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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烂嘴角怎么办？
护理注意 ３ 件事
常常见到有的孩子口角一侧或双侧

类、奶类、
新鲜蔬菜、豆类、粗米面等较少，

烂嘴角该如何护理钥

新鲜绿叶蔬菜等。注意让宝宝多喝水，加

先出现湿白， 有些小疱 ，渐渐地转为糜

人体内缺少了维生素 Ｂ２ 容易引起烂嘴角。

１．注意口腔卫生

速体内毒素的排出，促使机体维持良好

烂，并有渗血结痂，这是宝宝口角发生了
糜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烂嘴角。很多人

缺锌：有研究显示，约 １０．６７％的锌
缺乏患儿有口角糜烂或干裂。

认为宝宝烂嘴角就是上火了，于是给吃

传染性口角炎：常为维生素 Ｂ２ 缺

很多降火的东西。但事实上，宝宝烂嘴角

乏的同时由霉菌感染引起。长期滥用抗

不一定是上火，也可能是缺乏某些微量

菌素或患有胃肠道疾病的孩子，也容易

元素。宝宝烂嘴角到底是怎么回事？宝宝

缺乏维生素 Ｂ２ 而得口角炎。

烂嘴角该如何护理？
宝宝烂嘴角的原因院
缺乏维生素 Ｂ：平时吃动物内脏、蛋

饭后应让孩子漱口，睡觉前不要让
孩子吃东西，也不要喝奶，以免食物残渣
留在口腔内，滋生细菌。
２．均衡饮食多喝水

的状态。
３．注意护理
准备一支宝宝专用润唇膏，每餐饭
后，先将小嘴巴擦干净，然后涂一次，到

让宝宝克服偏食习惯 ，多吃含核黄

临睡前再涂一次。如果宝宝口角开裂，引

素丰富的食物、蔬菜和瓜果，如粗粮、豆

起疼痛，可给口角处涂些香油、软膏之

口角疱疹：多由疱疹病毒引起，患儿

制品、动物肝脏、牛奶、大白菜、菠菜、花

类，保持湿润，也可以口服 Ｂ 族维生素，

开始口角皮肤有痒感，继而发红有灼热

菜、苹果、香蕉、梨等。此外还要注意对富

以帮助黏膜恢复。同时注意提醒宝宝不

感。可发生多个小水疱，疱破后结痂，待

含维生素（尤其是 Ｂ 族维生素）、矿物质

要用舌头舔，以防细菌感染或使干裂现

痂皮脱落后自然痊愈。

的食物的补充，如动物肝脏、瘦肉、禽蛋、

象更加严重。

突然变胖？可能只是水肿
你是否遇到过以下情况呢？一夜之

３尧毛细血管壁通透性增高

油、菜油等。这样才能减少水肿的几率 。

无法排出，
就会容易变胖。

间，眼睛肿了，脸也肿了 ，戴的戒指也突

第三方面，同样是由于毛细血管的

２尧饮食结构多元化袁多吃排水利尿食物

４尧
维他命 Ｅ 帮助去除水肿

然变紧，常穿的鞋子突然需要费力才穿

原因，毛细血管壁的通透性增加，使得体

单一的饮食结构极易造成人体某些促

血液循环不好，就很容易引致脚部浮

得下……以上症状都可以称为水肿。
水肿

液循环过程受到阻碍。血管中的活性物

代谢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的缺乏，因此平

肿，含维他命 Ｅ 的食物，可帮助加速血液循

对于女性的美丽来说是大敌，明明不是很

质如组织胺、激肽，细菌毒素都会毛细血

时要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每餐尽量食用

环、
预防腿部肌肉松弛等。含丰富维他命 Ｅ

胖，
但整个人看上去就是胖。
那么为什么有

管壁的通透性增加。炎性病灶的水肿即

５ 种以上的蔬菜，餐外用水果代替零食，
以

的食物包括杏仁、
花生、小麦胚芽等。

些人会水肿呢？
又该如何消除呢？在推荐几

是由于这种原因导致的，血管壁受损的

帮助排水利尿的食物，如薏仁水、红豆、冬

维他命 Ｂ 群加速新陈代谢
５尧

个消水肿的小秘诀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

部位是水肿发生的高危区，血管神经性

瓜、西瓜、
菠菜等为宜。
这些食物都能通过

维他命 Ｂ１ 可以将糖分转化为能量，而

下引起水肿的原因。

水肿就是如此，常见于血管壁有问题的

帮助人体内循环来促进机体代谢，缓解水

Ｂ２ 则可以加速脂肪的新陈代谢，多吃维他

部位。

肿现象。

命 Ｂ 丰富的食物，如冬菇、芝麻、豆 腐、花

４尧淋巴回流受阻

多喝水促进新陈代谢
３尧

生、
菠菜等。

导致水肿的原因
１尧
血浆胶体渗透压降低

６尧
避寒尧
避生尧
避上火

淋巴液的流动是体液循环的一大环

喝水对于瘦身真的很重要，
多喝水可

水肿发生的机
节，
当淋巴循环受到破坏时，

促进新 陈代
以使排泄顺畅；
可以美化肌肤，

寒性、生冷的食物还造成人体质偏寒，

对摄入的蛋白质的吸收不够充分，无法提

率非常大。例如，当进行乳腺癌根治术后，

谢；
可以冲淡胃酸，有效抑制食欲；可以促

从而诱使人体对优质蛋白质的摄取不足，

供身体正常生理活动所需的足够能量。
伴

由于将部分的淋巴结切除了，身体局部的

进排汗、排尿、
排毒；
可以促进排出黑色素。

进一步造成心脏、
肾脏功能不良，影响基础

随有大量蛋白尿产生的人更需要注意，这

淋巴循环受到了破坏，可能会引起侧上肢

是由于肾脏出现了问题。当血浆中的蛋白

部位的水肿。其他一些疾病，
假如使得淋巴

人体中，有 ７０％是水，喝水有助于排

物又会加重代谢紊乱。
因此，易导致上火的

量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血浆胶体渗透

管堵塞或者产生其他的问题，导致淋巴回

毒，
因此多喝水真的很重要。
建议一天至少

坚果类食物以及属寒性的冬瓜、黄瓜、
白萝

压降低，
水肿产生的机率就很大了，而且常

流受阻的话，
常常引起局部的水肿。

身体的毒素
要喝 １５００ｍＬ 的水，
不够的话，

卜等要避而远之。

这种情况是由于营养不良所导致的，

常是全身性的水肿。
２尧
毛细血管内流体静力压升高
由于体液循环中的静脉回流受阻，毛
细血管内流体压力升高，在受阻的相应部

如何消除水肿
以野低冶
为准
１尧清淡饮食袁
造成水肿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饮

位处就会产生积水或者是水肿。肝硬变引

食习惯的重口、
重油。因此，从饮食上预防、

起胃肠壁水肿就是其中之一。另外，
在人的

，要以低盐分、
治疗水肿，首先就要“忌重”

心力衰竭时，产生的腔静脉回流障碍也有

低糖分、
低油分的食物为主。平时少吃浓油

可能引发水肿，而且，也是全身性的。
这是

赤酱、
腌制食物、
煎炸食物，以及含糖饮料。

诱发水肿的第二大方面。

烹调时，最好以橄榄油取代平时所用的豆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 ＨＰＶ 疫苗咨询门诊”
开设全市首家
最近小姐妹见面流行一句话：“到香港

接种预防性 ＨＰＶ 疫苗有必要吗？接种

打 ＨＰＶ 疫苗去吗？”可能很多人会抛出什

预防性 ＨＰＶ 疫苗对子宫颈癌的预防率可

么是 ＨＰＶ 疫苗，为什么要打，打这个疫苗

达 ７０％以上，
还可以预防外阴、
阴道癌和生

安全吗，
什么年龄可以打等一连串问题。

殖器疣。

其实，ＨＰＶ 的中文名称是“人乳头状瘤

预防性 ＨＰＶ 疫苗接种后会出现什么

病毒”。这种病毒的家族非常庞大，有 １００

不良反应？安全吗？接种后局部和全身反应

多个成员，
其中还分
“高危型”和“低危型”
。

通常较轻微。ＷＨＯ 大量数据认为 ＨＰＶ 疫

低危型的 ＨＰＶ 会引起生殖道疣 ，高危型的

苗在预防子宫颈癌前病变和子宫颈癌方

ＨＰＶ 持续感染是导致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的

面，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主要病因。高危型包括 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
３３、
３５、３９、４５、５１、
５２、
５６、
５８、
５９、
６８。
那什么是预防性ＨＰＶ疫苗呢？
ＨＰＶ 疫苗
含ＨＰＶ病毒的主要衣壳蛋白 Ｌ１，
它能自我组装
诱导机体产生特异抗
成类似ＨＰＶ 病毒样颗粒，

什么年龄打比较好？目前我国获准使
用的疫苗接种年龄范围是在 ９－４５ 岁女性，
其中二价 ＨＰＶ 疫苗推荐用于 ９－２５ 岁女
性，四价疫苗推荐用于 ２０－４５ 岁女性。
近日，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开设了“ＨＰＶ

体。目前世界范围内有三种预防性ＨＰＶ 疫苗。

疫苗咨询门诊”，门诊时间为每周三、周五

二价疫苗： 针对ＨＰＶ１６、
１８ 型；四价疫苗： 针对

下午，地点在门诊四楼第二候诊区，致力于

九价疫苗：
针对 ＨＰＶ６、
ＨＰＶ６、
１１、
１６、
１８ 型；
１１、
１６、

帮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 ＨＰＶ，并做出最有

１８、
３１、
３３、
４５、
５２、
５８型。
目前浙江省包括嘉兴范

益的 ＨＰＶ 疫苗接种选择。欢迎广大女性朋

围内仅有ＨＰＶ 二价和四价疫苗。

友前往咨询。

渊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冤

代谢率，
体内多余水分排除不掉。
上火的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