝
炎多为嗜肝病毒感染所引起的病
毒性肝炎。

嗜肝病毒主要有甲型肝炎病毒
（甲肝）、乙型肝炎病毒（乙肝）、丙型
肝炎病毒（丙肝）、丁型肝炎病毒（丁
肝）等，这类病毒所引起的肝炎是有
传染性的；非感染性肝炎包括自身
免疫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肝、酒精
肝病、药物性肝炎等。

“而在具有传染性的病毒性肝
炎中，真正通过吃饭、握手、拥抱等
途径传染的，只占其中的一小部
分。”吴彪认为，病毒性肝炎由于不
易察觉及有传染性，会造成对肝炎
患者的歧视，但其实了解肝炎之后，
就没必要谈“肝”色变。

越早治疗治愈机率越高

吴彪表示，肝炎能否治愈，关键
在于有无及早就诊。“但大多数病毒
性肝炎患者，早期无明显不适，常不
予重视，待出现不适后就诊，多为肝
炎活动期，甚至发展为肝硬化、肝衰
竭、肝癌。”吴彪曾在临床中遇见过
这样的患者：此前肝功能一直正常，
却被诊断成肝硬化。

这样的病例，在丙型病毒性肝
炎患者中并不少见。人们常说“肝
炎、肝硬化、肝癌”是“肝病三部
曲”。“患者不会按书本理论生病，临
床中有些肝炎病毒携带者终身不发
病；也有一些患者没有发生明显的
肝脏炎症，也没有明显的肝硬化，却
被诊断为肝癌。”吴彪说。

“还有些患者服药后觉得治疗
效果很好，擅自停药，待不适再来复
查时却已经是肝癌晚期。”吴彪提
醒，确诊为肝炎的患者需定期复诊，
反复肝炎活动期易进展为肝硬化、
肝癌等；市民如果检查出肝功能异
常，一定要及时就医。

健康生活防肝病

病毒性肝炎固然需要重视，但
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提高，脂肪肝、
酒精肝等非感染性肝炎也是越来越
多，更应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长
期大量无节制地饮酒可能引起酒精
肝，甚至导致肝硬化、肝癌。值得注
意的是，酒精肝的早期症状不明显，
多数伴有代谢异常，如血脂和尿酸
升高等情况，做肝脏检查如发现肝
脏肿大，就很可能是酒精肝惹的祸。

“戒酒是治疗酒精性肝病的关
键。”吴彪表示，如果仅为酒精性脂
肪肝，戒酒4周至6周后脂肪肝就能
停止进展，最终可恢复为正常肝脏。

“近年来，药物性肝炎发病率有
所上升，这与人们不规范用药、滥用
药物等有很大关系。”吴彪特别强调，
一些肝病患者听信偏方自行服用中
草药，不仅没治好肝炎，反而因药物
导致更严重的肝损伤，加重病情。“药
物进入人体后，需要在肝脏代谢、解
毒。因为药物具有毒副作用，首先受
到损害的自然也是肝脏。”

不是所有肝炎都会传染，但出现肝炎一定要及早治

反复肝炎警惕成肝癌

暑假期间，医院又迎来了牙齿
矫正的高峰期。牙列不齐、龅牙、

“地包天”等牙齿畸形影响的不仅
是孩子的形象，还有生活的方方面
面。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牙齿
不好看可能会让他们羞于和他人
交流，也容易受到他人的嘲笑，久
而久之会产生自卑、自闭的心理。
如果牙齿畸形比较严重，还会给牙
齿功能及全身健康带来危害，比如
影响咀嚼功能和发音，造成消化不
良，带来口腔疾病等。

牙齿排列不整齐、拥挤、牙间
隙太大或者有前牙突出，下颌骨
缩回和“地包天”等骨骼畸形，均
可以通过正畸进行矫治。修正时

间没有固定的年龄限制，通常青
少年患者可在牙齿完全更换后开
始矫正。骨骼畸形（如兜齿、地包
天）可能需要及早纠正。

一般在牙齿矫正初期，正畸
医生需要详细观察矫正的情况，
不断地复查和调整矫正方案，暑
假期间时间充裕，没有繁重的学
业负担，青少年有更多的时间到
医院复诊。

在佩戴矫治器的初期会有一
段适应期，选择在暑期做牙齿矫
正，可以免去第一次戴牙箍面对
同学的尴尬，还可以在家克服说
话不方便、吃饭不舒服、口水多、
口腔溃疡等困扰。

东方市家庭医生成
贫困户“健康守门人”
全市贫困户签约率达100%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文东雅）“平时我
们就入户走访贫困户家庭，做随访测高血压、测血
糖、测血压，看他们病情稳不稳定，关心他们的日常
生活。”日前，在东方市四更镇四中村，家庭医生林
丽花像往常一样，走进了贫困户家里，为他们开展
医疗服务。

林丽花是四中村卫生室的一名医生。作为村
里的家庭医生，她经常进村入户，通过预约就诊、定
向分诊等方式，对病情稳定、依从较好的慢性病签
约患者进行随访，并做好记录，积极为签约健康服
务的村民免费提供医疗服务。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18年以来，东方市不
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
设，狠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为了更好地做好健康扶贫工作，东方市各乡镇卫
生院严格按照健康扶贫工作要求，优先做好重点人群
的签约服务，重点做好老年人、孕产妇、儿童以及高血
压、糖尿病、结核病等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服务。

各乡镇卫生院将所有医护人员分成多个团队，
由乡村医生担任队长，每个团队里配置3名至4名
医护人员。一个团队对应一个村，团队根据所对应
村子的需求做健康教育和慢性病随防。慢性病按
一季度一次做随访服务，其他病视情况而定，一年
至少一次上门随访服务，此外还有一些免费体检等
基础医疗服务。

健康扶贫是一项利民工程，是实施精准扶贫
的有效举措。为此，东方市积极落实健康扶贫“三
个一批”要求，优先推进贫困人口签约，核实农村
贫困慢性病患者，在有条件的地区设计个性化签
约服务包，并结合实际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鼓励有条件地区将基本康复服务纳入个
性化签约范围，同时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
签约服务工作。

东方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对辖区里
所有居民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居民享受到来自
基层卫生院提供的服务，其中包括医生上门随访、
用药指导以及日常的健康管理，让基层群众足不出
户就能享受到便利的医疗服务。

同时，东方市加强家庭医生与二级以上医院专
科医生的紧密联系，为转诊患者建立绿色通道，保
障签约群众基本用药，并合理配备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药品，加快完善与二级以上医院用药衔接，为签
约群众提供便捷服务。

截至目前，全市共组建家庭医生签约团队106
个，共有家庭医生292名，全市签约超过11万人，其
中贫困户签约率100%。

患多种疾病患者等特殊人群
吃药讲究多，专家提醒：

同时服用多种药物
最好咨询医生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谭莹 实习生 邓欣

水的温度对药效有影响吗？吃某种药的时候，
有哪些食物是不能吃的？开了七八种药，应该先吃
哪个后吃哪个？很多人面对医生开出多种药物，会
生出很多疑问。对此，一些医院也开设了药学咨询
门诊，为患者提供用药咨询。

药学咨询门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门诊？海南
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海医二院）药学部
主任王炜介绍，药学咨询门诊是医师门诊服务的一
个延伸，由专业药师直接面对患者，对患者进行药
物咨询、药物重整、优化给药方案等相关药学服务，
如服药的顺序、间隔时间、不良反应、药物相互作用
等，指导患者合理、正确用药。

什么人需要看药学咨询门诊呢？王炜介绍，
其实所有人都可以进行用药咨询，尤其是儿童、孕
妇、哺乳期妇女、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这样的特殊
人群。一般的患者可以咨询药品如何吃、如何保
管、如何应对和处理药物不良反应等，而特殊人群
用药禁忌更多，比如患有多种疾病的患者，往往需
要服用多种药物进行治疗，药师会根据患者使用
药物的具体情况，合并和优化药物治疗方案，“一
对一”精准用药指导，避免药物相互作用和可能产
生的严重不良反应，在用药安全的前提下，发挥药
物更好的治疗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药师
没有处方权，所以药学咨询门诊不管开药，只负责
用药咨询。

暑假，牙齿矫正好时期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不少人在睡觉时会遇到“流口水”
的困扰，但只是觉得有些尴尬，不会觉
得这是一种疾病。三亚中心医院口腔
科副主任医师李艳莉提醒，成年人偶
尔出现睡觉流口水情况属于正常现
象，但若是长期存在则需引起重视。

据了解，人们睡眠时仍有少量口
水分泌出来，起到滑润口腔黏膜、保护
牙齿作用。在特殊情况下，如梦到美
味食物、睡姿不当、睡觉磨牙、睡觉时
张口呼吸等，都会造成睡觉流口水。

“成年人偶尔睡觉流口水属于正
常现象，但如果长期出现这种情况就
要引起重视。”李艳莉说，导致睡觉流
口水主要有7种原因，既包括睡姿不
正确、情绪兴奋过度导致等外因，也可
能是口腔疾病、鼻咽喉部疾病、脾胃功
能虚弱、面神经炎、中风等疾病征兆。

李艳莉介绍，口腔卫生不良、牙
列不齐、牙齿畸形等，都会造成睡觉
时流口水；如果患有口腔黏膜、颞下
颌关节等方面疾病，也会诱发流口
水。此外，鼻炎、鼻塞、咽炎等鼻咽喉
部疾病也会导致睡觉时流口水。

“成年人睡觉流口水，也有可能
是一些疾病的预兆，比如中风。老年

人睡觉流口水，可能是动脉硬化导致
大脑缺氧、缺血而造成的面部肌肉松
弛，加上老年人吞咽能力减弱，因此
会导致睡觉流口水。这种情况要引
起重视，及时检查治疗。”李艳莉说，
在中医方面，成年人睡觉流口水也有
可能是脾虚的表现。

成年人出现长期睡觉流口水症状，
到医院该看什么科？李艳莉说，患者可
以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自我检查，
到口腔科、神经内科、耳鼻喉科、呼吸
科、消化内科、中医科等科室对症治疗。

针对睡觉流口水症状，有什么治
疗方法？李艳莉从调节睡眠姿势、注意
口腔卫生、养成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等方面给出建议：“晚上睡觉时，尽可能
地选择仰卧的姿势，趴着睡、侧身睡都
比较容易流口水；要养成饭后漱口、睡
前刷牙等良好卫生习惯，减少口腔炎症
的发生；睡觉前避免让大脑处于兴奋状
态，尽量在舒适安静的环境下入睡；平
时可吃一些薏米、莲子、山药、扁豆、胡
萝卜、香菇、大枣等食物。”

李艳莉建议，如果睡觉经常出现
流口水的情况，患者要多注意身体，
及时调补，必要时请中医把脉诊治后
用药，避免出现脾虚症状有所好转，
但又出现其他症状的不良反应。

睡觉流口水
多跟这7种因素有关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黄毅 实习生 邓欣

今年的8月1日—7日是第28个世界母乳喂养
周。母乳是婴儿最理想、最安全的天然食物。为保
护、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世界母乳喂养行动联盟
（WABA）将每年8月1日-7日定为世界母乳喂养
周，旨在呼吁世界各国重视母乳喂养对母婴、对家
庭、对社会的重要意义。虽然母乳喂养是一件极其
自然且重要的事，但也有很多技巧需要注意。如何
才能判断通过母乳喂养宝宝能否吃饱？怎样才能更

好地进行母乳喂养？对此，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了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分
娩室助产士卢玉娃。

母乳喂养讲科学，按需喂养有技巧

宝宝一哭不要急着喂奶
关注世界母乳喂养周

肝炎的
主要预防措施

1▶甲肝的预防：防止
“病从口入”，同时注意疫苗
接种，灭活疫苗接种两针
（出生、6个月），保护期达20
年以上。

2▶乙肝预防：因为乙
肝传播的最主要方式是母
婴传播，因此要给新生儿进
行联合免疫，给高风险人群
注射乙肝疫苗，给职业暴露
者注射免疫球蛋白。

3▶丙肝预防：丙肝目
前无疫苗可预防，预防丙
肝，首先要洁身自好，避免
共用注射器等高危行为，高
危人群应主动到相关医疗
机构及早筛查，做到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

4▶丁肝预防：无疫苗
可预防，随着乙肝得到控
制，丁肝亦可控制，治疗可
选用长效干扰素。

5▶戊肝预防：搞好卫
生，加强粪便、水源管理，做
好食品卫生、食具消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