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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流感高发，孩童最易中招
接种流感疫苗是最可靠的预防方式

防治流感要避免这些误区

“流感病人和隐性感染者
是主要的传染源，其中症状明
显期的病人传染性最强，目前
济南市设有3家国家级流感监
测哨点医院，包括济南市立四
院、济南市儿童医院和章丘市
人民医院，这三家医院在内科
门诊、内科急诊、儿科、内科门
诊和儿科、内科急诊以及发热
门诊进行流感样病例监测。监
测到的乙型流感病毒，就是来
源于这些哨点医院。”于秋燕介
绍，流感主要通过空气中的飞
沫、人与人之间近距离接触或
与被污染物品接触进行传播。
病人和隐性感染者的呼吸道分

泌物中均有大量的流感病毒，
说话、咳嗽和打喷嚏喷出的飞
沫散布在空气中，若没有通风
措施，其传染性可保持30分钟。

预防流感应该做些啥？于
秋燕介绍，首先是加强体育锻
炼，增强人体适应环境的能力
和身体的免疫力，改变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保证
充足的睡眠、科学的饮食。“经
常洗手、改变揉鼻子、挖鼻孔等
不良习惯，以免将流感病毒带
入鼻腔，并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经常开窗换气，家中如有流感
患者可适当增加通风换气次
数。”于秋燕说，“洗手”和“通

风”是最经济有效的“消毒”手
段。流感流行期间，注意佩戴口
罩围巾，尽量少去人群聚集及
空气不流通的地方，以免引起
交叉感染。一旦感冒，可先去社
区就诊，不一定都到大医院扎
堆。小学、幼儿园等集体单位内
出现疑似流感聚集病例时，应
及时报告，尽早采取控制措施。

此外，于秋燕提醒，老人、
儿童、慢性病患者以及有免疫
预防缺陷等的重点人群，均应
接种流感疫苗。疫苗注射是预
防传染病最可靠的方法。在北
方，每年的10-12月是接种流感
疫苗的最好时间。

□记者 刘一梦

发烧、咳嗽、上吐
下泻……冬季以来，
济南市各大医疗机构
呼吸道门诊病人数量
明显增加，特别是近
期各医院儿科门诊小
儿患者猛增，就诊的
病 人 多 数 表 现 为 发
热、咳嗽等症状。据济
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监测显示，目前造
成市民发病的病原主
要是乙型流感病毒。

乙型流感病毒变异少，易在儿童聚集地暴发
“流感是一种由流感病毒

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传染性强，传播迅速，在集
体单位易引起暴发流行，造成
这次市民集中发病的病原主要
是乙型流感病毒。”济南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与地方病
防治所副主任医师于秋燕介
绍，冬季本身就是呼吸道疾病
高发时期，各种呼吸道病毒、细
菌都能引起人的呼吸道感染，
其中传染性强、传播快的主要
是流感病毒。感染人类的流感
病毒分甲（A）、乙(B)、丙(C)三

型。其中甲型最容易发生变异，
可感染人和多种动物，为人类
流感的主要病原；乙型流感病
毒变异较少，易在学校及托幼
机构等儿童聚集地方引起暴发
或小流行；丙型较稳定，多为散
发病例。“乙型流感病毒的特点
是儿童患病率较高，这也是为
何济南的流感目前主要发生在
儿童中的原因。”济南市疾控中
心病毒性疾病检测所相关工作
人员说。

患流感后主要表现为，发
病突然、高烧（一般在3 8℃以

上）、畏寒、头痛、乏力、咽痛、
肌肉酸痛、干咳等。另外，儿童
流感有时伴有胃肠症状，包括
恶心、呕吐、腹泻等。一般情况
下，病程一周左右恢复，少数
人遗留咳嗽症状。儿童、老年
人和慢性病患者等体质虚弱
人群易发生并发症，也是造成
冬春慢性病患者死亡的重要
因素之一。

儿童流感最常见的并发
症包括肺炎、支气管炎、心肌
炎等，成人流感最常见的并发
症是肺炎。

流感病毒的飞沫传染性能保持30分钟

别一发烧就吃药
先试试物理降温

发烧是体内免疫反应过
程，一定程度的发烧，可增加
免疫系统中吞噬细胞的活性，
促进抗体生成，是身体的一种
自我保护机制。

儿童发烧时，三种物理降
温方法有助降温：第一，用退
热贴或冰袋敷前额、头部；第
二，用温湿毛巾擦拭孩子的额
头、颈部、腋下、大腿根部；第
三，在适宜的室温（22℃-26℃）
下洗温水澡。不建议家长采用
冰水和酒精擦浴办法退烧，小
儿皮肤娇嫩，酒精会通过皮肤
吸收进体内，导致昏迷。

对于是否需要使用退烧
药，则要视情况而定。退烧的
目的是减轻因发烧引起的烦
躁和不适感。所以，儿童一发
烧就马上吃药是不科学的。只
有当其出现头晕、头痛、四肢
酸痛、烦躁不安、易激动或疲
倦乏力等情况时，可考虑酌情
使用退烧药；当腋下测量体温
超过38 . 5℃时，也可考虑酌情
使用退烧药。 据《生命时报》

感冒冲剂搭配稀粥
有助退烧

如果是嗓子不疼、浑身发
紧、有点发烧的感冒，最适合用
银黄口服液或者感冒冲剂。如果
这些药吃进去后体温不降，最好
再配一碗稀粥，这也是中医传统
治疗感冒发烧的办法。

中医有个名方叫“泻白散”，
用于治疗感冒发烧。方子中只用
了四味药，其中一味还是熬粥用
的粳米，为的是通过米的补脾力
量来声援肺，所谓“培土生金”，
就是通过粥把脾气补足了，使肺
气壮实，足以抗御外邪。这个治
法很值得借鉴到感冒治疗中，在
吃退烧中药的时候喝点粥，往往
能增加药效，这也是中医讲究的

“糜粥调养”。 据《北京晨报》

误区一 打了一次流感疫苗就
高枕无忧

通过接种流感疫苗产生的
抗体可以在人体维持一年左右，
但流感病毒很容易变异，基本上
每年就变异一次。当年的流感疫
苗仅对未变异的病毒有效，所以
流感疫苗需年年接种。
误区二 醋熏、喝板蓝根、房间
放洋葱能防流感

食醋的醋酸浓度很低，效果
差。在封闭空间长时间熏醋会引
起呼吸困难、恶心，对皮肤和呼
吸道黏膜也会造成伤害。板蓝根
并不能预防流感，过量服用还会
引起消化功能和造血功能的不
良反应。虽然葱蒜可以抑制细

菌，但其对空气中病毒作用微乎
其微。
误区三 补充维生素 C 可以
防流感

在人体缺乏维生素 C 时，
适度补充可以预防流感，健康人
补充维生素 C 并不能防流感。
误区四 得了流感，输液好得快

所谓“输液”输的是消炎药
（抗生素）。抗生素仅仅对普通细
菌感染有效，对流感病毒感染引
起的流感无效。而且抗生素用多
了还会引起肝功能损害、腹泻等
不良后果。
误区五 医疗条件发达了，流感
不会致死

典型流感、轻型流感由于症

状较轻，不会致死，药物治疗1-2
周后就可以治愈。

肺炎型流感（流感病毒性肺
炎）24小时内病情迅速加重，表
现为高热、乏力烦躁、剧咳、呼吸
困难、发绀，咳有血痰，双肺密布
湿性罗音和喘鸣，脉快细弱，病
死率较高。

老年人以及患有各种慢性
病或者体质虚弱者，患流感后比
较容易出现严重并发症，病死率
比较高。 据《人民日报》

小儿推拿
可有效预防感冒

根据济南市中医医院儿科
副主任医师张慧敏的临床经验
介绍，小儿推拿对于消化类疾
病来说是非常好的保健治疗手
段，特别是对于非感染性腹泻、
厌食等症状，在患儿无法进食
药物或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时
候，可以通过按摩脾胃进行调
理。小儿推拿对于增强孩子体
质、预防感冒等疾病也是非常
有效的方法，比如简单的捏脊
疗法，家长在家中就可以给孩
子进行，作为家庭保健推拿来
做的话，家长可以每晚进行，一
次 3-6 列，每捏 3 提一下，按摩
半小时即可。

“有些把小儿推拿当做主
要治疗手段，这是个误区。”张
慧敏说，小儿推拿不是万病都
治，也不能救急病，要对症使
用，要先以专业医生意见作为
参考，分清推拿和药物之间的
主辅关系，当处于哮喘发作或
者高烧不退的急性病症的时
候，要结合中西医服药等手段
进行治疗。 记者 刘一梦

流感发病
分三个阶段

根据流感发病的先后顺
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通常出现食欲不振、倦怠、
腰痛、肌肉酸痛等发病前的征
兆；第二阶段为已经感染上流
感，出现咳嗽、打喷嚏、鼻塞、
流鼻水、喉咙痛以及声音沙哑
等症状，约持续3-5天左右，还
会伴随全身酸痛的症状。第三
个阶段为发病持续，发病症状
持续两周以上，仍出现咳嗽以
及倦怠情形，如无适当治疗，
可能会出现严重并发症。

一般发热持续超过 3 天
仍有高热，或出现胸闷、气促、
极度疲倦、反应迟钝、尿少等
症状中的一个或多个，应立即
就诊。患有流感的人饮食宜清
淡，多饮温开水，不宜进食肥
甘厚腻、生冷、辛辣刺激之品。

据《人民日报》

济济南南市市中中医医医医院院儿儿科科住住院院区区““一一床床难难求求””。。记记者者 刘刘一一梦梦 摄摄

近一个月以来，济南各大医
院儿科门诊均感受到了很大的
压力。在省千佛山医院儿科门诊
中，白天三位大夫接诊的小患者
达到四五百位，晚上一位大夫接
诊120多位小患者。在济南市中医
医院，平均每天也有50-100位小
患者前来输液打针，多是感冒发
烧、呕吐腹泻或者肺炎支气管炎
的病患，其中发热、咳嗽等呼吸
道症状最多。

“今年流感来得比较早且较
为集中，上吐下泻的孩子以5岁
以下为主，反复高热的孩子5岁
以上的居多。”济南市中医医院
输液区副主任护师赵廷春介绍，
前来就诊的人群集中在从学龄
前幼儿到初中生。

为何秋冬季节流感高发？济
南市中医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
张慧敏介绍，“首先冬季气候寒
冷，人体的免疫力较低，病毒容
易趁虚而入诱发疾病。其次，由
于冬季室内使用空调或者暖气，
室内外温差大，对人体刺激较
大，另外，室内环境较为干燥，空
气流通不及时，容易导致细菌病
毒滋生。加之儿童自身抵抗力相
对弱，使流感病毒在孩子之间广
泛传播。此外，由于近两个月未
下雨雪，室外空气比较干燥，也
容易滋生、传播病毒和细菌。

一天百余个病号
学龄前儿童为主


	2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