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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儿童的健康和疾病 

тң维护ˡආ۞ઉ!

!

营养۞ۏࢴ!!!!!!!!!!!ᵶ!!!!!!!!!!!!!!!!!!ତ᷏ࠪ!

以上三项是非常重要的「身体防御」，它们可以保持儿童的身体健康，

并加强疾病的抵抗力。 

 

11、12 章提到营养的食物、卫生及预防注射的重要性，父母应详加阅读，

确实地应用来照顾与教导小孩，重点节录如下： 

 

营养۞ۏࢴĈ!

  营养的食物对儿童很重要，应尽可能使他们得到最营养的食物，可使他

们长得好并且不生病。以下是不同年龄的儿童最好的食物： 

 ‧ 前六个月只需ϓ֯Ą 

‧ 六个月到一岁：ϓ֯ι营养ۏࢴт煮熟的麦片、捣烂的豆子、蛋、

肉、煮烂的水果、蔬菜及谷类。 

‧ 一岁以上：小孩饮食可以和̂ˠ᷏类࠹Т，但要ՀкѨ，主食类（如米、

玉蜀黍、麦类、马铃薯、树薯等）及辅助类食物，如第 11 章 111 页所

提到。 

‧ 此外，儿童要一天多餐，以摄取֖ณ食物。 

‧ 父母需要注意营养不良的症状，而且要给孩子所能给最好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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ᵶĈ!

  如果村里、家庭和孩童自己都能保持清洁，他们会比较健康。明白清洁

的重要性，并且教导儿童做到。可遵循第 12 章的指引。以下再强调一些重点： 

 ‧常替孩子洗澡、换衣服。 

 ‧要教小孩在早晨起床时、大便之后、吃饭或拿食物之前一定要洗手。 

 ‧建造厕所并教导儿童使用。 

 ‧在可能有寄生虫（如钩虫）的地方，不要让孩童赤脚。要穿鞋子。 

 ‧教导儿童刷牙，不要给太多糖果、甜点或汽水。 

‧ 把指甲剪短。 

‧ 不要让生病或有溃烂伤口、疥疮、虱子或长廯的孩子和其它孩子一起睡，

或共享毛巾和衣服。 

‧ 如果有疥疮、长廯、寄生虫或其它容易传染的病，要赶快治疗。 

‧ 不要让孩子把脏东西放进嘴巴里，也不要让猫狗舔他们的脸。 

‧ 不要让猪、狗和鸡进到屋子里。 

‧ 只喝干净、煮过或滤过的水，这对于婴孩特别重要。 

‧ 少用奶瓶喂食婴孩，因为奶瓶不容易保持干净。可以改用汤匙和杯子。 

 

!ତ᷏Ĉࠪ

  可以保护儿童避免得到许多危险的疾病，包括：百日咳、白喉、破伤

风、小儿麻痹、麻疹和结核病。 

!!!!!!!    

  婴儿在几个月大时就要接受各种不同的疫苗

接种（12 章 147 页）。小儿麻痹滴剂在出生（最

晚不超过两个月内）就要给，因为在一岁以内最

容易患小儿麻痹。                  

  注意：三合一疫苗（白喉、百日咳、破伤风）

以及小儿麻痹疫苗必须每个月接种一次，连续三

次，一年后再接种一次，才有完全的抵抗力。 

  怀孕的母亲接受破伤风疫苗接种，可以预防

新生儿破伤风（19 章 250 页）。 

 

要确定您的孩子接种了所有他们需要的疫苗。 

̈ˡ౫⛕ࠪ!

这样ઇ!

Ξ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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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ˡආ۞ј长ǕǕͽ̈́Ķˡආઉ记录ܑķ!

健康的儿童会稳定地成长，如果儿童吃了足够的营养食物，而且没有严

重的疾病，他的体重会每个月增加。 

 

 

 

  儿童的体重如果增加速度不如预期、不增加或甚至反而

减少，这就表示不健康。他可能吃得不够，或有严重疾病。

所以要检查儿童是否健康或得到足够的营养食物，最好是每个月量体重，看

他是不是正常增加体重。如果儿童每个月的体重都记录在「儿童健康记录表」

表上，那就很容易看出他是否正常地增加体重。以便及早发现问题及早治疗。

˭页ߏ个标ࣞ۞Ķˡආઉ记录ܑķ。剪下来或影印来使用，其它较大的卡

片亦可由名为“便宜教具”之机构取得，已由各地卫生单位译为各种不同语

言的版本。 

  妈妈如果能为五岁以下的孩子准备一份「儿童健康记录表」表，那是再

好不过的了。如果附近有医疗中心或五岁以下孩子的健儿门诊，妈妈应该每

个月带孩子去检查、量体重，保健员会解释表的用法。记录表最好能放在塑

料袋里保存： 

 

ҋט۞!

你可以用木头或竹竿做一根横梁，按下图挂上

两个钩，把两个一公升装的桶子装满水，一个挂在

婴儿的位置，在秤的另一端挂上第二个桶，于正

好达到平衡的位置标上一公斤的刻度，以此类推，

得到二、三…公斤的刻度，在刻度间均分就可得

到 200、400、600、800 克的刻度位置。 

!!

!

!

!

 

!

!

 

长得好的小孩就是健康的 

ۡତ记录۞ĈΞϤņܮ

ܢĞפĞUBMDğŇିآ

录ˬ 53: 页ğ!

Ϡ长ѡ线图

ĂࢬдЬ߅

Ξͽۡତд

图˯标记Ă婴

!ࢦᩄ۞ޅ

!

尽ณତ

ޅĂ婴ࢬгܕ

Ξਕ会ُ!

̶开约 6 ̶̳۞两个钓钩!

钓钩˯߅着͎ޘג!

˘̳͎۞横ୖ!

Ξொ动۞ۏࢦ!

Ğ约˘̳͝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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ˡආઉ纪录ܑ!!!Ğௐ˘ࢬğ!

 诊ٙ!!!!!!!!!!!!!号码!
շ!ˡආ۞ЩфĈ!
̃!

Ϡ͟Ĉ! Ϡ时۞ᩄࢦĈ!
!

妈妈۞ЩфĈ!
顾۰Ğܧ妈妈时ğĈ!
!ЩфĈ۞یی
гӬĈ!
!
ϓ亲അ᪨θ۞Ѩ数!
!ࡩ   Ѫ产Ĉ   ࡩ   产Ĉ߿
给长۰̈́导员Ĉ!

询问母亲以下问题，如有必要可以给予儿童特别
的照顾（请选是或否） 

婴儿出生时是否少于2.5kg------ 否 是 
这胎是双胞胎？--------------- 否 是 
喂牛奶吗？------------------- 否 是 
母亲是否需要更多家人的支持？- 否 是 
其它兄弟姊妹也曾重量不足吗？- 否 是 
有其它理由需要特别照顾吗？-- 否 是 

例如：肺结核、痲疯病、社会问题 
记得讨论 2胎之间的距离 

 

 

 
疫苗种类 注射日期 
卡介苗  

第一剂 
第二剂 
第三剂 

小儿麻痹 

第四剂 
白喉 第一剂 
百日咳 第二剂 

三合一 

破伤风 第三剂 
麻疹  
母体破伤风类毒素 第一剂 
 第二剂 
 第三剂 
 

口服补充液 

使用    

 教导    

 访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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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ޅѡ线来˞ྋ࠻

۞Ϡ长!

 
小孩长得好 

 

危险 

体重没增加 

查查为什么 

 

极度危险 

体种减轻，可能病了要额外照顾 

 
 
在此表上注明： 
任何病痛，例如腹泻、麻疹 

 

入院 

吃固体食物 

停止母奶哺乳 

下个孩子的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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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2/!方形纸的一
边要对正孩子
体重的公斤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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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ңҿ读Ķˡආઉ纪录ܑķ!

表上的两条曲线就是孩子健康

时体重上升的方向，称为“健康之路”。 

把每月及每年孩子的体重作标

标记连成一条线。大部分健康孩子的

曲线，要走在这两条曲线中间，因此

这两条线中间的区域就称为『健康之

路』。如果体重的曲线每月稳定地上

升，而且方向与两条曲线一致，就表

示孩子是健康的。 

营养充足健康的孩子通常在下面所列的时间开始坐、走路和讲话。 

ઉ҃营养։р۞ޅආ发ֈܑĈ!

!!      !

  

̙ϡԬΞ

ҋ̎ӱ!

̙ϡԬΞ

֕ȈՎ!
单

ൺ词!

7�9

23�27 22�29 ͡! 4岁

ઉ҃营养։

р۞ޅආᩄࢦ

稳ؠгᆧΐĂ

۞ᩄࢦ点རд

ĺઉ̝ྮĻ

̚Ą!



 303 
营养虚弱的孩子其健康表如下，体重曲线在『健康之路』下面，曲

线不规则而且不太上升。表示孩子的情况愈来愈不好。 

  

体重不足或营养不良的儿童发育表： 

上表表示孩子体重严重地不足，可能因为营养不够，也可能有慢性病，

如：肺结核或疟疾，或是两者都有。υ须૱Ы营养۞ۏࢴ，检查相关的疾病

且经常接受保健员的检查，直到体重增加恢复正常。 

，点Ĉ注意体重曲线的变化，曲线变化可详细告诉我们孩子是否健康的成长ࢦ

如下两表说明。 

 

这显ϯ̄ޅ۞ᩄࢦдϒ૱
̝˭Ă҃ͷдܕˤ个͡
!д减轻Ąౌࢦᩄ۞̄ޅ̚

П险Ċ这个̈̄ޅᩄࢦ无ځ显ᆧΐ!

这张点线图显ϯᩄ

线虽д两条ѡ线ࢦ

̚Ăҭ̈̄ޅѣрˤ

个͡ᩄࢦ无ځ显ᆧ

ΐĄ!

։рĊ这个̈ޅ۞ᩄࢦᆧΐځ显!

这̄̄ޅ۞点线图虽

རд两条ѡ线̝˭ĂҭՏ

个͡ౌѣᆧΐ۞趋势Ăܑ

ϯ̈ޅϠ长։рĄѣֱ̈

双亲ͧ较娇̈Ăٙޅ ͽ̈

!。会ͧπӮ娇̈˘点˵ޅ

݆͎ݾϩĂ̟ڟ线٧๎

!Ρ长Ąڟ˅

!

Ё!

ˉ݆Ρ长ՊЁ!

!

!

Ϡ险!

ᨅࡧ没Фᅨ͑Ĉ!

Ӳ͎ࢨϰ!

!

!

ۨલϠ险!

丧Ͷᨅࡧ!

͟ΡॾĈ!

ᄯࡌ额ʹັ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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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ݭ۞ˡආઉ记录ܑĂ显ϯ̄ޅј长۞过!

这婴݆ϵ܉˲个̢
ᅨࡧશф̸ᨅݞ
ЁĂϰ为͂ݞુ͑
ϬΔĄ!

! ϵ˲个̢˃时Ă妈妈ʬ
᪨ʟĂؚ ̥̾ϬΔ
Ăͫ ϬʙղΝнַн
饭Ă͂ڟᨅࡧ˚ϔᅨ
͑Ą!

! Ȉ个̢时Ă开ז长ೈ
༜泻Ăᨅࡧ减轻Ă变
!ᇵࣵĄݞુ

!Ȉʭ个̢˃时Ă妈妈
ڟ给͂营养ཾڣ
开ࡧĂᨅؒࡌࡧڟڐ
ᅨ͑Ą֗两岁时Ăז
͂ː经ϱ Ķ֗શ˞
ķʟĄ!

!

!!!

!!!

!!!!!

!!!!!

!!!!!

 

 

 

 

 

 

 

 

 

 

 

 

 

 

 

 

 

 

 

儿童健康记录表是非常重要的，当你正确的使用它时，它可以帮助母亲

知道何时她的小孩需要更多的营养食物、或特别的照顾。它也帮助保健员更

容易了解孩子以及他的家庭，有何需要，并且也可以帮助一位母亲知道她做

的非常好。 

ϓ֯
ࣲֈ!

ಇࢴ
̙։! ٛև̄!

ᩄࢦᆧΐ͌!

ಇࢴ
։р!

ᩄࢦᆧΐк! ᩄࢦ减轻!

ᩄࢦᆧΐ!

̱个͡断֯! Ȉ个͡时开ؕ
ٛև̄!

Ȉˬ͡时开ؕ
给营养ۏ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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ˬă̄ޅઉ问题۞Ჺ习!

在本书前几章讨论过的疾病会在孩子身上发现，在此简单复习一下常见

的问题，要更清楚知道各问题的信息，请看指示页数。 

特别照顾及新生儿问题看 19 章 270-275 页及附录四 405 页。 

注意：儿童的疾病变化很快。往往数天到数周才会使一个成人严重伤害或致

死的病，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就会使小孩死亡。所以注意疾病的早期征

候并且马上处理非常重要。 

营养̙։۞̈ޅ!

许多孩子营养不良是因为他们吃不饱，但有些则是因为他们吃了太多富

含水与纤维的食物，如：玉米、米饭、树薯或芋头，很快的把肚子填饱，但

却缺乏建构和保护身体的食物，如：牛奶、蛋、肉、豆、水果和蔬菜，和某

些重要元素像维他命Ａ（16 章 226 页）或碘（11 章 130 页）。 

对儿童食物需要更完整的讨论，请看第 11 章，特别是 120-122 页。 

 

两个营养̙։۞̈ޅ!

!

!!

!!

!

 

轻۞! 严ࢦ۞!

༣̈!

!

ᩄࢦ轻!

!

̂և̄!

!

ჿޝొ͘ሴ!

ᩄࢦ轻Ğܐഇ

ΞਕЯ为ͪ

肿҃ᩄࢦᆧ

ΐğ!

!

ϩ肤˯ѣโ

点、脱ϩٕ长

疮 !

!

脚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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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良会引起儿童许多的问题，包括： 

轻۞!

．生长缓慢 

．肚子胀大 

．身体瘦弱 

．食欲不振 

．无力 

．苍白（贫血） 

．想吃土（贫血） 

．口角溃烂 

．常常感冒或感染 

．夜盲 

严ࢦ۞!

．体重增加缓慢或没有 

．脚肿（有时脸也肿） 

．皮肤有黑点、淤伤或脱皮的伤口 

．头发变细、掉头发 

．不爱笑、不爱玩 

．口内溃烂 

．智力不能正常发展 

．干眼症 

．瞎眼（16 章 226 页） 

 

 

  「湿性」和「干性」营养不良的比较及它们的原因和预防，请参看 112、

113 页。 

  营养不良的症状常常在急症后，如拉肚子或麻疹之后出现。生病或康复

中的孩子比没有病的孩子更需要营养的食物。 

 

 

 

 

 

ٛև̄൬়ĞՀ详细资फ़请࠻ 24 ౢ 264.271 页ğ!

  对孩子而言，拉肚子最大的危险是脱水，就是体内失掉太多的液体，如

果呕吐会更危险，这时要补充水份（13 章 152 页）。 

  如果孩子吃母奶，可以继续ࣲಇϓη，但同时也要补充水份。 

  第二个重大的危险是营养不良，所以只要可以进食，就尽ԣ给营养۞

 Ąۏࢴ

发烧Ğ21 ౢ 86 页ğ!

  发高烧（超过摄氏三十九度）容易引起很小的孩子抽筋或脑部伤害。这

时要赶快降低体温，把小孩的җڇ脱ଫ，如果他一直哭或看起来精神不错，

再给他正确剂量的退烧药如 Bdfubnjopqifo或 ibuprofen（见 380 页）以及大

量的水分。如果小孩的身体很烫和颤抖，可以帮他洗个温ͪ፦Ğܧҽͪğ̈́

☠☠风Ă使他凉快，也有助于散热。 

请给孩子充足的食物，最好包含能够建构 

和保护身体的高营养食物，如：牛奶、蛋、 

肉、鱼、豆、水果和蔬菜，以预防和治疗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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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筋（24 章 289 页）!
  儿童抽筋的主要原因有：发高烧、脱水、

癫痫，以及脑膜炎。如果发高烧，要马上先退

烧（10 章 76 页）。注意看有没有脱水（13 章

151 页）或脑膜炎（14 章 185 页）的现象。没

有发烧或其它征候而突然发作的抽筋可能是癫

痫，特别是发作间小孩都好好的，就更可能是

癫痫（13 章 178 页）。如果先牙关紧闭，之后

全身才变得僵硬，可能是破伤风（14 章 182 页）。 

脑ቯ25）ۆ ౢ 296 页）!
  这种危险的疾病可能来自麻疹、腮腺炎，或其

它严重疾病的并发症。妈妈有肺结核的孩子可能会

得到结核性脑膜炎。孩子看起来病得很厉害，头向

后仰，颈子僵直无法向前弯，身体有奇怪的动作（抽

筋），这样的孩子可能有脑膜炎。 

贫ҕ（22 ౢ 235 页）!
小孩子常见的征候： 

．苍白，特别在眼睑内、牙龈以及手指甲部位。 

．虚弱，容易疲倦。 

．喜欢吃土。 

常见的原因： 

．食物中缺乏铁质（11 章 124 页）。 

．慢性肠道感染（12 章 145 页）。 

．钩虫（12 章 142 页）。 

．疟疾（14 章 186 页）。 

预防及治疗： 

．吃富含铁质的食物，如：肉、蛋、豆、花生、以及深绿色蔬菜。 

．治疗造成贫血的病因---在钩虫盛行的地方，不要赤脚走路。 

．如果怀疑是钩虫，就要收集儿童大便请保健员检查，一旦发现有钩虫卵

就要治疗（附录一 374-376 页）。 

．可以的话，可口服铁剂（硫酸亚铁，附录一 393 页） 

 
注意：请勿给幼儿整颗铁剂的药丸，以免中毒。可以用

滴剂或磨成粉加在食物中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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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内ϠҔĈ!

家里一个孩子有寄生虫，全家都要接受治疗。为预防寄生虫感染，小孩必须： 

．注意清洁的原则（12 章 133 页）。 

．使用厕所。 

．不要赤脚。 

．不要吃生的或未煮熟的肉。 

．只喝煮过或干净的水。 

 

ϩ肤۞问题Ğ见ௐ 26 ౢğ!
!Ĉ߁૱见۞ϩ肤ঽΒޅ̈

．疥疮（15 章 199 页）。 

．感染的疮或脓痂疹（15 章 201-202 页）。 

．癣或其它霉菌感染（15 章 205 页）。 

ᵶࣧ则Ğ23ౢࢬ˭ຍڦ预֨ϩ肤ঽĂ请 244 页ğĈ!

．常为孩子洗澡或除虱。 

．控制臭虫、虱子及疥虫。 

．有疥疮、虱子、霉菌感染或脓疮的孩子不要和其它孩子一起玩耍和睡觉，

而且要及早治疗。 

 

红ீĞ结ቯۆğĞ27 ౢ 32: 页ğ!
  用清洁湿布擦拭眼脸一天数次，且在眼睑内

点抗生素药膏一天四次。有结膜炎的孩子不要和

其它孩子一起玩耍和睡觉。过了几天如果还没好

就要去找保健员。 

 

伤风及感冒（24 章 274 页）!
  流鼻涕、轻微发烧、咳嗽、常常喉咙痛，有

时拉肚子，这是小孩常有的感冒症状，并不严重。

多喝水、给点 acetaminophen 或阿司匹林治疗，让

孩子多休息。营养的食物和大量水果可帮助孩子

预防伤风感冒并且及早复原。 

  盘尼西林、四环素及其它抗生素对感冒或伤

风没有好处，也不需打针。 

  小孩如果感冒得很严重，发高烧、呼吸浅而快，可能得了肺炎（13 章 171

页），这时候要用抗生素，也要注意有没有耳朵感染（见下页）或链球菌咽炎

（21 章 3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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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ăι关˷ˡආ۞ઉ问题!
!

҅ѧ൭҅ѧ发ۆĈ!

  小孩常有耳朵发炎的情形，往往在感冒或鼻塞后几

天发生。这时会烧得更高，小孩会哭闹或用手抓耳朵，

有时看到耳朵里有脓。婴孩的耳朵发炎有时会吐或拉肚

子，因此如果小孩拉肚子而且发烧，一定要检查耳朵。 

治疗： 

．早期治疗非常重要。可用盘尼西林（penicillin，附录一 351 页）或

co-trimoxazole（附录一 351 页），三岁以下的孩子用安比西林（Ampicillin，

附录一 351 页）治疗较有效，同时要给 acetaminophen 止痛。阿司匹林亦

可使用，但比较不安全（附录三 379 页）。 

．用棉花小心地把脓清掉，但不要在耳朵里塞棉球、树叶、木棒或其它东

西。 

．耳朵流脓的孩子仍必须常洗澡，但不可以游泳或潜水，直到完全恢复后

两个礼拜。 

预防： 

．教导孩子在感冒时不要用力擤鼻涕，只要擦鼻涕就好。 

．不要用奶瓶喂。如果要，也不要让婴孩躺着喝，因为牛奶容易跑进鼻子

里引起耳朵发炎。 

．孩子的鼻子如果塞住，可用盐水滴入，然后把粘液吸出来（如 13 章 164

页的说明）。 

҅发ۆ：!

  要知道耳道是否发炎，可以轻轻地拉一下耳朵，如果会痛表示耳道发炎。

这时可以点醋水（一汤匙醋加一汤匙开水），一天三或四次，如果有发烧或流

脓，还要加上抗生素。 

 

喉咙痛和扁桃腺发炎：!

  这些问题常常跟感冒一起发生，喉咙泛红，吞

东西时会痛，扁桃腺（喉咙后面的两个淋巴腺结，

一边一个）肿大而且会痛，有时流脓，可能会烧到

摄氏四十度。 

治疗： 

．用温盐水漱口（一杯水加一茶匙盐）。 

．吃 acetaminophen 或 aspirin 止痛。 

．如果突然开始发烧疼痛或持续超过三天，请看

下面。 

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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ಘ咙൭风湿热۞П险Ĉ!

  感冒引起的喉咙痛不应该使用抗生素，用了也无效，用盐水漱口及

acetaminophen 或 aspirin 治疗就可以。但有一种喉咙痛──称为链ෂّಘ咙

൭---必须要用盘尼西林治疗。最常发生在孩童或青少年，通常是突然严重的

喉咙痛和发烧，没有感冒或咳嗽的征候，口腔后部和扁桃腺变得很红，下颔

或颈部淋巴结变大而且压了会痛。 

  要用盘尼西林（附录一 351 页）十天，及早且完全的治疗可以减少合并

风湿热的危险。患了链球菌性喉咙痛的小孩要和其它人分开吃、睡，以防传

染。 

风湿热ĈĞSifvnbujd!Gfwfsğ!

  好发在孩童和青少年，通常在链球菌性喉咙痛之后一至三星期开始。 

فĞ૱Ϊѣ̚۞ˬٕα᷏会现ğĈ!

．发烧。 

．关节痛，特别是手腕、脚踝，然后膝盖和手肘也会影响。关节肿大、热

而红。 

．皮下有红色曲线或肿块。 

．严重的病人会有虚弱、喘不过气，

或心脏痛的情形。 

治疗： 

．如果怀疑有风湿热，要赶快去找

保健员，因为心脏有受损的危险。 

．大量服用阿司匹林（附录一 380 页），十二岁的孩子可以一天吃六次，

一次吃二至三粒三百毫克的阿司匹林，最好和牛奶或少量食物一起服

用，以避免胃痛。若有耳鸣现象可吃少一点。 

．服用盘尼西林（附录一 351 页）。 

预防： 

．预防风湿热要及早治疗链球菌性喉咙痛，使用盘尼西林十天。 

．得到风湿热的小孩要预防再发作，以免增加心脏的损害。必须在喉咙痛

时服用盘尼西林十天。如果已经有心脏的损害，就要规律地服用盘尼西

林或每月注射一针 benzathine penicillin（附录一 353 页），可能须终生使

用。请按照有经验的保健员或医师的建议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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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ˡආ۞传ߖঽ!

ͪ൰：（!Dijdlfoqpy）：!

一种轻微的病毒感染。接触患病的孩子两三个礼拜后发病。 

征候： 

 

 

 

 

 开始时有些会痒的小红点出现，然后变成小水泡，最后形成痂皮。通常

由身上开始，然后到脸上、手臂和腿上。同时会有斑点、水泡和痂皮出现，

发烧通常不高。 

治疗： 

  一个礼拜会痊愈，每天用肥皂和温水洗澡。可用毛巾浸在煮过且滤过的

燕麦粥水中，敷在患处止痒。把指甲剪短。如果痂皮发炎，要保持清洁、热

敷，并涂上抗生素药膏。避免小孩搔抓皮肤。 

༏ৃĞȗfbtmftğ!

  一种严重的病毒感染，营养̙։۱结८۞̄ޅপ别П险Ą接触病人十

天后开始有感冒的症状—发烧、流鼻涕、眼睛红和咳嗽。

孩子会病得愈来愈重，口腔会很痛，可能拉肚子。两三天

之后，嘴里会出现一些盐粒大小的小白点，再经过一、两

天皮肤疹子就出现了，先从耳朵后面及颈部开始，再来是

脸和躯干，最后是手臂和腿。皮肤疹子出现后，小孩开始

觉得舒服一点，疹子约持续五天。有时发生皮内出血点（称

为黑痲疹）表示很严重。最好找医生看。 

 

治疗： 

．卧床休息，多喝开水，吃营养的食物，固态食物若吃不下，可以喝点液

体如汤，如果不能吸母奶，可以把母奶放在汤匙中喂（11 章 120 页）。 

．若可能补充维他命Ａ，以预防眼睛受伤害。 

．有发烧不舒服，可服用 acetaminophen （或 aspirin）。 

．如果耳朵痛，要用抗生素。 

．如果有肺炎或脑膜炎的症状，或耳朵、胃剧痛，请找医师看。 

．如果拉肚子，给予补充水份的口服液和盐份（13 章 152 页）。 

红点 

!ڽͪ

ৄ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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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疹的预防： 

  患痲疹的孩子必须和其它孩子隔离（甚至包括家里的兄弟姐妹），营养不

良、肺结核或患慢性病的小孩需特别的保护。邻居的孩子不要到痲疹患者的

家里去。痲疹患者家的孩子虽然还没有被感染，也要观察十天，这段时间不

可出入学校或公共场合。 

 

 

 

 

ᇇ国౫ৃ!ĞHfsnbo!Nfbtmft-!Svcfmmbğ!

  德国痲疹不像麻疹那么严重，只持续三至四天，疹子很轻微，通常头、

颈部后面的淋巴结会肿大，且按下去会痛。 

  患病的孩子必须卧床休息，需要时可服用 Acetaminophen 或 ibuprofen。 

  怀孕的妇女如果在头三个月内得到德国痲疹，可能会生下畸型儿，因此

尚未或不确定得过德国痲疹的孕妇应该要远离患童。没有怀孕的女性可以试

着先被感染以产生抗体。有疫苗可以预防，但不一定能取得。 

 

མཛྷۆĞNvnqtğ!

  接触病人两三个礼拜后开始出现发烧，张口或吃东

西时会痛的现象，两天内，在耳朵下方，下颚角的位置

会出现软的肿块，常常从一边开始再到另一边。 

治疗： 

  肿块约十天自动消失，不需要吃药。如果有发烧或

疼痛可用 Acetaminophen 或 ibuprofen。喂食孩子柔软且营

养的食物，且保持口腔清洁。 

并发症： 

大人或十一岁以上的孩子，在第一个礼拜之后，可能会肚

子痛、睪丸（男性）肿。如果有这些症状要安静休息，用

冰袋或湿冷的毛巾敷在患部，来减少疼痛和肿胀。 

  如果有脑膜炎的症状（14 章 185 页），要找医师治疗。 

预防小孩因麻疹致死，要让孩子营养充足， 

并在十二到十五个月大时，接受麻疹预防接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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Ѻ͟ݜĞXippqjoh!Dpvhi-!QfsuvttjtğĈ!

接触到病人一两个星期后发作。开始时像感

冒，会发烧、流鼻涕、咳嗽。 

两个礼拜后出现剧烈咳嗽，会不须换气的连

续咳好多次，直到咳出一口浓痰，最后大大的吸

一口气发出呼呼声。咳嗽时，因为缺氧，嘴唇和

指甲会发绀。剧烈咳嗽之后可能会呕吐。没有咳

嗽时孩子看来好好的。 

百日咳通常会持续 3 个月或更长一点。 

百日咳对˘岁ͽ˭۞̈ܧޅ૱П险，因此要

早一点作预防接种。小婴孩不会有典型的百日咳症状，所以有时很难确定。

在一个仍有百日咳感染的地区，如果一个孩子咳得很厉害，眼睛有点浮肿，

请马˯当үѺ͟ڼݜ疗Ą 

治疗： 

．抗生素只在早期（发生典型的剧烈咳嗽前）使用才有效，可使用红霉素

（erythromycin，附录一 355 页）或安比西林（Ampicillin，附录一 353 页）。

氯霉素（chloramphenicol）亦可，但副作用比较大。六个月以下的婴孩

更应及早治疗（婴儿剂量请见附录一 358 页）。 

．严重的百日咳，用 phenobarbital（附录一 389 页）会有帮助，特别是咳

嗽孩子不能睡或引起抽筋时。 

．如果小孩咳到不能呼吸，试着让他趴下来，用手指帮他把嘴巴里的黏痰

挖出来。并用手掌拍背排痰。 

．要避免体重减轻和营养不良，孩子需要营养的食物，在呕吐后还是要尽

量吃、喝一些。 

并发症： 

  咳嗽有时会引起眼白出血，这不必治疗（16 章

224 页）。如果有抽筋、肺炎（13 章 171 页）的症状，

就需要找医师看。 

 

 

!
!
ϨಘĞEjqiuifsjbğĈ!
   开始时像感冒一样，会发烧、头痛、喉咙痛。在喉咙、鼻子或嘴唇会形

成一层黄灰色膜，小孩的颈部会肿大，呼吸的味道很不好闻。 

保护孩子不要得百日咳，注意在 

2 个月、4 个月及 6 个月要接受预防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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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ڍҰ᪨Ⴗ̈ޅ˞ϨಘĈ!

．卧床休息，但要隔离。 

．赶快找医师来看，有白喉抗毒素可用。 

．给予盘尼西林，一粒四十万单位，大孩子一天三次。 

．用温水加一点盐漱口。 

．常常或持续呼吸热蒸汽（13 章 168 页）。 

．如果孩子开始窒息或发绀，可以用纱布包住手指，试着移除喉咙上的薄

膜。 

白喉是危险的疾病，但可使用疫苗预防。 

!预֨ତ᷏Ąצତ̏̄ޅ۞让ଋؠ①

̈ˡ౫⛕!ĞJogboujmf!qbsbmztjt-!qpmjpnzfmjujtğĈ!

  最常发生在两岁以下的孩子。是一种病毒感

染。开始时像感冒，发烧、呕吐、腹泻、肌肉酸

痛。有时几天内就完全康复，但有时身体一部份

会没有力量或麻痹，常见于一只脚或两只脚。麻

痹的肢体会越来越瘦小，因不像健康的肢体长得

那么快。 

治疗： 

  一旦麻痹，尚无药可治。有时，失去的力量

会慢慢恢复过来。抗生素没有效。可以用

acetaminophen 或 ibuprofen 来止痛，也可用热水袋

在疼痛的肌肉上热敷。 

  让小孩维持在舒适的姿势，且避免肢体挛缩。

轻轻将其四肢拉直，尽量让小孩躺平。在膝盖下

面垫个东西可以减轻疼痛，还是尽量让膝盖放平。 

预防： 

1. 预防注射是最佳的保护（12 章 147 页）。 

2. 疑似小儿麻痹的患者，千万不要随便注射药物，虽然注射引起的刺激

造成麻痹的可能性极小，但是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要随便注射。 

3. 尽可能哺喂母乳，因可保护小孩抵抗感染，包括小儿麻痹。 

 

  注意孩子是否接受小儿麻痹预防接种。 

在第二、四、六个月大时，口服小儿麻痹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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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麻痹的孩子必须吃得营养食物，且要

多运动，以增加正常肌肉的力量。要尽可能帮

助孩子学习走路，如图可先固定两根竿子作支

撑，之后可以做一些拐杖，以及支架、助行器

等使其移动更方便，并防止肢体变形。 

 

тңטү简单۞٫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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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ď婴ޅϠ来ಶѣ۞问题 

髋关节脱ҍ!ĞEjtmpdbufe!Ijqğ!

有些小孩一出生来就有髋关节脱臼的问题—大腿骨在髋关节处脱出。早

期治疗可以预防持续性的伤害和跛腿。因此小孩出生后约十天，应检查髋关

节是否脱臼。 

Ǭą ͧ 较两ჿĂтڍ˘侧۞髋关节脱ҍĂ会ѣ

т˭ଐԛĈ!

!
д脱ҍ这˘侧Ă̂ჿ会ొ̶盖ҝ֗ᩄ这个ొҜĄ!
!
ѩ处Զ纹较͌Ą!
!
这脚较ൺĂٕШγ转ј˘个ޘ֎۞َ؈Ą!

!

3/Թҝ两脚Ăԯተ盖弯

来Ăည这样：!

Ьԯ两ተ盖̶开Ăည

这样：!

!

!

当两ተ盖̶开时Ăтڍ

˘边ΙҝĂٕ发Ιລ

˘声Ăܑϯѩ侧髋关节

脱ҍ˞Ą!

治疗： 

把婴孩的膝盖抬高且分开： 

Ξֹϡрˤ层ԌοĂည

这样：!

当̄ޅჂ觉时ĂΞ

ͽϡ别针别ј这

样：!

ٕ这样：!

!

 

 

 

 

有些地方的妈妈们背着孩子，使他们的脚分得很开，就不需要其它的治

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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և脐ۛᦪĞVncjmjdbm!IfsojbğĞև脐ࡎğ!

ည这样և脐ѣ点ࡎ

没̦˴关րĂ̙ ϡЫ药

˵̙ϡڼ疗ĂԯҗڇՁ

紧ٕཕ带绑紧˵̙会

ѣϡĄ!

!

ӈֹည这˴̂۞և脐

ۛᦪ˵̙П险Ă ૱ҋ

̎会ԼචĄтڍ过̣

岁还ѣĂΞਕᅮ͘

术Ă请Ա医师࠻Ą!

༝˱肿̂Ğ阴ᝃͪ肿 Izespdfmf ٕۛᦪ Ifsojbğ!

婴孩的阴囊（包住睪丸的囊袋）如果一侧肿起来，往

往是因为积水（阴囊水肿），或一段肠子滑进里面（疝气）。 

 

 

 

要找出真正的原因，可以用手电筒照在肿大的位置： 

тڍ灯Ѝޝटٽ过

ΝĂΞਕߏ阴ᝃͪ肿Ą!

тڍ灯Ѝ̙过ΝĂ

҃ͷ当ݜٕࣵ̄ޅ

မ时Ă会肿Հ̂Ă

这ಶۛߏᦪĄ!

ѣ时ۛᦪ会д阴ᝃͽ˯

۞Ҝཉ肿来Ă҃ д阴ߏ̙

ᝃ֧ࢬĄ!

!

阴ᝃͪ肿̙ڼ疗

૱˵会ҋҖঐεĂҭ

тڍ续过˘ѐ

ಶԱ医Ϡ࠻Ą!

ۛᦪυ须开˥Ğ24

ౢ 288 节ğĄ!

ۛᦪдٕࣵ̄ޅ৭来۞时

会肿来Ăҭ˭来时ಶ

ঐεĄ这Ξͽྫྷ肿̂۞͐

结̶别Ğ21ౢ 99 节ğ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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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ਕ迟缓ă҅聋ٕ་ԛˡ!

有时孩子一出生就耳聋、智能迟缓（智能发展较慢）或畸形（身体某一

部分不正常），往往找不出原因。也不完全是谁的错。但有些因素会让畸形儿

更容易发生，тͭڍϓਕ够͕̈Ă婴ˡಶͧ较̙会ѣ问题Ą 

 

1. 怀孕时ͻ营养会导致婴儿智能迟缓或畸形。 

Ğ22ౢۏࢴ۞ѣઉ۞婴ˡĂ᪨θ۞ϓ亲υ须Ы֖够营养 221 页ğĄ!

 

2. ᪨θ妇̃۞̚ۏࢴ͌༧Ă会Ϡӑ̈াĞdsfujojtnğĄ!

婴孩的脸浮肿，看起来很迟钝，出生后皮肤及眼白泛

黄者，会持续一段时间，舌头凸出，前额头发较密，看来

虚弱，吃的很少，少哭多睡，发育慢，而且可能耳聋，常

有肚脐疝气，开始走路和讲话的时间都比正常的孩子晚。 

预֨ӑ̈াĂ᪨θ妇̃应该ֹϡΐ༧۞盐Ă̙҃

ϡ۞盐Ğ22ౢ 241 页ğĄ!

如果您怀疑孩子可能有呆小症，要马上去找医生看。

愈早得到药物（甲状腺）治疗，日后发育越正常。 

 

3. ᪨θ时٩烟ٕಅ੧会导婴ˡϠ时ᩄࢦ过轻Ăٕѣι问题Ğ23ౢ 25:

页ğĄ不要喝酒或抽烟，特别是怀孕时。 

 

4. 过 46 岁۞ϓ亲ͧ较टٽϠ˭་ԛˡĄ蒙古症（Mongolism）又叫唐氏症，

看起来有一点像呆小症的婴儿，较常发生在高龄产妇。 

最好有家庭计划，35 岁之后不要再生孩子（看第 20 章）。 

 

5. 许多不同的药物会伤害在母腹中发育的胎儿。在怀孕时最好不要用药，如

果需要，也只用一些安全的药。 

 

6. тͭڍϓ亲ѣҕ缘۞关րĞтĈܑΈ؏ğĂϠ˭۞̄ޅѣͧ较۞ᨚ会产

Ϡ་ԛٕ发ֈ迟缓Ą视ăкাă་ԛ֖Ğ内ᖙٕγᖙğăҺࣼ̈́颚ෘ

见۞་ԛĄ要降低畸形儿的可能性，尽量不要近亲结婚。如果૱ߏౌ˵

您曾生过畸形的婴儿，应考虑不要再生（见家庭计划，第 2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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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孩子有下列先天性畸形，请带他到医院，通常可以治疗： 

 

（1）斜视（16 章 225 页）。 

 

（2）多指（趾）症如果多出来的手

指或脚趾很小，而且里面没有

骨头，可以用一条线把它绑紧，

它会干掉而脱落，如果很大而

且里面有骨头，就只有不管它

或开刀拿掉。 

 

（3）如果新生儿的脚向内弯，而且

形状很奇怪（畸型足），试着把

它转回正常的位置，若很容易，

可每天重复做几次，脚会慢慢

长回正常的位置。若无法转回

正常的位置，马上到医院，让

医生为他打上石膏来矫正。出

生两天内就做，效果最好。 

 

（4）婴孩的嘴唇或口腔上部有裂开

的情形时，吸母奶就有困难，

必须用汤匙或滴管来喂。可以

开刀使他的嘴唇和上颚看起来

接近正常。兔唇最好的开刀年

龄是四到六个月大，颚裂是十

八个月大。 

 

7. 分娩困难有时会导致婴孩脑部受伤，

而引起僵硬或抽筋。孩子出生后未立即呼吸，或待产时催产剂使用不当（19

章 266 页），都会增加危险性。 

要小心选择助产士，且在孩子出生之前不可用催生剂。 

 

更多的资料请看本基金会「残障村童」一书。 



 320 

ᆉർ۞̄ޅĞ脑ّ౫⛕ğDfsfcsbm!qbmtz!

脑性麻痹的孩子肌肉紧且僵硬，不容易控制。

脸、颈或身体可能会扭曲，有痉挛性的动作。腿内

侧的肌肉因为很紧而使两脚交叉像剪刀。 

 

出生时，可能看起来正常或软趴趴的，等到长

大一点，僵硬就出现了。也可能同时有智力迟缓。 

 

脑性麻痹通常是在出生时造成的脑部损伤（婴

儿出生时没有立即呼吸）或孩童时期的脑膜炎造成。 

 

脑部的伤害造成的僵硬尚无药物可以治疗。这些孩子需要特别的照顾，

预防脚或腿的肌肉紧绷，可以每天多次，缓慢的帮手脚作弯曲拉直的动作。

帮助孩子学会翻身、坐或站，如果可能也要学习走路（21 章 314 页）。鼓励

他尽量发挥智慧和体能。即使讲话有困难，可能仍有很好的智力，如果给他

机会，是可以学会很多技能的（21 章 322 页）。帮ӄј为ਕ顾ҋ̎۞ˠĄ 

 

如需脑性麻痹更多的信息，请看本基金会「残障村童」此书。 

 

 为ᔖҺϠം˧迟缓ٕА͇་ԛ۞̄ޅĂ妇̃须ۢĈ!

1. 不要与表兄弟或近亲结婚。 

2. 怀孕时尽量吃得好，多吃肉﹑蛋﹑奶类制品﹑水果和蔬菜。 

3. 使用加碘盐，不要用普通盐，特别是怀孕时。 

4. 怀孕时不要抽烟或喝酒（12 章 149 页）。 

5. 怀孕时尽量不用药物，或只使用安全的药物。 

6. 怀孕时，远离患德国麻疹的病人。 

7. 注意选择助产士，而且孩子出生前不要随便使用催产剂（19 章

266 页）。 

8. 如果二个以上的孩子有相同的先天性畸形，请不要再生了（见

家庭计划 20 章 283 页）。 

9. 三十五岁以后，考虑不要再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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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Ь݈ˤ个͡发ֈ迟缓!

有些婴孩出生时很正常，但以后成长得不好，因为缺乏足够的营养，导

致智力与体力的发展都较慢。出生后前几个月脑部的发育比一生中任何一段

时间都快。所以新生儿的营养非常重要。母乳是婴孩最好的食物（11 章 120

页）。 

!
镰˥ݭ贫ҕা Tjdlmf!dfmm!ejtfbtf!ĞTjdlmf!dfmm!bofnjbğ!

有些非洲小孩（少许在印度）患有某种红血球的疾病，称为镰刀型贫血

症，是从父母亲遗传来的。出生后六个月以前都还正常，然后才会开始出现

以下征候： 

 发烧，哭闹不安 

 有时手、脚会浮肿，持续约 1~2 周。 

 肚子很大，特别是上腹部。 

 贫血，偶而会有黄疸（眼白呈黄色） 

 小孩经常生病（咳嗽、疟疾与腹泻） 

 小孩生长缓慢 

 两岁时，前额骨头突出 

 

疟疾或其它感染会造成镰刀型血球危机（sickle cell crisis），会发高烧，

手脚与腹部剧烈疼痛。贫血也会更加恶化。骨头肿胀，甚至会有脓流出来。

小孩可能会死亡。 

治疗： 

血液本身的问题无药可治。预防疟疾与其它导致镰刀型血球危机（sickle 

cell crisis）的疾病与感染是很重要的，应该每个月带小孩给医疗人员检查。 

!
疟়!

在疟疾盛行地区，这种小孩应规律的服用抗疟药以预防感染（附录一 365

页）。每天添加叶酸（附录一 393 页）以增加造血机能。但通常不需补充铁剂

（含铁的硫化盐）。 

!
传়ّߖঽ!

小孩应该接种麻疹（measles），百日咳（whooping cough, pertussis）和结

核病（tuberculosis）的疫苗。如果小孩有发烧，咳嗽，腹泻，频尿，肚子痛，

手脚疼痛，请尽快带小孩去找医疗人员。有时需要用抗生素。要补充足够的

水分，可以给予 Acetaminophen（附录一 380 页）以减轻骨头的疼痛。 

避免受寒：要保持足够的温暖，晚上睡觉要盖毯子或棉被，若可能用泡

沫床垫。 



 322 
 

 

帮ӄ̄ޅ学习Ĉ!

孩子成长过程中，有时是从教导中学习，从学校里学到的知识

和技术，帮助他日后能了解或做得更多，所以学校教育是很重要的。 

 

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家里、森林或田野，经由观察、倾听以及尝

试所看见别人的做法来学习。别人教他，学会得不多，反而从观察别

人的做法，会学到更多。小孩所能学到最重要的事情，例如：仁慈、

负责任以及与别人分享，只能藉由好的榜样来学习。 

 

孩子从冒险中学习，他必须自己动手才能学到功课，即使可能

犯错！当孩子还小时，要保护他免于危险，但当他慢慢长大以后，要

帮助他学会如何自己照顾自己。给他一些责任，尊重他的判断，即使

跟我们不一样。 

 

孩子还小时，所想的大部分是满足自己的需求，长大后他将发

现：帮助别人和为别人服务会带来更大的快乐。所以鼓励孩子多帮忙，

让他们知道这是很有意义的。 

 

不害怕的孩子会问许多问题，如果父母﹑老师和其它人肯花时

间，且清楚而诚实地回答孩子的问题（不知道的时候就诚实地回答不

知道），孩子会继续问问题，当他们长大后，也会自动寻找改善居住

环境的方法，有些帮助孩童学习的好方法也逐渐使用在小区发展的孩

童健康照护上，在本基金会「帮助保健员学习」一书有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