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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一些常见的疾病 
一﹑脱水（Efizesbujpo）!

  Ѫ˷ཛ泻۞̈̂ޅкߏЯᩄ内ͪЊ̙够ĄͪЊ̙够۞现෪ಶΨઇ脱ͪĄ!

当身体流失的液体多于摄入的液体时，就会发生脱水。可发生于严重腹

泻，同时有呕吐者更容易发生。患了重病的人，进食量减少，也常发生这种

情形。 

Їңѐ龄层۞ˠౌѣΞਕ脱ͪĂҭ̈̄ޅ脱ͪ发ϠޝԣĂ˵П险Ą!

 

 

每一个人（尤其做母亲的）都应知道脱水的征候及其预防与治疗。 

脱ͪ۞فĈ!

ą˾ഽ૱ߏௐ˘个脱ͪ۞ѝഇف!

ą͌Ԍٕ无ԌćӔຳ黄Ғ!

ąᩄࡎࢦ减轻!

ą˾̒!

ąீ窝Ό无泪ͪ!

ą婴ˡ᧮门˭!

ąϩ肤εΝ弹ّٕ韧ّ!

 

用两个指头把皮肤捏起来，如下图，放开后若皮肤皱襞不会马上恢复正

常，孩子即已脱水。 

 

 

 

 

 

 

非常严重的脱水可引起快而弱的脉搏（休克 10 章 77 页）、快而深的呼吸、

高烧及抽筋（13 章 178 页）。 

当一个人水泻或同时又呕吐，不要等到发生脱水的征候。紧פܚҖ动Ą 

水泻的小孩都有脱水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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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预֨ᦘڼ疗：当一个人有水泻时，应尽快处理。 

．脱水的人应喝大量流质：补充水份的最佳饮料---稀麦、粥、茶、汤等亦

可，甚至白开水也行。 

．继续供给食物：生病的人一旦开始吃得下东西，就可经常给他所想要的

且吃得下的食物。 

．婴儿在能够给其它流质之前，继续喂哺母奶。 

对预֨ڼ疗脱 Ğ͍ͪߏ严ͪࢦ泻۞ˠğপ别ѣϡ۞补·ͪЊ饮फ़т˭Ĉ!

ҋט补·̶ͪ饮फ़۞两᷏͞ڱ!

2/ ϡᎤᦘ盐ĞᎤٕ൏ᎤϺΞğ! 3/ ϡ类᎐ј۞ৰᦘ盐!
（将米磨成粉最好、或将玉蜀黍、小麦磨成

粉或是煮熟的马铃薯泥）!

一公升干净

的水加入 

半茶匙盐 与八平茶匙糖 一公升干净

的水中加入 

半茶匙盐 与八尖茶匙

的谷粉 

 
 

在以上饮料中，加入半杯的果汁，椰子水或
香蕉泥，可以提供钾离子，帮助小孩子开胃。 

注意：每次喂食前，请先尝尝，以确保谷粥
的新鲜。天气热时，谷粥可能在数小时内变
坏。 

重点： 
按当地的习惯来调配饮料。如果容器的测量单位不同，则采用当地的测量单位。如果当地
习惯给小孩吃谷粥，就照样调配，要多加点水，使它可以用喝的。总要找出简单又容易的
方法。 

不论昼夜，使脱水者每五分钟喝几口饮料，直到小便正常。个子大的人，

每天要喝三公升以上。小的孩子一天最少也得喝一公升，或每水泻一次喝一

杯。每次少量，但要时常喝，即使吐掉了（喝下去的饮料不致于全吐光）。警

告：脱ͪ来严ࢦĂٕѣιП险ف现Ğ24ౢ 26: 页ğĂಶυ须Ա

医ϠϤ静脉点ႍ补·୵ᩄĄ!

Ĉ有的地方有小包〝口服补充液〞加水（通常用一公升）就可以饮用。饮ڦ

料内含单糖、盐、苏打和钾离子（382 页）。也可就地取材，当地常用

的谷粥，通常更便宜、安全且有效。 

注意：加糖前先尝一
下，确定其咸味比泪
水略淡一点 

煮 5 到 7 分钟，至呈
粥状，快速冷却后再
给小孩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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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ཛ泻ᦘ൬়（Ejbssifb!'!Eztfoufsz）!

拉稀便或水便叫腹泻，若大便带粘液和血就叫痢疾。腹泻有轻有重，有

急性（突发且严重）有慢性（拖上很久）。 

!为Ąޅ̈۞ཛ泻Ă˵较П险Ă͍ͽ营养̙։ٽ较टޅ̈̈

!

 

 

 

 

 

 

 

 

腹泻的原因很多，૱̙须药ڼۏ疗。如给予大量水份及食物，几天内

均能好转（若吃得不多，就要少量多餐）。偶而须要特别的治疗，不过多数还

是可在家治好，即使原因不确定，也照样可以痊愈。 

ཛ泻۞ࣧЯ!

 营养不良（13 章 154 页），结果小

孩身体弱，因其它的原因拉肚时，

拉得也比较厉害。 

 缺少水及不干净环境（没有厕所）

使病菌散播而造成的腹泻。 

 病毒感染或肠感冒。 

 由细菌（12 章 131 页）、阿米巴（12

章 144 页）或梨形虫（12 章 145

页）引起的肠道感染。 

 蠕虫感染（12 章 140-144 页，大部

份蠕虫感染不会引起腹泻）。 

 肠道以外感染（耳部感染 21章 309

页，扁桃腺炎 21 章 309 页，麻疹

21 章 311 页，尿路感染 18 章 234

页）。 

 疟疾（恶性疟，见于非洲、亚洲

及太平洋一带）。 

 食物中毒（腐败食物，12 章 135

页）。 

 HIV 艾滋病早期征候的长期腹泻（399

页）。 

 无法接受牛奶（主要见于严重营养不

良的小孩及特定成人）。 

 孩子头一次吃某种食物不习惯（13 章

154 页）。 

 对某种食物过敏（海产、小龙虾等，

13 章 166 页）；有的小孩对牛奶或别的

奶过敏。 

 药品引起的副作用，如安比西林或四

环霉素（7 章 58 页）等。 

 轻泻剂、泻剂、刺激性或有毒植物、

某些毒物。 

 吃了太多未成熟的果子或太油的东

西。 

 

这Ҝ̈̓ڈ营养рĂͧ

较̙टٽཛ泻Ăಶٛߏ

և̄˵较ԣрĄ!

!

这Ҝ̈̓ڈ营养̙рĂ

टٽཛ泻ĂࠤҌЯѩ҃

Ѫ˸۞ᨚ会ࠤ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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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ཛ泻Ĉ!
腹泻原因虽多，但主要为ຏߖ和营养不良。Ϊ卫ϠрăЫрĂ̂ౌ

ΞͽᔖҺĄ再加上正确的治疗---供给足够的水和食物，腹泻小孩就很少会死

亡。 

感染 HIV 的人有腹泻是非常危险的，特

别是小孩子。cotrimoxazole（358 页）可预防

HIV 患者腹泻。 

营养差的小孩比营养好的小孩更容易患

腹泻，也较多死于腹泻。而腹泻本身也是营

养不良的原因之一，所以一旦营养不良的人

患了腹泻，腹泻又会使营养状况快速的恶化，

造成恶性循环，因此，好的营养对腹泻的预

防及治疗是很重要的。 

 

 

 

 

 

 

 

腹泻的预防靠营养和清洁的习惯。食物的问题在其它章节详加讨论（第

11 章），个人与环境的清洁，如厕所、干净的水与食物的保存也请参照相关

的章节（第 12 章）。 

!
ͽ˭为预֨婴ˡཛ泻点Ĉ!
．ЫϓηͧЫͱηр。生下来头 6 个月该吃母奶。母奶能

帮助婴儿抵抗造成腹泻的感染，要是没有办法喂母奶，

可用杯子或汤匙喂。切勿用奶瓶喂，奶瓶比较难清洗，

容易发生感染。 

．给婴儿吃新或固体的食物时，最先只给他吃一点点，且

弄得很碎，并加上少许母奶把它混合均匀。让婴儿有时

间学习消化新食物，否则，一下吃得太多就容易拉肚子。

时̪应让婴ˡ继ۏࢴιࢴ̚断ϓηĂ开ؕಇن̙

续ಅϓηĄ!

．保持婴儿清洁，且生活在清洁的环境里。防止他把脏东

西放入口中。 

．不让婴儿服用不必要的药品。 

营养̙։ᦘཛ泻۞恶ّೈ环夺֕

!Ą宝贵Ϡ۞̄ޅк̈ޝ˞
营养不良引起腹泻， 

腹泻引起营养不良 

以预防营养不良来预防腹泻  

以预防腹泻来预防营养不良。 

ಇϓηΞ֨ͤཛ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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ཛ泻۞ڼ疗Ĉ!

̂к数ཛ泻̙须ϡ药ڼ疗Ą严重腹泻最大危险为脱水。腹泻久了，最大

危险则为营养不良。所以，主要治疗是给予足够水份和营养的食物。不管腹

泻原因为何，一律该采取下列步骤： 

1. 预ٕ֨ଠט脱ͪĄ水泻的人应大量喝水。若腹泻严重或有脱水现象，就

应该喝补充水份（13 章 152 页）的饮料。即使不想喝水，也得想办法每

数分钟喝下几口。 

2. 给̟υᅮ۞营养Ą腹泻的人能吃东西时就该给他吃。这对于年纪小的孩

子或营养本来差的病人更为重要。而且拉肚子时，食物会快速通过肠胃

道，来不及消化吸收，因此一天要吃比较多餐－尤其是每一餐都吃得很

少时。 

．ཛ泻婴ˡ应૱ЫϓηĄ!

．体重不足的小孩，腹泻时要多吃热量高与修复身体的食物（蛋白质）。

恢复时也必须摄取额外的食物。若因病重或呕吐不能进食，一旦能吃

就该马上进食。给予口服液能帮助小孩进食，起初可能因为开始进食

而大便次数变多，但却可挽救生命。 

．体重不足又长期腹泻或反复发作的孩子，可给他кЫ˘点ͷкЫˤᐠ

（一天至少 5-6 餐），这样往往用不着别的治疗。 

ཛ泻ঽˠ۞饮ࢴ!

病人吐或感到病重吃不

下时，该喝： 

只要病人能吃，除喝左列饮料外，尚须选择下列

食品作平衡饮食： 

米粥、玉蜀黍粥、肉汤粥、

玉米粉或马铃薯（加上一

些捣碎的菜）、米汤（加

一些捣碎的米粒）、鸡、

肉、蛋或豆汤甜饮、口服

液、母奶。 

热ณ۞ۏࢴ!

成熟或煮熟香蕉、脆饼干、

饭、燕麦粥或其它煮熟谷

类、玉蜀黍（煮得很烂和磨

得很碎）马铃薯、苹果酱（煮

熟的）木瓜、（加少许的糖

或植物油到谷类粥会有帮

助） 

 

Ჺ֗ᩄ۞ۏࢴ!

牛奶（有时吃了会有问题）、

鸡（煮或烤）、蛋（水煮）、

肉、煮得很烂而没有太多油

者。 

豆、扁豆，或碗豆（煮得很

烂，磨得很碎）、鱼（煮得

很烂） 

̙ΞЫăಅ۞ۏࢴ!

油的食物 

大部份生水果 

调味浓的食物 

酒类 
轻泻剂或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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ཛ泻ᦘηĈ!

ϓη是婴儿最好的食物，可以预防与治疗腹泻，婴儿腹泻期间应照样喂

食母奶。 

ͱηăηৰ炼η为腹泻儿童蛋白质及能量的好来源。腹泻时仍可继续

给予。不过，如果吃了腹泻得更厉害，就该少喝牛奶，多给点其它食物。记

住：营养म۞̈ޅཛ泻时ᅮ摄֖פ够۞ਕณ̈́కϨ质，少吃了牛奶，就要另

外吃些煮得很烂、磨得很碎的鸡肉、蛋黄、肉、鱼或豆类。豆类先剥掉皮，

再煮烂磨碎则更易消化。当小孩病情好转，通常可进食较多的牛奶而不会腹

泻。 

 

腹泻的药物治疗： 

绝大部份腹泻不需要药物治疗，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正确的使用药物

却很重要。无论如何，许多常被用来治疗腹泻的药物实际上帮助有限，有些

甚至有害。 

!

˘ਠ说来р别ϡ˭Е药ڼݡ疗ཛ泻!

含有 kaolin 和 Pectin 的止泻剂（如 Kaopectate，384 页）吃后大便会干一

点，次数少一些，但无法矫正脱水，也不能控制感染。一些止泻的药物，像

Loperamide（Imodium）或 Lomotil 等止泻剂服后甚至可能有害，会使感染拖

得更久。 

!

ͤ泻剂үϡѣт̄Ăι让该ٛ来۞ຏۏߖ质Ăд肠ࡤ

֧。!

 

 

含 Neomycin 或 Streptomycin 的混合止泻剂不可用，用了会刺激肠道，弊

大于利。 

安比西林和四环素对某些腹泻病人有好处，但这些药有时本身就会引起

腹泻，尤其是小孩子。要是这些药吃了两三天，腹泻反而更厉害，就该停药，

说不定是这些药引起腹泻。 

Chloramphnricol （氯霉素，357 页）有危险性，绝不可在轻泻时用此药，

更不可用在不到一个月的婴儿。 

腹泻病人绝不可服轻泻剂或泻剂，吃了会泻得更厉害，增加脱水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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Ч᷏ཛ泻প别疗ڱĈ!

虽然大多数腹泻病人可以用大量水份和吃营养食物治好，而不需要药物，

但有的病人还是需要特别治疗。 

治疗时，要想到有的腹泻系因肠道以外的感染引起，尤其小孩容易有这

些情形。一定要检查҅ăಘکԌր统，看看这些地方有无感染。发现感染、

应给予治疗。还要注意是否为麻疹。 

若孩子有点拉肚子，又有感冒，拉肚子可能是病毒造成的，即患了〝肠

感冒〞，用不着特别治疗，多喝水且尽可能给他所能吃得下的食物。 

碰到较复杂的腹泻病人，要检查大便和做别的检查，才能给予正确的治

疗。但通常好好的询问病人，检查大便及注意一些特别的征候，就可以判断

得出来了。下面就要介绍一些依据征候治疗腹泻的方法： 

!ĉ肠ຏ݂ĉğ‵̙ࡤ发Ϡ轻ཛ泻Ă没ѣ发烧ĄĞࡎ /2

．大量喝水。通常不用特别疗法，更无必要使用 Kaopectate 或 Lomotil

（384 页），用了既不能矫正脱水，也不能治感染，何必花这冤枉钱

呢？病很重的人和小小孩都不可使用。 

 

3/ ˫ Ф˫泻ĞࣧЯޝкğĄ!

．病人又吐又泻，脱水危险性增高，小小孩更危

险。要给他喝补充水份的饮料（13 章 152 页），

如茶、汤或其它任何喝得下的饮料。即使喝

下去又吐了，总有一些留在里面。每 5-10 分

钟喝一次。若不能很快止吐，可用点

promethazine 或 phenobarbital（386、389 页）。 

．若止不住呕吐或脱水越来越严重，该赶紧送医。 

 

4/ ٛ ⇿୵ҕĂ̂ кّၙߏĂ没ѣ发烧ĄΞਕˤ͇ٛև̄Ă过ˤ͇˫ܮ৪Ą

ĞΞਕ为ܠѼ͐൬়Ă23ౢ 255 页ğĄ!

．服 diloxanide furoate 或 Metronidazole（369 页），按说明书上剂量服用。

吃了这些药还照样拉的话，赶紧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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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严ࢦཛ泻Ъяҕ̈́发烧Ğ细ෂّ൬়˘Ԡ贺ͩՊෂ͔ğ!

．给单一剂量的 ciprofloxacin （成人 1 公克口服，2 个月大以上小孩每

20 公斤体重给予 20 毫克口服剂量，8 周以下的婴儿则需送医。现在

志贺氏菌对安比西林（353 页）常有抗药性，有时对 co-trimoxazole（358

页）也会，但仍会用。如果你给予抗生素治疗两天无效，试试另外

一种或找医生看；怀孕妇女不可使用 ciprofloxacin, 怀孕最后 3 个月

不可服用 co-trimoxazole（359 页）。 

6/ 严ࢦཛ泻Ъя发烧҃没ѣҕܮ!

．发烧的原因部份是脱水引起的，大量给予补充饮料（13 章 152 页）。

如果病得很重而且补充饮料六小时以上仍不见好转，要送医治疗。 

．检查伤寒的征候，如果有就当作伤寒治疗（14 章 188 页）。 

．在恶疟流行区，对腹泻发烧病人，把它当作是恶性疟引起的腹泻来治

疗，尤其是脾脏肿大病人（14 章 187 页）。 

7/ ٛ 恶ਙă黄Ғѣᦪܮ̂ڽĂҭ没ѣҕ˵没ѣ⇿୵Ă૱૱ѣ̂ณ۞ᦪд

և֧̄Ăχ▞时ק̙рĂညᒥקĞ୨ԛҔğĄ!

这种腹泻可能由显微镜才看得见的梨形虫引起（12 章 145 页），或

营养不良所引起。这些病人都只要多喝水，吃营养的东西和充分休息就

可以好起来。严重梨形虫病须用 Metronidazole（369 页）治疗。用 Quinacrine 

（Atabrine）也可以，价钱较便宜，但效果较差（370 页）。 

8/ ၙ ّཛ泻Ğཛ泻ޝ˳ٕ˘ГᲺ发ğĄ!

．最常见原因为营养不良，其次为慢性感染例如阿米巴或梨形虫。让病

人多吃营养食物，一天多次（11 章 110 页）。若腹泻还是不好，就要

送医。 

9/ Ѽ汤样ͪ泻Ğᐒ乱ğ!

．大量米汤样水泻便为霍乱征候，有些国家仍大规模的流行霍乱这种危

险疾病，年纪较大的孩子和成人会较严重。很快发生严重脱水，呕

吐者脱水会更严重。持续治疗脱水（13 章 152 页），在严重病倒并给

予四环素或 doxycycline，小孩则给红霉素。霍乱要报告卫生局，并送

医院。 

       

可给严重腹泻的霍乱病人做一张霍乱

床。估计病人失水若干，并给他更多量的

补充水份饮料。几乎必须持续不断地给病

人饮料，且鼓励其尽可能的喝。 

 
ϡफ़οઇ

ј˘个इ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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ཛ泻婴ˡ۞顾Ĉ!

婴儿和年纪小的儿童腹泻特别危险。通常不用吃

药，但需好好照顾，否则婴儿很快会因脱水而死亡。 

 照常喂婴儿母奶，并给他喝补充水份饮料。 

 要是会吐，多喂几次母奶，但每次只喂一点。并

每 5-10 分钟给他喝点补充水分饮料（13 章 161 页，

呕吐）。 

 要是没有母奶，就给他吃别的奶或豆浆等代奶品，

以开水调成平常浓度的一半。若吃了这些东西拉

得更厉害，可给他吃别的蛋白质（如鸡、蛋、瘦

肉、去皮的豆泥，加上糖或完全煮熟的饭或别的

醣类，用开水冲来吃）。 

 不到一个月大的孩子，一定要问过医护人员才可

给他吃药。若找不到医护人员，孩子又病重，可先给他吃含安比西林的

婴儿糖浆：一次半茶匙，每天四次（353 页）。最好不要用别的抗生素。 

 

ٛև̄۞̦̄ޅ˴时Ա医ϠĈ!

腹泻和痢疾都可能很危险---年纪小的小孩更危险。˭ Еଐԛ须Ա医Ϡ࠻Ĉ!

 腹泻四天仍不见好转，或年纪小的孩子严重腹泻一天以上。 

 孩子出现脱水的征候，且病况越来越坏。 

 病人吃什么吐什么、什么都不吃，或开始喝补充水分饮料后仍持续呕

吐三个小时以上。 

 孩子开始抽筋或是脚和脸肿起来。 

 病人在腹泻前就体弱多病或营养不良（尤其年纪小的小孩和老人）。 

 大便含多量的血，即使腹泻次数很少也可能有危险（10 章 94 页，肠

阻塞）。 

给Ыϓη!

˵给ಅ补·

̶ͪ۞饮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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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ཛ 泻 ۰ ۞  顾!

没ѣ!

ཛ泻!

是否有脱水的现象？（很少或
没有小便，眼睛凹陷，口干等） 

预防脱水： 
大量喝水 

治疗脱水：大量喝水及补充水分
饮料（13 章 152 页） 

没ѣ!

没ѣ!

没ѣ!

ѣ!

ѣ!

ѣ!

ѣ!

不见好转 不见好转 

不见好转（三天以内） 
治好了 

治好了 

治好了 治好了 

找医生看!

预防或治疗营养不良：病人能吃尽
早给他吃东西。吃清淡糊状物---要
富含能量及蛋白质。继续吃母奶。 

开始治疗脱水后有无持续发烧六
小时以上？ 

Metronidazole 治阿米巴
（369 页） 

不见好转 治好了 

没ѣ!
轻症腹泻不用服药，继续
给予补充水分饮料及食物 

拉黄色 
多泡大便 

拉血或黏液？ 

用metronidazole或Quinacrine
治疗梨形虫（369 页） 

继续服用 Co-trimoxazole、安比西林
或氯霉素两个星期（357 页） 

服用安比西林或 Co-trimoxazol
（353、358 页） 

ѣ!

有无伤寒现象？（一天
比一天烧，脉搏慢，病
重，14 章 188 页） 

不见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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ˬă呕Ф!

很多人偶而会胃部不适与呕吐，特别在小孩更常见，通常都找不出特别

原因。可能有点胃痛或发烧，这种单纯的呕吐通常都不严重，自己会好。 

呕吐是许多疾病的一种征候，有的很严重，有的较

轻微，一定要仔细的检查病人。呕吐多因胃肠的疾病而

起，如感染（13 章 153 页，腹泻），不洁食物引起的食

物中毒（12 章 135 页），急性腹部疾病（如阑尾炎或肠

阻塞，10 章 94 页）。还有几乎每一种引起高烧和剧痛的

病也可引起呕吐，如疟疾（14 章 186 页）、肝炎（13 章

172 页）、扁桃腺炎（21 章 309 页）、耳痛（21 章 309 页）、

脑膜炎（14 章 185 页）、尿路感染（18 章 234 页）、胆囊

痛（22 章 329 页）及偏头痛（13 章 162 页）等。 

 

呕Ф۞П险ܫ号ǕǕԣԱ医Ϡ࠻Ċ!

．脱水越来越严重，又拿不出办法来控制它（13 章 152 页）。 

．严重呕吐持续 24 小时以上。 

．剧烈呕吐，尤以吐出暗绿色，棕色或有大便臭味的东西（肠阻塞现象，

10 章 94 页）者。 

．肠子一直痛，又没有大便，或耳朵贴到他肚子上听不到肠子蠕动音（急

性腹痛：肠阻塞、阑尾炎，10 章 94 页）。 

．吐血（消化性溃疡 11 章 128 页、肝硬化 22 章 328 页）。 

 

单纯呕ФΞͽ这样ઇĈ!

．呕吐厉害时先禁食。 

．喝少许可乐或姜汁汽水。喝点青草茶如菊花茶也有帮助。 

．若脱水，可多次给予少量可乐、茶或补充水份饮料（13 章 152

页）。 

．若不能很快止吐，可服止吐剂 Promethazine, Diphenhydramine（387

页）。 

这些药多为药片、糖浆，注射剂和塞剂。药片和糖浆也可当塞剂用。药

片可研碎加点水，再用灌肠筒或针筒打到肛门里去。 

口服这些药物时，只可喝一点点水，且五分钟内不可再吃喝别的东西。

绝不可给药过量。脱水改善且病人有了小便后才可给第二个剂量。若病人又

吐又泻，既没有办法口服，也没有办法用塞剂，只好用打针。Promethazine

效果很好，注意不要给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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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ă头൭ઐ头൭!

单纯۞头൭只要用点阿司匹林加上休息就

可以。通常用热湿手巾敷颈后和轻轻按摩肩颈

部都很有用，别的家庭备用药品也可用。 

任何引起发烧的病都会造成头痛。头痛厉

害时，该注意有无脑膜炎的征候（14 章 185 页）。 

反复再发的头痛，可能起因于慢性病或营

养不好。重要的是要吃好一点和睡眠充足。要

是还不好，那就该找医生看。 

ઐ头൭ঽˠ往往在头的一边有厉害的搏动

性。可能常痛，也可能几个月或几年才痛一次。 

典型偏头痛，开始时会视力模糊，看到奇异的光点，或有单侧手脚麻木

的现象。接着会有厉害的头痛，持续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往往还有呕

吐。偏头痛虽然症状很厉害，但并不太危险。 

 

开始发作时可用下列方法止偏头痛：!

．吃两颗阿司匹林，再喝一杯浓咖啡或

浓红茶。 

．在幽暗且安静的地方躺下来，尽量放

松，脑子里不要为太多事情烦恼。 

．对特别厉害的偏头痛，可服阿司匹林

与可待因（codeine）或另一种镇定剂。

此外麦角胺和咖啡混合剂（cafergot，

380 页）亦可。第一次服两粒，以后

每 30 分钟服一粒，直到头不痛为止，

但一天不可服六粒以上。 

 

ຍĈ怀孕妇女不可使用ڦ cafergot 

单纯ٕ紧张າ头൭Ăϔܸ疗ڱᦘҘ药Т

样ѣड़!

ግҘ࣯ϔܸ疗ڱ!

!ڒΦ̽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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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ຏ݂߹Җّຏ݂!

感冒和流行性感冒都是常见的病毒感染，病人会

流鼻水、咳嗽、喉咙痛，有时还有发烧和关节痛。也

可能有点拉肚子，小小孩更常见。 

感冒和流行性感冒几乎是不用服药也会好。̙ 

ϡ盘κҘڒăα环৵等抗生素，用了不但无益，反而

有害。 

．多喝水和充分休息。 

．阿司匹林和 Acetaminophen（普拿疼，379、380 页）的功能为退烧、

止关节痛和止头痛。感冒丸只是价钱比较贵，并不比阿司匹林好，何

必花冤枉钱呢？ 

．不需要特别饮食，但橙子汁或柠檬汁等果汁倒是很有用。 

ड剂Ăϡ˞̙ҭ无ৈĂڦ给̟ЇңԩϠ৵ٕ̙ޅ̈۞单纯伤风ߖຍĈຏڦ

҃ͅѣचĄѣֱ时伤风۞ߏفϤ̈ˡ౫⛕ঽ߲͔۞Ăтڍ给̈

ड针剂҃ͅΞਕౄј̈ˡ౫⛕瘫痪Ğ32ౢڦޅ 425 页ğĄ!

 

感冒或流行性感冒过了一个礼拜还没有好，或是病人发烧咳脓痰，呼吸

浅快，又有胸痛，就要想到支气管炎或肺炎（13 章 170、171 页），该考虑用

抗生素了。老年人、活动量很少的人和原有慢性支气管炎等肺病的病人得了

感冒，比较容易恶化成肺炎。 

感冒病人往往会喉咙痛，但没有特效药。用温水漱口可能会有帮助。要

是突然喉痛高烧，就可能有链球菌感染，需要特别的治疗（21 章 309 页）。 

!

ຏ݂۞预֨Ĉ!

．睡得足、吃得饱对预防感冒有帮助。多吃橙子、蕃茄等含维他命ｃ的

水果也有好处。 

．一般人都认为感冒起因于受凉或受湿（虽然又冷又湿或疲倦可使感

冒变得更严重），其实不然。感冒是因为受感染的病人打喷嚏时，把

病毒喷到空气中，他人吸入了这些病毒才受感染的。 

．感冒病人要单独吃、睡，才不会把病传给别人，对婴幼儿更是如此。

咳嗽和打喷嚏均应蒙住口鼻。 

．为免感冒引起耳痛（21 章 309 页），请不要擤鼻子，只用擦的，也可

以教孩子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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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ᆄ߹ᆄͪ!

感冒或过敏都可引起塞鼻和流鼻水。鼻子里粘液太多，在小孩，可造成

耳朵感染，在成人则可造成鼻窦疾病。 

நᆄΞϡͽ˭͞ڱĈ!

1. 对小小孩可如右图，用抽吸球或去掉针

头的针筒小心地抽出鼻子里的粘液。 

 

 

2. 对大一点的小孩或成人，可如图放一点盐水在掌

心吸入鼻中，以稀释粘液。 

 

 

 

 

 

3. 也可吸入热蒸汽，来稀释粘液（21 章 309 页）。 

4. 鼻塞和流鼻水可以用擦拭，但不可擤鼻涕。擤鼻子会引起耳痛和鼻窦炎。 

5. 一感冒就耳痛或患鼻窦炎的人，可用袪充血的鼻滴液如 Phenylephrine 等

滴鼻子，或是以麻黄素药丸制鼻滴液（384、385 页）。鼻子吸入一点盐水

后，再如图滴入药水： 

头侧过来Ăႍ两ˬႍ药ͪࢬ˭ז˘个ᆄ

͋Ăඈ两̶钟ĂтႍڱΩ˘ᆄ͋Ą!

!

ຍĈᆄ药˘͇̙Ξֹϡ过ˬѨĂкڦ

Ϊࣞ连ႍˬ͇Ą!

 

内服通鼻药糖浆（用 phenylephrine等配成）

亦有效。 

  

预防耳和鼻窦感染法--- 

只擦鼻子不擤鼻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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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ᆄ窦ۆ!

鼻窦为开口于鼻腔的骨内腔。鼻窦炎是鼻窦的急性或慢性发炎。 

它通常发生于耳朵或喉咙感染，或是一次严

重的伤风之后。 

征候： 
．眼眶上下侧的脸部疼痛，如箭头所指（轻敲

局部或病人弯腰时较痛）。 

．鼻中有浓稠的粘液或脓，可能还有恶臭，经

常会有鼻塞。 

．有时会发烧。 

．有时某一部份牙齿也会疼痛。 

治疗： 

 ．大量喝水 

 ．把一点盐水吸入鼻中（13 章 164 页）或呼吸热蒸气来清洁鼻子（13

章 168 页）。 

 ．热敷脸部。 

 ．滴 phenylephrine 等通鼻药（例如 Neo-Synephrine，384 页）。 

  ．用四环素、盘尼西林或安比西林等抗生素（351、353、356 页）。 

 ．若是仍不见好转，找医生看。 

预防： 

  伤风鼻塞时保持鼻子的清洁（见 13 章 164 页的指示）。 

ˣă̒ਨ热Ğ过ୂّᆄۆğ!

人们可以因吸入空气中某种引发过敏的物质，而

发生眼睛痒流鼻水的现象，往往在一年中某一些时

段、季节特别严重。 

治疗： 

用 chlorpheniramine 等抗组织胺药物。晕船药

Dimenhydrinate（Dramamine）也很有效（387 页）。 

预防： 

找出引起过敏反应的东西（如尘埃、鸡毛、花粉、

霉菌），避免再接触到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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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过ୂͅ应!

过敏反应起因于特定的某些人，接触了某种他们特别敏感的物质而引起，

可能途径如下： 

．吸入 

．食入 

．注射 

．皮肤接触 

过敏反应可能轻微或非常严重，包括： 

．痒疹、荨麻疹（15 章 203 页）。 

．流鼻水和眼睛痒或有烧灼感（干草热，（21 章 309 页）。 

．喉咙痒，呼吸困难或哮喘（13 章 167 页）。 

．过敏性休克（9 章 70 页）。 

．腹泻（小孩对牛奶过敏---一种引起腹泻罕见的原因， 13 章 156 页）。 

过敏反应不是传染病，不会传给别人。但有过敏症父母生下来的孩子较

易患有过敏症。 

过敏症病人往在某些季节比较容易发病---或接触到某种他们所敏感的物

质而发病。常见过敏反应原因如下： 

!

!

!ڋ鸭绒ٕڋৰ  鸡ͨ  尘ऄ  ͢ജ܅۞ਨ܅ֱߙ

!

!

发ዪ۞ദ̄

ٕҗڇ!

盘κߏĂপ别ۏ药ֱߙ

Ҙٕڒ马ҕඈ۞针剂

Ğ:ౢ 81页ğ!

!ͨ۞ۏă猫ඈ动ۓ পঅۏࢴĂ͍ 、鱼

虾、લ੧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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Ȉăࣸಆ!

患哮喘的病人有阵发性的呼吸困难，发出如吹哨子般

的嘶嘶声，在呼气时更响。吸气时锁骨后皮肤和肋间皮肤

会凹陷进去。若病人得不到足够的空气，指甲和嘴唇会发

疳，颈部静脉会有鼓涨的现象。通常不会发烧。 

哮喘往往从小就有，可能持续终生。不会传染，但血

亲有哮喘的小孩则有较高的机会得到。通常固定在一年中

某几个月发病，或只晚上发病。患哮喘久了的病人易有肺

气肿（13 章 170 页）。 

哮喘可能因食入或吸入病人过敏的物质而发作（13 章 166 页）。小孩哮

喘多因伤风而发病。有的人因神经质或容易紧张也会诱发哮喘发作。不干净

的空气（空气污染）也会引起气喘，例如烟、炊烟、燃烧稻田或汽车货车排

出来的废气。 

治疗： 

．如果在房内较易发病，应让病人至户外呼吸干净的空气。保持镇静并静

静地陪伴病人，让他恢复信心。 

．让他多喝饮料，使粘液变稀，呼吸容易些。吸入水蒸汽也有帮助（13 章

168 页）。 

．发作轻的可给麻黄素（Ephedrine）或茶碱

（Theophylline）或 Salbutamol（385 页）。 

．严重气喘发作，Ephedrine 或 Salbutamol

可与 Theophylline 合并使用： 

．若哮喘发作特别严重，亦可注射肾上腺

素（Adrenalin），成人 0.3 cc，小孩 7~12 岁 0.2 cc，需要时，可每半小时

再注射一针，但不要超过三针。 

．若病人发烧或喘了三天还没有好，那就要吃四环素或红霉素（附录二 355、

356 页）。 

．偶有病人因蛔虫引起哮喘，那可给病人吃 Piperazine（附录三 375 页）。 

．若病人不见好转，该请医生看。 

!

预防： 

哮喘病人应避免吃到或呼吸到会引发哮喘的东西。住家和工作场所均应

保持清洁，不要让鸡等动物进去，被褥要拿到户外晒。有时在户外睡反而好。

每天至少喝八大杯的水，可稀释粘液。有哮喘的人搬到一个空气较清洁的地

方可能会改善。 

 

ӱ来ײӛ!

ϩ˭ڦड肾

˯ཛྷ৵!

哮喘病人不要吸烟，吸烟会进一步破坏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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Ȉ˘ăݜမ!

咳嗽本身不是病，而是喉咙、肺或支气管（把空气送到肺部的管道）有

病的征候。下表列出各种病症造成的各种咳嗽： 

!带点།ٕ无།ݜ̒ !မ带点།ٕк།ݜ !ӛӧ难ײ̈́ࢰမ带࣪ݜ

伤风或流行性感冒（13 章 163 页） 

寄生虫经过肺部时（12 章 140 页） 

麻疹（21 章 311 页） 

吸烟造成的咳嗽（12 章 149 页，见

吸烟部分） 

支气管炎（13 章 170 页） 

肺炎（13 章 171 页） 

哮喘（13 章 167 页） 

抽烟者的咳嗽、尤其在早上

醒来时（12 章 149 页） 

哮喘（13 章 167 页） 

百日咳（21 章 313 页） 

白喉（21 章 313 页） 

心脏病（22 章 325 页） 

喉咙有异物梗塞（10 章 79

页） 

ၙّٕ顽ݜّမ! ಁҕ!

结核病（14 章 179 页） 

吸烟者或矿工的咳嗽（12 章 149 页） 

哮喘（一再发作）（13 章 167 页） 

慢性支气管炎（13 章 170 页） 

肺气肿（13 章 170 页） 

结核病（14 章 179 页） 

肺炎（黄、绿或带血痰）（13 章 171 页） 

严重寄生虫感染（12 章 140 页） 

肺或喉部癌症（12 章 149 页） 

 

咳嗽是人体清理呼吸道和咳出喉中、肺中痰及病原体的方法。所以，ݜ

မѣ།时̙Ξݜͤڇ剂Ă应设ڱ≳།яԯ།ݜ来Ą!

 

咳嗽的治疗： 

1. 大量喝水，痰就会变稀，容易咳出，这比吃甚么

药都好。也可ӛˢ热ᄐՠ---病人坐在椅子上，前

面放一桶很热的水，用大毛巾把头和水桶如图一

起盖住，深深吸热蒸汽十五分钟，一天数次。有

的人喜欢加点薄荷或尤加利叶或 Vaporub 到水

中，其实光用热水效果也一样好。 

 

ຍĈѣࣸಆ时Ă̙Ξϡ͍ΐӀ叶ٕڦ Wbqpsvc Ϊ会Հ

Ӳ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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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面的咳嗽糖浆对各种咳嗽都有效，尤其对干咳更有效。 

 

混合：一份蜂蜜 + 一份柠檬汁 

 

 

 

 

 

注意：每两、三个钟头吃一茶匙。 

小于一岁小孩不可吃蜂蜜，以一般的糖来代替。 

 

3. 严ݜ̒ࢦĂ咳得不能入睡者，可吃可待因（Codeine）糖浆（384 页），也

可吃阿司匹林和可待因混合剂（甚至只吃阿司匹林）。痰多或有哨音者，

不可吃可待因。 

呼吸困难或有吵杂声音。（参看哮喘，۰ࢰမ带࣪ݜ .4 13 章 167 页、慢性

支气管炎 13 章 170 页及心脏病各部份 22 章 325 页）。 

5. ຐ办ڱԱౄјݜမ۞ঽΐͽڼ疗Ą久咳，且痰中含脓、血或有臭味，

病人体重减轻或一直呼吸困难，都该找医生看。 

6. ѣ˞ݜမಶ̙该ӛ烟Ă吸烟会伤害肺部。 

 

 
 

!

тң͔߹۱̚⇿୵ĞᩄҜ͔߹ğĈ!

病人咳嗽厉害，又年老体弱，咳不出

浓痰，除多喝水外，尚可用下列各方法： 

．首先吸入热蒸汽使粘液变稀。 

．使病人下半身趴在床上，头、胸悬

在床边，轻拍其背部，这样痰就比

较容易出来。 

预防咳嗽，请先戒烟。 

欲根治咳嗽，先治疗引起咳嗽的病因，还要戒烟。 

欲镇咳化痰，请多喝水，还要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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Ȉ˟ă͚ᦪგۆĞCspodijujtğ!

把空气送到肺部的管道叫支气管，支气管有了感染便发生支气管炎。病

人咳嗽厉害，往往有痰。通常由病毒引起，服抗生素没有用。若ѣ˘˯ٳ

̪̙见р转۞͚ᦪგۆăѣ۱ۆ现෪Ăٕ̏ѣၙّ۱ొ়ঽĂ

 ϡԩϠ৵Ą̖

 

ၙّ͚ᦪგۆ!

征候： 

．病人咳嗽有痰已数月或数年，有时特别厉害，甚至发烧。

看到这类病人，又查不出肺结核或哮喘等慢性病来，那

就可能患了慢性支气管炎。 

．最常见于老烟枪 

．本病会引起肺气肿。肺气肿是严重且无法治愈的疾病，

病人的肺泡受到严重的破坏，呼吸很困难，胸部前后径

增加呈桶状。特别是运动时。 

 

治疗： 
．戒烟。 

．服麻黄素（ephedrine）或茶碱（theophylline）等抗哮喘药（385 页）。 

．若病人不易咳出浓痰，可吸入热蒸汽后（13 章 168 页）再做体位引流

（13 章 169 页）。 

．有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每当有伤风或流行性感冒合并发烧时，应使

用安比西林或四环霉素。 

 

ଡ଼状!

ၙّࣸಆٕၙّ

͚ᦪგ٩ٕۆ烟

Ξ͔۱ᦪ肿!

!မٕݜҰѣၙّ

ॲώ̙ຐݜّၙזမĂ!

请̻ӛ烟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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Ȉˬă۱ۆ!
肺炎是肺部急性感染，常见于麻疹、百日咳、流行性感冒、支气管炎、

哮喘或其它严重呼吸道感染之后，老人与婴儿特别容易发生，AIDS 病人亦容

易发生。 

 

征候： 

．突然发冷，接着高烧。 

．呼吸浅而快，有点咕噜声或像吹哨子的声音，

每次呼吸鼻翼有扩张的现象。 

．发烧（新生儿、老人或身体很弱的人，可能

患了严重的肺炎也完全不发烧或只有轻微

发烧）。 

．咳嗽（往往咳出黄绿色、锈色或带点血的粘

液）。 

．有时会胸痛。 

．病人看起来很严重。 

．脸上或嘴唇上往往有溃疡（17 章 232 页） 

 

病重的儿童每分钟呼吸五十次以上，呼吸又

浅，那就可能患了肺炎。 

（若呼吸快而深，请检查是否脱水或换气过度。） 

 

治疗： 

．使用抗生素治疗肺炎挽救了很多的生命。可用盘尼西林，磺胺药或红

霉素等药物（13 章 151 页、2 章 24 页）。严重病人要注射普罗卡因

（procaine）盘尼西林。成人：口服盘尼西林 400,000 单位（250mg），

一天两三次；或口服安比西林 500mg，每天四次。小孩用成人量的四

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六岁以下小孩最好用安比西林。 

．服阿司匹林（附录三 379 页）或 Acetaminophen（附录三 380 页）以退

烧或止痛。 

．大量饮水。若病人不能吃，可给他喝流质食物或补充水份饮料（13 章

152 页）。 

．让病人大量喝水和吸入热蒸汽以稀释粘液（13 章 168 页），使他容易咳

出来，亦可用体位引流（13 章 169 页）。 

．若病人呼吸发出哨子般声音，可给他茶碱或麻黄素一类的抗哮喘药物。 

ಘ头!

ᦪგ!

͚ᦪგ!

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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Ȉαăքۆ!

肝炎是一种由病毒侵犯肝脏的发炎反应，然而细菌、酒精或是化学中毒也会引

起肝炎。肝炎共有三种类型：A 型、B 型、C 型肝炎。肝炎可能在尚未有任何征候

时，就在人与人之间传染，且甚至征候消失后仍具传染力。有些地方的人把肝炎当

作热病，但实际上发烧却很少见，就是有也不严重。 

一个人感染Ａ型或Ｂ型肝炎通常会有两、三个星期病的很重，一至四个月较虚

弱，以后常会好转。 

小孩患Ａ型肝炎病症较轻；年纪大及怀孕妇女，病症较重。Ｂ型肝炎比较严重，

有可能会造成肝脏永久性的结疤（肝硬化）、肝癌甚至死亡。Ｃ型肝炎也很危险，也

可造成永久性肝脏感染。Ｃ型肝炎是艾滋病患者一个主要死因。 

 

征候： 
!
  !

!
!
!

 
 
治疗： 

 抗生素对肝炎是无效的，用药反而对生病的肝脏有害，不要使用药物。 

 病人应该多休息，多喝水。若病人不想吃东西，可给他喝橙子汁、木瓜汁或其

它蔬菜与肉汤。吃维他命可能也会有帮助。 

 止吐（参考 13 章 161 页，呕吐）。 

 病人食欲较好时，就可以提供均衡的饮食。蔬果是很重要的，加上一些蛋百质。

不要给太多蛋白质（肉类、蛋、鱼等），因为它会使已经受伤的肝脏负担加重。

不要吃猪油或别的油腻食品。病后应至少六个月滴酒不沾。 

 
预防： 

 Ａ型肝炎病人解出来的大便含有肝炎病毒，如果污染了水或食物，他人吃了就

可能感染。把病人的大便掩埋，并让病人保持清洁，就可预防他人被传染。病

人、家属与照顾者都应经常洗手，保持干净。 

 年纪小的孩童患了肝炎往往没有症状，却能传染别人。预防的方法是，住在一

起的人要养成良好的洗手习惯（12 章 133-139 页）。 

 Ｂ型及Ｃ型肝炎藉由性接触、使用了没有消毒的针头注射、输血及出生时母子

垂直感染而得病。预防把肝炎传给其它人的方法有：性交时戴保险套（20 章 290

页）、依照防治艾滋病的方法来做（附录一 401 页）、在使用空针注射之前必须

先煮沸过空针。 

 Ａ型及Ｂ型肝炎有预防针，但是很贵，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买得到。B 型肝炎很

危险，且不易治疗，如果有疫苗，每一位小孩都该接种。 

!
ᛋӘĈքۆ˵会Яঐ߲̙ԆБ۞针头ٕ۩针ڦड҃ຏߖĄ۩针针头˘ؠрр

过̖ΞГϡĞ:ౢ 85 页ğĄ!

!ಶ会ФĄۏࢴז闻ٕז࠻

Ξਕ发烧Ą!

颜ҒтΞ˾Ξ۞ܮ̈
乐Ă̂ܮ变Ϩٕٛև
̄Ą!

觉得疲倦。不想吃东西，不想抽
烟，往往数天不吃一点东西。 

有时右边靠肝部位会痛。有时
肌肉或关节会疼痛。 

数͇Ьீ༗变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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Ị̏ă关节ۆĞ关节发ূۆ൭ĂBsuisjujt）!

老人的慢性关节炎或关节痛大都不能完全治好。不过下列办法可叫病人

过得舒服一点： 

．ЃिĄ可能的话，应避免可能造成关节疼痛的粗重工作和剧烈运动。若

因关节炎有点发烧，白天可小睡一会儿。 

．Ξϡ湿热̑͘热ᇳূ൭۞关节Ğ26ౢ 2:6 页ğĄ!

ąڇϡܠΦ̽ڒ镇൭Ą但关节痛时服用的量要比一般的疼痛高些，一次服

三粒，一天服四至六次。有耳鸣即应减量。为避免胃痛，服药时应吃点

东西，多喝水。如果仍然胃痛，可同时服用制酸剂，例如 Malox 或 Gelusil 

．要做点简单运动，以维持或增进疼痛关节的活动范围。 

若只有一个关节肿涨发热，可能是感染---特别是全身发烧时须用盘尼西

林等抗生素（附录一 351 页），最好请医生看。 

小孩或年轻人关节痛，可能是严重的疾病，如风湿热（21

章 310 页）或结核病（14 章 179 页）。有关关节痛的其它资

料可参考本基金会「残障村童」一书。 

 

Ȉ̱ăࡦ൭!

背痛原因众多，以下是一些背痛原因： 

慢性上背痛兼有咳嗽和体重减轻，!

就要想到肺结核（25章 28:页）。!

!

!

!൭Ă͍ࡦѣ点̄ޅ

!ਖొษĂಶ
ຐזਖഛ结८Ą!
!

ວࢦ东Ҙٕϡ˧Ьౄј˭ࡦ!

൭ĂΞਕߏԮ伤Ą!

严ࢦ۞ূ൭Ăௐ˘Ѩдວࢦ!

东ҘٕԮזЬࡎ发үĂΞ!

ਕߏഛ间盘脱Ą!

˘ჿٕߏ˘֖൭ă౫ٕ!

无˧Ξਕߏৠ经జ压ҝ!

˞Ą!

৭ٕӱ̙ϒĂ!!!!!!!!
驼ࡦ为ࡦ൭૱见۞!!!!!
ࣧЯĄ!
!

ҁѐˠ۞ၙّࡦ൭Ă!!!!
к为关节ۆĄ!

Π˯ࡦ൭Ξਕߏ胆ᝃ়ঽ
Ğ33ౢ 43:页ğĄ!

ѩ处ѣާّٕၙّ൭Ξਕ
Ԍ়ঽĞ29ౢکߏ 345
页ğĄ!

妇ˠ͡经来ሗٕ᪨θ时˭
ౢ:ϒ૱۞Ğ2ߏ൭ࡦ 359
页ğĄ!

൭Ăѣ时Яࡦ۞ҲҜޝ
˷̄宫ăӉ૰ٕۡ肠۞়
ঽĄ!



 174 
!预֨Ĉ疗ڼ۞൭ࡦ

．若背痛是结核病、尿路感染或胆囊疾病引起，应该治疗病因。若疑有重

病，则应该找医生看。 

．怀孕等单纯的背腰痛往往可用下列方法来改善或预防： 

 

!!

!

．服阿司匹林和泡热水（15 章 195 页），大多数背痛都会改善。 

．弯腰、提重物、或扭到或用力后突然严重的下背痛，有时用以下方法可

马上改善： 

 

 

 

 

 

 

 

 

 

 

注意：本法不可用于跌倒或外伤的病人。 

 

．若搬重物或扭到后，突然剧烈的背痛，一弯腰就如刀割一般，或连腿也

痛，或脚麻没有力，这些都表示病情严重，可能椎间盘（介于脊椎间的

缓冲垫）脱出压住神经。最好先平躺几天，膝窝和中背部可垫点东西亦

有帮助。 

 

．服阿司匹林和泡热水。若经数天不见好转，

就该找医生看。 

经૱৭ۡ!

ည这样!

̙Ξည这样!

!˯ည这样ჂдർԖ

̙Ξည这样!

弯ཕ运动Ğ动үޝ

ঽˠ着Ă̆ 脚זΩ

˘侧۞ተ盖˭!

Ьҝ这˘边۞۷ొ

Ш˭压ĂТ时缓ၙҭ

续۞ԯተొଯШΩ˘边

ͽԮ转ొࡦĄ!

ઇԆ˘边ГઇΩ˘边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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Ȉ˛ă静脉ѡ张!

静脉曲张是静脉鼓涨、弯曲、通常会疼痛。常见于老年人、孕妇人或生

过很多小孩的妇人腿部。 

 

治疗：不需药物，可照以下建议来做： 

．别站立太久或以脚下垂的坐姿坐太久。若

实在非如此不可时，可以每半小时躺下

来几分钟，并把腿抬高（高于心脏）。站

着时，尝试原地走动或重复把脚跟抬起

及放下，睡觉时也要用枕头把脚垫高。 

．穿弹性袜或缠弹性绷带来增加静脉回流，

但晚上一定要拿掉。 

．能照上法做才可预防脚踝的静脉曲张与慢性溃疡。 

 

Ȉˣăவ疮!

痔疮是直肠肛门部位的静脉曲张，使人感到肛门部有块状或球样物。可

能会痛，但没有危险。常见于怀孕妇人，生产后又好了。 

．金缕梅或仙人掌等苦味植物汁涂敷

到痔疮上可以消肿。痔疮塞剂也有

同样效果（附录四 392 页）。 

．温水坐浴会有帮助。 

．便秘也会引起痔疮。可多吃水果及

树薯、麦麸等含高纤的食物。 

．大的痔疮可能要开刀，该找医生看。 

．痔疮出血时，可用清洁布直接压迫

止血。如果止不住，找医生。有时

拿掉肿胀血管中的血块就可控制出

血。镊子煮沸消毒后就可如图使用。 

 

注意：不要尝试把痔疮切除，病人可能流

血不止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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Ȉ˝ă脚肿ٕ֗˯ιొҜ肿!

脚肿原因众多，有轻有重。但脸或身体别的部份也肿时，病情就严重了。 

怀孕妇人最后三个月可能会脚肿，这通常不严重，只不过是胎儿压住了

从腿上来的静脉，以致血液回流不畅。要是孕妇的手和脸也肿、头晕、看东

西不清楚，小便又少，那就可能患了妊娠毒血症（21 章 249 页），赶紧请医

生诊治。 

老人站、坐久了，血流不畅，往往脚也会肿。但老人脚肿也可能起因于

心脏病。肾脏病（18 章 234 页）也会，但较少。 

小孩脚肿可能是贫血（11 章 124 页）或营养不良（11 章 107 页）。病情

严重者，脸和手也会肿（见 kwashiorkor，11 章 113 页） 

 

治疗： 

想消肿，要先治疗造成水肿的病。少吃盐、用点利尿的青草茶亦有帮助

（见 1 章 12 页，玉米穗），还要照下面方法做： 

 

当脚肿۞时Ĉ脚˭ݬ۞ӱ̙ݻӱ͉˳Ăӎ则脚Հ肿Ą!

!

!!!!

!!!

ӱ˭时垫两脚ਕঐ肿Ą

Տ͇这样ٶ数ѨĄ脚υ

须过͕脏۞ޘĄ!

!

Ⴢ时垫两脚Ą!

!

р!

̙р!

Հ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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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Ȉăۛᦪ!

疝气是腹壁肌肉有了缺口或裂伤，肠子经由缺口形成皮下的一团肿块。

常因搬重东西或腹部过份用力过度（如生小孩）引起。有的小孩生下来就有

疝气（21 章 317 页）。男人疝气多在鼠蹊部，但淋巴腺肿大（10 章 88 页）也

会在鼠蹊部形成肿块。 

ۛᦪ૱дѩ处!!!!!!т图ҰΞϡ头༥זιĂ!!͐ཛྷ૱дѩ处Ă!

!

!

!

!

!

!

!

!

!

!

!

!

!

!

ᦘۛᦪπВ处Ĉ!

．不要搬重物。 

．用疝气带压住疝气。 

!

简ۛٽᦪ带ϡڱĈ!

!

!

!

ѩ处垫点东Ҙ          ֹਕ压ҝဂᔐొ!

 

注意：若疝气突然变大或很痛，应躺下使脚高于头，用手指轻轻把它按回去。

按不回去时，该请医生看。 

开˥Ă紧Ա医П险ĂޝĂಶΞਕܮ൭ĂঽˠФĂ˫没ѣ̂ޝᦪۛ

ϠĄ同时以阑尾炎的治疗方式来治疗（10 章 95 页）。 

!မ时̙变̂ݜ!!!!!!!!!!!!မ时会变̂ݜ

тң预֨ۛᦪĈ!

т图ວۏࢦ!!!!!!!!!!!!!!!!!̙Ξည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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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Ȉ˘ă٩ඏĞ痉挛ğ!

抽筋的人会突然失去知觉并一阵一阵抽动。抽筋主要因脑部有问题而引

起。小孩抽筋大部分因烧和严重脱水而起，病重者则多因脑膜炎、脑疟়

或߲̚而抽筋。常抽筋可能是癫痫 

．可能的话找出原因加以治疗。 

．若孩子高烧，立即用温水退烧（10 章 76 页）。 

．若孩子脱水，可用补充水份的溶液慢慢灌肠。要请医生看。 

．抽筋时不能吃东西。 

．若有脑膜炎（14 章 185 页）征候，马上治疗，并请医生看。 

．若疑有脑疟疾，马上注射抗疟药物（367 页）。 

!

癫痫 

癫痫发生在其它方面看来都很正常的人，可能隔几小时、几天、几周或

几个月才抽筋一次。有的病人失去知觉，抽得很猛烈，眼睛上吊。轻微的病

人，会突然〝失神〞，动作、举止怪异。癫痫会有家族遗传性。出生时脑子

受伤，婴儿期发高烧，或脑内有绦虫囊也会发生癫痫（12 章 143 页）。 

癫痫不是传染病，往往终生都可能发作，但有的婴儿长大了自己会好。 

预防癫痫发作的药： 

．phenobarbital 常可控制癫痫，花费也不多（389 页）。 

．phenobarbital 无效时，可改用 Diphenylhydantoin（phenytoin，390 页）。使

用有效的最低剂量。 

注：无法用药治根治，只能预防其发作，需终生服药。 

!

癫痫ঽˠ发ү时Ĉ!

．防止病人受伤，把硬的东西和锐利的东西都拿开。 

．抽筋发作时，不要放任何东西在病人口里---食物、饮料、药物或任何用

来预防咬伤舌头的东西。 

．发作完后，病人可能头昏、想睡觉，就让他睡。 

．若发作时间超过 15 分钟以上，使用无

针头的塑料针筒，将液态 diazepam 灌

入肛门内， 不要用 phenobarbitol, 

phenytoin 或 diazepam 作肌肉注射，那

是很危险的，要由有经验人员小心地

静脉注射这些药物。（更多信息详见

本基金会「残障村童」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