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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如何应对蚊虫叮咬？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天 气 逐 渐 炎 热 ，雨 水 增 多 ，蚊 虫 也 开 始
猖 狂 起 来 ，蚊 子 尤 其 喜 欢 叮 咬 小 孩 子 ，可 怜
的宝贝们，总是一身蚊子包。小皮肤嫩嫩的，
叮咬的大包特别突出，让人看了好心疼。 如
何来应对蚊虫叮咬呢？

预防从个人卫生入手
被蚊虫叮咬后，轻则红肿奇痒，重则感
染疾病，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如
何防止被蚊虫咬伤呢？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卢
涛表示， 预防蚊虫咬伤最实用的办法就是
注意个人卫生。 蚊子喜欢叮咬汗腺发达、体
温较高的人。 这是因为这类人群血液中的
酸性增强， 所排出的汗液使得体表乳酸值
较高，对蚊子产生吸引力。 夏天市民穿着衣
物单薄，训练过程中出汗较多，特别是高温
天气，衣物很容易湿透。 因此要注意个人卫
生，适时冲洗身体，保持肌肤清洁。 同时，洗
澡时最好少用香皂， 因为香皂中所含的花
蜜露是蚊虫的最爱， 使用后被蚊虫叮咬的
概率反而增大。
此外，可进行饮食调理，适当改变体质，
使身体所排出的汗液酸性浓度降低。平时可
多吃大蒜和含维生素较多的食物， 如豆类、
水果、绿色蔬菜等。野外驻训时，对于皮肤暴
露的部分，最好涂抹防蚊液或风油精。 蚊虫
叮咬可以传播多种疾病：比如登革热、流行
性乙型脑炎、疟疾、丝虫病等，因此野外驻训
防止蚊虫叮咬非常重要。
让孩子少被咬的方法有：小婴儿外出小
推车最好有纱帘。能走路的孩子最好穿宽松

的长衣裤，一定要宽松，这样凉快又防蚊。尽 的组织液、淋巴液等渗出，肿成一个包，就会
量少在水旁边或草丛旁边玩耍，尤其傍晚时 越抓越痒， 而且还不易消退， 长满红包的
分。 家中睡眠时可以开空调，室温高会导致 “赤豆腿”就是这样被抓出来的。 如果叮咬
后少抓挠不刺激叮咬处， 一般 10 至 15 分
蚊虫活动增加。
孩子最好睡在有蚊帐的环境，这样既防 钟后，痒感就会明显消退，局部红肿就会减
轻。 此时再用肥皂蘸水涂抹在红肿处，可迅
蚊，也没有化学药物刺激。
速止痒。原因是肥皂中含有高级脂肪酸的钠
盐，这种脂肪酸的钠盐水解后显碱性，而蚊
少抓挠不刺激叮咬处
虫叮咬时分泌的是酸性溶液， 两者中和后，
一般蚊子咬了， 在叮咬处出现局部红 可迅速消除痛、痒感。如果叮咬处很痒，可先
肿、痒，3 至 5 天会自行消退，不留痕迹。 家 用手指弹一弹，再涂上花露水、风油精等，或
长们都不紧张，自己基本可以搞定。
是用盐水涂抹肿泡痒处，这样不仅能使肿块
叮咬后特别痒怎么办？有什么好方法让 软化，还可以有效止痒。
肿消的快点吗？ 卢涛主任提醒市民，一旦被
孩子被咬后常不能控制抓挠的动作，可
蚊虫叮咬后不能抓挠。 因为抓挠后，皮肤里 使用曼秀雷敦薄荷膏，清凉的感觉可以减少

谨防游泳带来的小麻烦

夏季预防宝宝长痱子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对于多数孩子来说游泳是最开心的事
情了。天气越热，越觉得泳池凉爽。但如果只
顾着兴高采烈，就会来些小麻烦。

如您选择的是室外戏水乐园或海滨浴
场，最要注意的就是防晒。孩子皮肤娇嫩，防
晒能力弱于成人，极易晒伤。
在游泳、嬉水的过程中，人身体受到的
紫外线照射不但有阳光的直接照射，还要接
受水面反射的紫外线，晒伤的几率增高。 同
时，因为水边比较凉爽，易忽略暴晒的不适，
而使日照时间较长，等孩子玩够了从水里拎
出来，才发现已经晒伤。 所以，游泳前一定给
孩子涂上防水的防晒产品。 游泳时间不能太
长，也不要选择太阳直晒的时段游泳。 一旦
出现晒伤如皮肤红痛甚至水泡，可以冰敷或
凉水中缓解红肿症状，但有时补救效果不理
想。 做好防护还是最重要的。

们的外耳道里常常有耵聍（耳屎），脏水进
入外耳道，浸泡耵聍，可使耵聍膨胀增大堵
塞外耳道，也可造成外耳道的感染，形成外
耳道疖肿，引起耳部疼痛。而如果患儿游泳后
发生鼻炎、鼻窦炎，则可继发引起中耳炎。 如
原来曾患中耳炎，有中耳穿孔，失去鼓膜保
护，脏水直接进入中耳可引起中耳炎。如外耳
道里有较多耵聍，最好游泳前到耳鼻喉科把
耵聍取出来。游泳时最好带泳帽，游泳后歪头
拉几下耳垂，使耳朵里的水流出去。用干净毛
巾擦干，并要用酒精棉签擦拭外耳道。
其次，要防结膜炎。 游泳过程中眼睛常反
复进水，孩子也经常用并不干净的手揉眼睛，
因此结膜炎也是游泳后易发生的。 游泳后用
营养性眼药水滴眼，起到局部冲洗的作用。 如
出现较多眼分泌物，需要点抗生素类眼药水。
最后要防尿道口炎。游完泳洗澡时一定
要将尿道口也清洗一下，清洗时尽量将包皮
翻上去，否则易发生龟头炎。

防局部感染

防感冒、腹泻

在海里游泳易晒，到室内游泳馆没有晒
伤的问题了，但仍然还有需要注意的。 最主
要的是要考虑室内泳池水的洁净程度。泳池
这么大，换一次水不是轻而易举的，不换水
里面可能真是什么菌都有了，不是不相信那
些高级游泳馆，谨慎点总是没错的。
首先要防外耳道炎以及中耳炎。我们的
耳朵是由外耳、中耳、内耳组成，中耳外有鼓
膜，耳朵进脏水后是不会进入中耳的。 但我

孩子一般一下水就不上来，玩的没完没
了，游泳看似轻松实则体力消耗巨大，要适
当控制时间，太累孩子容易生病。 游泳后孩
子食量大增，需帮孩子节制，吃点易消化的，
冰饮慎饮，否则容易腹泻。
有的孩子报了游泳课， 需要定期游泳。
但如果孩子感冒发烧，疾病期间是不可以游
泳的，疾病初愈也不建议马上游泳，游泳太
消耗，常导致病情反复。

防晒伤

孩子的不适感。 如叮咬后剧痒难忍，可用炉
甘石洗剂止痒。 常规小蚊子包家长可以应
付，遇到下列情况家长也不要慌张，要正确
应对。 叮咬后红肿巨大，甚至出现淋巴管红
肿。 有的蚊虫叮咬后红肿很大，整个手肿、
脚肿，甚至中心出现水泡，特别痒。 更严重
的还有叮咬周围或全身出现红疹， 或叮咬
处淋巴管红肿。
家长常常担心大包里会不会有什么毒
性物质，会不会对让孩子中毒，这种担心是
不必要的。 严重的红肿是蚊虫叮咬后局部
过敏反应的表现， 一般发生在皮肤敏感或
本来就是过敏体质的孩子身上。
叮咬后如剧痒，可以涂炉甘石洗剂。 如
孩子使劲抓挠造成局部破溃， 可涂一些消
炎药膏以防感染。 可口服抗过敏药如仙特
明、克敏能，减轻过敏反应。 但不论使用外
用还是口服，都没有立立竿见影的效果，家
长不要紧张，也不要乱找药膏涂抹，尤其其
中成分不详的更应慎重。因为叮咬后肿大严
重的孩子往往是过敏体质，如涂抹不当反而
会造成新的过敏。
此外，敏感部位被咬常常使家长敏感和
担心，比如“小鸡鸡”被咬，一些家长吓得不
行。 尽量让孩子不要抓挠，减少被挠破的可
能性。 小婴儿最好暂不戴尿裤了，大孩子要
穿宽松的裤子。 没有特殊情况，2 至 3 天红
肿就会减轻，随后逐渐消退，啥也不影响。
蚊子咬在眼睛上，稍微重一点孩子眼睛
就睁不开了，家长会比较担心。 眼睛部位被
咬，最好少涂药。薄荷膏、风油精之类的药膏
常会刺激眼睛造成眼睛疼痒。尽量避免孩子
揉眼睛，以免造成继发的眼部感染。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夏季到来，气温越来越高。 在这个季节
里，除了肠道疾病多发外，皮肤疾病也是容
易发生的。 夏季最多见的皮肤问题是痱子。
痱子看似是个小问题，但因反复发生，持续
出现而让家长很是烦恼。
夏季宝宝皮肤疾病多发， 湿疹和痱子
都多见，二者疹形有相似之处，但治疗方法
却不相同，如何区分呢？
1 、 疹 形 相 似 而 不 同 。 虽然湿疹和痱
子都是红色的疹子， 但湿疹皮疹相对大
些， 疹子之间的边界常不太清楚， 有的
疹子有渗出， 有的皮疹周围皮肤粗糙干
燥。 而痱子皮疹相对较小， 常伴有发白
的小尖。
2 、出现时间不同。 湿疹四季皆可发病，
而痱子多见于炎热的夏季。
3 、原因不同。 湿疹常与过敏相关，过敏
原刺激后常可导致皮疹增加， 但过敏因素
消除后不易很快缓解。 而痱子只与高温多
汗汗管堵塞有关，外界温度适宜、少汗后常
可很快减少。
不过，夏季经常痱子和湿疹混在一起
出现， 要求家长做甄别还是有点难度的，
因治疗原则不同，如不能明确诊断，建议
就诊。
那么，夏季怎样预防痱子呢？
1、 保证生活环境温度适宜。 夏季气温
高，或打开门窗，打开电扇，或打开空调，让
孩子有一个相对凉爽、舒适的环境。
孩子体内代谢水平高，怕热不怕冷，皮

肤娇嫩，抗病能力低，环境温度高时易发生
皮肤疾病。 而老人正相反， 大都怕冷不怕
热，不喜欢空调，所以老人带的孩子生活环
境往往温度过高。
2 、保 持 皮 肤 表 面 的 干 燥 。 外出玩耍尽
量在阴凉环境，不要到烈日下。 玩的时间
不要过长，注意给孩子擦汗。 可以多洗澡，
洗后擦干。 外出玩耍如宝宝有汗，可给他
扇凉，让流动的空气带走汗液，减少汗液
在皮肤上的停留时间。 穿薄的小布衣，使
用布的小床单，透气又吸汗，利于保持皮
肤干燥。 睡着后要给孩子翻翻身，擦擦背，
不要一个姿势睡一晚上，减少汗液对皮肤
的浸泡。 因孩子头出汗多，头皮中容易出
现痱子，可考虑把头发剪掉，利于清洗和
干燥。
孩子出了痱子怎样办呢？ 一般痱子多
发生在 2 岁以内的小宝宝， 随着年龄的增
加， 孩子皮肤耐受性增加， 痱子会越来越
少。 可能在 1 至 2 岁孩子会连着两年出痱
子，但不会像家长忧虑的那样年年出，或至
少逐渐减少。
孩子出痱子并不可怕，需要注意的是，
出痱子后一定保持皮肤的清洁， 不然非常
容易发生痱子上面出了小脓头， 这是痱子
合并皮肤感染的征象，即家长所说的痱毒。
出现这种情况不能听之任之， 要用 75%的
酒精对小脓包加以消毒， 如果小脓包融合
变大，可用抗生素类的药膏涂抹，严重的要
看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