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亭窑卫生与计生

十月怀胎袁一朝分娩遥 好不容
易才野熬到冶了孕晚期袁在这最后阶
段需要准备好哪些来迎接宝贝的
降生呢钥 下面就为各位孕晚期的待
产妈妈介绍一下遥
1尧联系好住院事宜
为了防止医院的妇产科床位
紧张袁 必须要提前联系好住院事
宜袁才能有备无患遥
2尧 和老公商量好去医院分娩
的路线和交通工具
没有人能预测分娩的时间袁必
须准备一个万全之策袁设计好去医
院的几种方案遥 关键是计划好袁孕
妈妈就能顺利平安地到达医院遥
3尧孕妈妈要按时做产前检查
到了孕晚期袁体检的次数就更

葡萄味道可口尧 营养价值高遥
而孕妇食用葡萄不仅能够帮助人
们改善睡眠外袁 还有其他很多功
效遥 因为葡萄中含有丰富的蛋白
质尧氨基酸尧卵磷脂等多种营养成
分遥 葡萄中的果酸更有助于消化袁
另一方面葡萄中还有安胎的功效袁
对于怀孕期间袁 胎儿不稳定的孕
妇袁可以适量吃些葡萄遥
3.苹果
苹果对健康十分有利袁更是孕

就像我怀揣院热爱 梦想 感恩 谦卑 执著
还有院内心的繁杂 命运的重荷 世俗的霜雪
要行走在苍茫岁月
要要
虽然趔趔趄趄 跌跌撞撞
被生活磕碰得伤痕累累 但依然前行

北部湾
那么多洁净的浪花 那么多蔚蓝的涛声
那么多澹澹的荡漾 那么多粼粼的波澜
把那么多泅上夜空的一粒粒星星 濯洗得那么闪烁

雷州半岛

渊网络图片冤
叫父亲去宰牛遥 我醒来也闹着跟去遥
因为是小牛犊袁 两袋烟功夫便弄好
煮熟遥 那牛肉味渗着生姜八角味从
锅中飘出袁 丝丝缕缕弥漫在低矮的
茅房里袁 哧扑哧扑的肉汁滚沸声在
耳鼓中回响袁我忍不住吃了三大碗袁
撑破肚皮还想要袁 最后在父亲的喝
斥声中停下了碗筷袁我撅着小嘴袁舔
着嘴角袁慢慢回味着这肉味的美好遥
最爽还是过年遥 年一到袁我们就
能穿上新衣裳袁戴上红五角星帽袁吃
着平时难得一吃的肉食遥 颈都望长
了袁目光都盼瘦了好几斤袁除夕夜终
是到来袁我们欢天喜地袁脸上荡漾着
幸福的笑容袁 一种骄傲和自豪感从
心底里油然而生遥
过年的重头戏是走亲戚袁 这也
是小孩子最渴望的遥 除了有好吃好
睇好玩的外袁最关键是有利是遥
大年初一袁 父亲穿着簇新的解
放鞋袁唱着红歌袁踩着心爱的野黑加
路冶袁载着我哥弟俩探外婆遥 大年初
二袁母亲又牵着姐姐袁挑着藤萝竹蓝
探阿姨姑婆遥

那年月袁日子过得紧巴袁走亲戚
时袁一刀五花肉袁一袋煎堆袁两斤木
薯饼就算是体面的野三大礼冶了遥 亲
戚接礼后也拿捏分寸袁 一刀肉只切
一小截袁煎堆木薯饼各取小半袁回礼
时另赠对等的礼品袁 永远保持着双
不亏的物质守恒定律遥 饭饱茶足聊
谈挨尾时送出村口袁又客套一番袁你
推我攘给孩子派利是袁 探亲接待总
算划上了完满的句号遥 这样袁一个正
月下来袁我们姐弟每人都能领到四尧
五元的利是袁一下子变成了野富翁冶袁
美得好几晚翻来覆去睡不着遥 女孩
子最爱扮靓袁 姐姐们用这些钱买了
头花和红头绳袁 扎着羊角辫子戴着
花袁格外的好看袁直到正月十五才舍
得摘下来袁待明年再戴遥 而我们这些
带茶壶柄的最贪玩袁买来鞭炮袁一直
燃放到元宵结束噎噎
儿女们听到这里又是一阵的唏
嘘袁望着满桌子的佳酿美食袁似有所
悟噎噎
是啊袁 那饥饿的童年已黄鹤一
去不复返了遥

妈健康的守护神遥 苹果性味甘酸而
平袁具有生津止渴尧和胃降逆的功
效遥 吃苹果还能促消化袁因为苹果
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尧 矿物质尧糖
类等遥 同时袁苹果中还含有锌袁孕妇
补锌则能促进分娩遥 且孕妇吃苹果
还能有效防止孕吐袁孕妇食用好处
多多遥
4.梨子
梨子袁肉脆多汁尧酸甜可口遥 梨
中还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尧钙尧铁等

多种营养物质遥 孕妇怀孕初期吃梨
子不仅可以清热解毒袁 还可以降
压袁 能预防妊娠水肿及妊娠高血
压遥 但是妇女生产之后忌食生梨遥
这些水果可是最适宜在孕早
期时食用的!除了这样袁孕妈在孕
期最好以清淡为主袁千万别挑食遥
据院搜狐

迎接宝宝前要做好七个准备
频繁了袁 一定要坚持按时去体检遥
关注每一次检查的结果袁 以便及时
发现异常袁及时想办法解决遥
4尧 孕妈妈要为自己准备好待
产包(待产包清单如下)
待产用品院长尧大的卫生纸袁要
软而结实院加长夜用卫生巾(住院排
恶露的时候用)曰开衫式的睡衣(方
便穿尧脱尧哺乳)曰哺乳胸衣曰大小毛
巾数块遥
宝宝用品院新生宝宝的小衣服尧
小被子尧小毛巾尧纸尿裤尧湿纸巾遥
待产时的食物院 待产有时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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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洲江携着院微澜 涟漪 荡漾 粼粼 淼淼 澹澹
甚至院泥沙俱下 污水浊波 垃圾渣滓
一路院蜿蜒曲折 跌宕起伏 颠簸沉浮
要奔向浩瀚北部湾
要要
虽然迂回缓慢 但始终向前奔流

怀孕初期吃什么水果好
1.香蕉
香蕉味甘性寒袁 可以清热润
肠袁促进肠胃蠕动遥 而香蕉性寒袁可
根据野热着寒之冶的原理袁最适合因
燥热而导致胎动不安者袁都可生吃
香蕉遥 在孕早期更容易出现便秘的
现象袁吃香蕉能有效预防便秘遥 孕
妇食用香蕉还可以增加免疫力尧控
制高血压遥 真是好处多多袁不过要
注意可别空腹吃香蕉遥
2.葡萄

E-mail:ljbfk2009@163.com

阴黄育斌

阴吴洪伟

儿凉风遥 同住一室的家伟叔和庚雄
叔叫我和阿桶去公里开外的西朗村
供销社买白糖饼遥 好处是每人一角
钱的脚路费袁还承诺袁如果谁输了吃
不下的白糖饼也归我们所有遥 这么
大的诱惑袁谁能抵挡得住浴
比赛开始袁家伟叔来势汹汹袁喧
声夺人袁 咔嚓咔嚓眨下眼十个白糖
饼下了肚袁 接着是一阵咕噜咕噜的
牛饮袁待到二十个时袁就像一台沒了
油的推土机失去了马力袁 嚼劲松垮
了下来袁并时不时打着饱嗝袁摊坐在
板凳床上遥 而庚雄叔人高马大袁实力
雄厚袁像廉颇老将尚能饭袁二十八个
下肚还舔舔嘴唇袁 一脸的白吃的得
意表情遥 我们站在一旁袁眼珠子滴溜
溜转袁盯着剩下的白糖饼暗自窃喜遥
最后袁当然是每人分得了四个袁拿回
家藏在米缸里慢慢地吃遥
我在家中排行老五袁父母宠着袁
哥姐们凡事也都依着袁自然袁父母亲
割胶留下的夜粥大多是我独享遥 记
得有一次袁二姐从稻田拾遗穗回来袁
饿得像一团刚搓好的面遥 她四下里
找吃袁打开盐盅袁把白花花的盐粒幻
化成香喷喷的米饭袁 一把把往嘴里
送袁又是一瓢瓢舀水喝遥 母亲割胶回
来袁 质问盐哪儿去了袁 我终是做了
野叛徒冶袁野出卖冶了二姐遥 后来袁母亲
流着泪说:野阿二腌坏肾了遥 冶
儿女们听到这里紧皱眉头袁百
思不得其解遥
野二姑妈真的吃了那盅盐袁又喝
了半缸水吗钥 冶
我说院野那年月袁 饿了什么事情
不可以发生袁 古代有易子而食的故
事遥 你们听说过寒不择衣袁饥不择食
的成语吧遥 冶
你们知道吗袁 那时的农场为了
积粪肥袁在各个山头都养着许多牛遥
我爷爷叫锡友袁 但大家都喜欢叫他
野一公冶遥 他的工作就是住在六号高
山看守牛舍遥 白天赶着牛群在山坡
上放牧袁傍晚赶着牛群回栏看守遥 冬
夜里袁北风啸啸袁吹得茅屋檐呜呜作
响袁野地山沟狼狗嗥叫袁到处结着白
白一层霜遥 爷爷半夜起来袁穿着破棉
袄袁颤巍巍来到牛舍旁生火遥 但还是
有初生的牛犊捱不过冬夜的遥 爷爷
发现后提着煤油灯连夜赶回队里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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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院林金连

九 洲 江 （外二首）

饥 饿 的 童 年 （散 文）
野金樽青酒斗十千袁玉盘珍馐值
万钱冶袁 面对满满一桌美味佳酿袁我
跟儿女们聊起那遙远的童年生活遥
上个世纪六尧七十年代袁是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时期遥那时袁我
家住在黎明农场南朗队袁 我童年的
生活就是在那里度过的遥
与其说南朗山是孩子们的乐
园袁还不如说是解决饥饿的好去处遥
每逢仲夏或初秋之际袁 满山野果飘
香遥一树一树的山竹袁一丛一丛的稔
子袁 茫茫然不着边际袁 黄一搭紫一
搭袁 把整个山坡都染成了色彩缤纷
的水彩画遥我们一大群山野孩子袁像
一阵过路的山风袁刮向山旮旯袁凡是
能吃的袁见者不拒遥 待下山来袁个个
肚子胀如皮球袁回家省了许多口粮遥
但问题来了袁 第二天一个个光着屁
股袁呼天抢地憋红着脸袁那拇指般大
小的山竹核袁 沙子似的稔子粒排着
队堵在肛门出不来遥 母亲把花生油
往屁股上抹袁用小树枝往里撬袁出是
出来了袁 肛门皮层组织渗血袁 嗫啊
嗫袁 嗫了又嗫袁 好几天收缩不回原
形浴
钓鱼是孩子们的乐事遥那年月袁
肉食的主要来源是向大自然攫取遥
终于盼到了放假袁 我们迫不及待地
拿着钓杆往山塘河边里跑遥通常袁钓
得最多的是沧浪鱼 渊俗称走水佬冤袁
鲫鱼袁 有时也有难得一见的白鳝和
花星遥 那天中午袁我们下完钓袁玩着
石子袁三哥钓杆上的浮标猛被拉沉遥
野好家伙浴冶三哥喜出望外袁执杆往上
抽袁一尾肥硕蜡黄的塘虱凌空而起袁
挂到了榕树枝上遥三哥个子不高袁够
不着袁 踮起脚跟往上跳袁 鱼是抓到
了袁食指反倒被钓勾着袁哇哇直叫遥
我们慌忙抱起他袁 搬来了石块砖头
垫脚袁然后我一溜烟的跑回家遥父亲
呼呼的赶来袁剪了线袁用单车载着他
去农场医院做手术遥 鱼总算是吃到
了袁也解了馋袁但付出的代价着实不
小遥
儿女们听到这里袁睁大了眼睛遥
我叫他们边吃边听袁菜都快凉了遥
接下来我又讲了湛江知青打赌
吃白糖饼的闹剧遥
我还依稀记得袁那晚天时忒热袁
周遭一片黑袁 南朗山上吹不来一丝

责编院林梅英

对漫长的过程遥 要准备些食物补充
能量遥 可准备巧克力袁果汁(配上弯
曲的吸管袁可以方便喝水)遥
5尧孕妈妈要经常按摩身体
孕妈妈越来越 野大腹便便冶袁不
适感加重袁腰酸背痛袁下肢水肿遥 孕
妈妈要做一下按摩遥 做不到的要准
爸爸帮忙袁 按摩可以刺激身体皮肤
内的神经末梢袁增进血液循环袁缓解
肌肉疲劳遥
6尧孕妈妈要学习分娩知识
孕妈妈一方面渴望宝宝的到
来袁 一方面对分娩的恐惧就象石头

小儿外科位于妇幼保健院3 号楼七楼, 是医院重点发
展的科室之一袁也是我市乃至周边市尧县为数不多的小儿
专科科室袁主要开展业务有小儿泌尿外科尧小儿腹部普外
科尧小儿骨外科及新生儿科遥 为适应小儿外科的持续发展
及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尧疾病确诊率袁医院引进了层流手术
室尧先进的小儿麻醉机尧小 儿呼吸机尧奥 林巴斯小儿腹腔
镜尧三维彩超尧数控小儿空气灌肠机等先进设备袁专业的疾
病诊断和治疗水平得到了大大的提高遥
小儿外科成立至今已成功开展小儿外科手术数千台袁
在粤西地区处于领先地位袁创造了廉江市多个第一袁特别

一样压在心头遥 其实知道事情是怎
么回事袁反而回轻松面对遥孕妈妈可
以搜集一下这方面的信息袁 或参加
产前培训班袁全面客观的了解分娩袁
保持轻松和自信的状态袁 迎接宝宝
的降生遥
7尧孕妈妈不要单独外出
孕晚期的孕妈妈不要单独一个
人外出袁如一定要单独外出袁就手机
一定要随身带遥
提示孕妈妈袁 在这个时期最重
要的是充分休息袁保持愉快的心情袁
等待和亲爱的宝宝见面浴 据院搜狐

是小儿腹腔镜手术袁为廉江独家袁多种小儿外科疾病及手
术术式为廉江市首例袁其中包括小儿阴茎整形渊隐匿性阴
茎矫形术尧先天性尿道下裂卷管成形术尧阴茎弯曲矫正术
等冤尧先天性肛门闭锁渊低位冤肛门 1 期成形术尧先天性肛门
闭锁渊高位冤1 期造瘘术尧Pena 术及造瘘回纳术尧先天性巨结
肠经肛门 Soave 巨结肠根治术尧先天性膈疝修补术尧新生儿
肠闭锁尧先天性幽门肥厚尧坏死肠等袁均取得成功袁随诊生
活质量良好遥
医护人员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尧中山大学孙逸
仙纪念医院尧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尧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

红土地的红 是我不褪色的热爱
频繁轰鸣的雷声 是我深情的咏唱
1180 公里长的海岸线 是我绵绵的眷恋
13225 平方公里的辽阔 是我永远的乡愁
蔚蓝的波涛 洁白的浪花 是我幸福的心跳
南海的日出 北部湾的夕照 是我真诚的赞美
雷州半岛 承载我的现实与梦想
雷州半岛 安放我的前世与今生

严

寒（外一首）

阴申宝珠

天大寒 朔风凛
打谷场 一个裹着头巾的母亲
弯下腰
来来回回给小推车 抱过冬的柴禾
这画面的萧瑟 在我的现实里
逶迤远去
可它常常在我的文字中
无法疏离

今日小雪

见到你 真的不难
一勺月光就已浇灌出那片土地
借一片落叶 飘进河流
飘到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当我打开窗幔
你已为我装扮好世界
而今宵
河流是温馨的摇篮
我和鱼群一起聆听歌谣
渔火明灭了乡愁
疏狂放牧着寒流

刚出生的婴儿怎么补充
营养素
早产儿应提早在出生后 2 个
星期开始补钙袁 足月儿则在满月
后开始补钙袁 建议一直补到 2尧3
岁遥
补钙还有一个吸收的问题袁
补得再多袁不吸收也是白搭遥 同时
补充 AD(鱼肝油)能帮助钙的吸
收袁预防佝偻病袁多晒太阳也会帮
助钙的吸收袁一定要到户外袁不能
隔着玻璃袁 因紫外线是不能穿透
玻璃的遥
另外袁 婴儿胃肠道系统的不
完善袁也会影响吸收遥 建议补钙的
同时补充一些肠道有益菌袁 如妈
咪爱尧合生元等(放心袁有益菌不
是药袁是多多益善的)袁胃肠道系
统的不完善也是诱发小儿湿疹的
根源袁所以说小儿的大多数病袁改
善胃肠道是关键遥
补充 VD 的误区要要
要不要滥
服鱼肝油
有的妈妈觉得鱼肝油是维生
素 D袁 多吃几滴只有好处没有坏
处遥 殊不知维生素 A 或 D 过量会
造成中毒遥
孩子维生素 A尧D 急性中毒袁
可引起颅内压增高袁头痛尧恶心尧

呕吐尧烦躁尧精神不振尧前囟隆起袁
常被误认为是患了脑膜炎遥 慢性
中毒表现为食欲不好尧 发烧尧腹
泻尧口角糜烂尧头发脱落尧皮肤瘙
痒尧贫血尧多尿等遥
如发现以上症状袁 要停服鱼
肝油袁 少晒太阳袁 立即到医院急
诊遥 如果家长确认宝宝每天都能
晒足够的太阳袁主要是屁股尧小手
小脚袁 同时又担心多补了鱼肝油
会中毒的话袁 可以隔天吃一粒鱼
肝油遥
注意袁钙剂不宜与奶混合吃遥
因为钙粉与奶混合后袁 奶会结成
小块袁影响吸收遥 钙与鱼肝油宜在
喂完奶袁半小时以后吃遥
2尧3 岁以后袁小儿生长速度减
慢袁户外活动增多袁一般无需再服
用维生素 D遥
6 个月了开始要长乳牙了,可
以买点磨牙饼尧 磨牙棒之类的给
她野啃啃冶袁不要老是吃软绵绵的
东西了袁也可以吃馒头片,或把煮
熟的玉米的芯子给宝宝啃袁 这个
比较好甜甜的还有营养遥
据院搜狐

院等上级医院小儿外科专业进修学习袁并有良好的合作关
系袁作为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尧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
廉江市人大常委会
医院的技术指导点袁小儿外科所采用的手术术式是目前较
廉江市新闻中心 宣
先进的手术术式袁 特别是小儿腹腔镜手术具有手术安全尧
切口小尧创伤小尧出血少尧恢复快尧术后美观等优点袁并结合
小儿多动尧不配合的特点袁采用静脉全麻及切口皮内缝合
渊免拆线冤等技术袁深受广大患儿家长的好评遥
渊作者系中共廉江市委党校副校

长尧政法讲师冤
小儿外科服务热线院渊0759冤660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