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的鼻黏膜非常娇嫩，

当鼻腔黏膜干燥、鼻腔有炎症或

受到刺激时更易出血。少量鼻出

血对健康危害不大，但鼻子出血

时， 可能会让宝宝紧张大哭，而

大哭会使出血更加严重，因此家

长首先要安抚孩子，使其尽可能

地保持安静，避免哭闹；同时，家

长也要注意稳定好自己的情绪，

以免紧张的情绪感染到宝宝。

然后， 指导孩子先坐下来，

头稍前倾。这样可以大概了解出

血量，也可以避免将血咽入肚子

里，刺激到胃肠道而引起恶心呕

吐等不适，或造成误吸。

接着，家长可用拇指食指紧

捏孩子两侧鼻翼大概

10~15

分钟

左右， 如明确哪个鼻孔出血，直

接压迫出血鼻孔的鼻翼即可。因

为孩子的鼻出血部位多在靠近

前鼻孔的位置，即对应鼻翼的地

方，因此最简捷方便的止血方法

是压迫鼻翼法。

如果采取上述措施后，孩

子鼻出血还是不能止住，或者出

血量较大， 并伴有脸色苍白、出

冷汗、心率加快、精神差等情况，

则应及时送往医院，以便及时找

出出血原因，以免耽误病情。

日常生活中， 家长要注意

给孩子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菜水果，多喝水，尽量

避免吃一些热气上火的东西。天

气干燥的季节，可以在家里放一

些加湿器，并注意让孩子补充水

分。 反复抠鼻子容易损伤鼻黏

膜，家长要教育孩子养成不挖鼻

孔的良好习惯，并养成规律作息

的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提高

身体的抵抗力。

专家提醒家长，等孩子慢慢

长大，鼻黏膜慢慢增厚，流鼻血

的情况也会随之减少。但孩子反

复流鼻血， 也要到医院去检查，

以排除是否存在有鼻炎、鼻腔异

物、鼻腔鼻咽肿瘤或血液病等情

况。

(

记者

何晓燕

)�

孩子流鼻血举手、仰头、塞纸巾并不科学

专家教你正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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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时掌握这个呼吸节奏

能减轻产痛！

若不及时治疗

颜面部脂溢性皮炎严重可呈糜烂性溃疡

分娩疼痛常让不少新手产妇

望而生畏。 产房里，由于熬不住剧

烈疼痛， 有人在产床上翻来覆去，

有人嘶吼大叫，其实并不能有效减

痛。上饶市人民医院产科主任余咏

梅告诉记者，如何帮助准妈妈们提

高顺产率和减轻疼痛呢？

1.

首先是

树立顺产的信息，对分娩的疼痛正

确理解对待，不要惧怕。

2.

孕期控

制好体重增长，定期孕检。

3.

孕期

多参加医院孕妇学校举办的公益

课堂，学习拉玛泽呼吸分娩减痛法

训练及分娩期运动，产时可以减轻

疼痛。

拉玛泽呼吸分娩减痛法，主要

包括神经肌肉控制运动、 呼吸技

巧、体操运动等部分，根据分娩的

不同阶段， 通过调整呼吸节奏、控

制神经肌肉，达到减痛的效果。 孕

妈也可以从妊娠

28

周开始，在丈夫

或计划陪产者的帮助下，练习这个

呼吸法。

廓清式呼吸：产前练习。 在呼

吸训练开始前，首先进行廓清式呼

吸，有助于孕妇放松肌肉，在剧烈

疼痛袭来的“实战”场景中，能够更

好地控制神经肌肉的运动。

胸式呼吸： 进入第一产程，当

宫口开到

2

—

3

厘米时，有些敏感的

产妇已经感到疼痛。此时可采用胸

式呼吸来减痛。胸式呼吸就是普通

的呼吸法，用鼻子吸气，腹部保持

放松。孕妇可以每天练习

5

次，每次

持续

1

分钟，每分钟呼吸

6

—

9

次，相

当于每次呼吸持续

7

秒到

10

秒，速

度平稳，气量均匀。

浅而慢加速呼吸：当宫口开大

到

4

—

8

厘米时，有些产妇已经觉得

疼痛让人无法忍受。 这时可以在完

全放松、目光注视一个定点的状态

下，采用浅而慢加速呼吸来转移对

疼痛的注意力。 呼吸同样采取鼻孔

吸气、经口吐气的方式，随着子宫收

缩增强而加速，当宫缩减缓时则放

慢呼吸节奏。 平时应每天练习

5

次，

每次持续

1

分钟。

浅呼吸： 宫口开到

8

—

10

厘米

时，由于子宫收缩强、频率高，疼痛

会更加剧烈。 郑慧指出，此时应安

慰产妇控制好情绪，采用浅呼吸法

来减痛。呼吸方式应调整为高位呼

吸，喉咙处发音，产妇可微张嘴吸

气呼气，发出“嘻嘻嘻”的声音。 呼

吸的速度要根据宫缩的强度来调

整，宫缩强速度则快，疼痛稍缓则

呼吸随之放慢。

闭气用力运动： 当宫口开全，

转入第二产程时，有些产妇会情不

自禁地用力，此时产妇应在助产士

的指导下闭气用力。大口吸气后闭

气，头稍微抬起看肚脐，下巴前缩，

同时向下用力。要注意憋气用力持

续

10

秒，放松呼气后再紧跟憋气用

力持续

10

秒，放松呼气，用力直到

收缩结束。

哈气运动：在最后关头，很多

产妇会有强烈便意，本能地想要把

胎儿顶出产道。若子宫口还没有完

全扩张而有强烈便意感时，或者当

胎儿的头娩出三分之二时，助产士

会提醒“不要用力”。此时要在助产

士或陪产者的提醒下改为“哈气”，

动作类似小狗喘气， 张大嘴巴，发

出“哈哈哈”的急促喘息声，同时尽

量让身体放松。

（记者

何晓燕

）

孩子流鼻血时

，

很多家长会

拿纸巾帮孩子把出血的鼻子塞

住

，

然后让孩子把头抬起来或把

手举起来

，

以其止血

。

然而专家

指出

，

单纯的举手动作对止鼻血

的效果甚微

；

仰头止血时

，

血向

内流

，

容易刺激胃肠而引起恶心

呕吐等不适

，

出血量大时

，

还可

能会造成误吸

；

纸巾堵塞的压力

通常达不到很好的止血效果

，

未

经严格消毒的纸巾

，

还容易诱发

感染

。

平时多吃蔬果多喝水

压迫鼻翼法是常用方法

近年来，皮肤疾病的发病率

不断增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

极大影响。加之现如今饮食的种

类越发丰富， 饮食太过肥甘油

腻，食糖、脂肪过多、过食辛辣油

腻的食物，这些都是很多皮肤疾

病的病因之一。

近日，家住上饶市稼轩路的

胡先生就因为皮肤类疾病来到

带湖路汽车站隔壁的上饶皮肤

病医院专家门诊就诊。“我鼻子

附近脸上有这个问题大概有一

个多月了， 起初没什么感觉，我

也不怎么讲究， 就没太注意，但

最近实在是痒得厉害，我涂了一

些药，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据了

解，因为以前也得过类似的皮肤

病，胡先生刚开始并没有把鼻子

附近的皮疹当做一回事，直到越

来越严重后，胡先生这才重视了

起来，来到了上饶皮肤病医院寻

诊。经上饶皮肤病医院邱华生院

长诊疗发现，胡先生患的是一种

名为颜面部脂溢性皮炎的皮肤

类疾病。

颜面部脂溢性皮炎是常见

皮肤病脂溢性皮炎中的一类。脂

溢性皮炎， 又称脂溢性湿疹，是

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

多发生在头、面、胸背或会阴部

等皮脂溢出部位，主要表现为红

斑性皮疹，表面附着油腻性鳞屑

或痂皮， 常伴有不同程度瘙痒。

颜面部脂溢性皮炎常由头部蔓

延而来，常累及眉弓、眼睑、鼻唇

沟及胡须区域， 易出现以下表

现： 面部弥漫性红斑、 脱屑；眉

毛、胡须因搔抓而稀少；眼睑受

波及，出现睑缘炎；耳后有糜烂、

潮红和皲裂，可出现脂溢性外耳

炎。脂溢性皮炎的发病可能与皮

脂溢出、微生物、神经递质异常、

物理气候因素、营养缺乏以及药

物等的作用有关。

经过了几个疗程的阶段性

治疗后，胡先生的病情得到了良

好的改善，准备今后听医生的嘱

咐控制饮食，及时就医。 邱华生

院长提醒广大市民：颜面部脂溢

性皮炎严重者可呈糜烂性溃疡，

愈后会遗留瘢痕，泛发而顽固的

脂溢性皮炎更可以是

HIV

感染

重要的皮肤症状， 千万不可忽

视。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有皮

肤类的不适时， 应做到早诊断、

早治疗，如有不适，应当及时就

医。（记者

何晓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