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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肝义诊与讲座

普通感冒和流感吃药有啥不同

“这些病不用去国外治”系列二

国内肝移植5年后患者存活率超70%

高女士：医生您好，最近我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等感冒症状，有朋友说这是流感，吃普
通感冒药不管用，建议我吃奥司他韦这种抗病毒的药。我想问一下普通感冒和流感有啥区别，该
怎么对症吃药呢？

专家姜淑娟：根据你的症状
描述，应该不属于流感，而是普
通感冒。感冒的常见病因多为病
毒导致，病毒种类繁多，以鼻病
毒最常见。鼻病毒导致的上呼吸
道感染属于普通感冒，此类疾病
多以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等明
显的鼻部症状为特征；而流感分
甲乙丙三种类型，每年的病毒都
有不同的变异，明显的症状为持
续高热、全身酸痛、伴有咳嗽或
咽部不适等。

从药物治疗方面来说，并不
是什么类型的感冒都适合奥司
他韦。奥司他韦可以抑制成熟的
流感病毒脱离宿主细胞，从而抑
制流感病毒在人体内的传播以
起到治疗流行性感冒的作用，
是为流感病毒专门“私人订
制”的药物，对于各类流感病
毒导致的上呼吸道感染效果
好，而对于鼻病毒导致的普通
感冒效果不明显。

普通感冒患者没有特效的

药物，需要针对自己的具体症状
对症下药，抗生素无效。而对于
流感患者来说，持续的高热和全
身酸痛等症状可能会持续3-5
天，除了按时服药、卧床休息外，
还要谨防流感病毒侵害到肺，一
旦演变成重症病毒性肺炎，就极
易引起呼吸衰竭，严重的会导致
死亡。

济南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布
消息称，济南的流感型别悄然发
生改变，以原来的乙型BY逐渐
向甲型H1N1型转变，建议市民
采取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人体适
应环境的能力和身体的免疫力
以及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行
为习惯等防控措施。

另外，应平衡饮食，避免辛
辣、生冷等刺激性食物，不要抽
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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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保持室内空气新
鲜，家中如有流感患者可适当增
加通风换气次数。

疫苗是相对可靠、有效的预
防措施，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
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发生并发
症的风险。记者 刘一梦 整理

山东省立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山东
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美国Mayo C l i n i c和Johns
Hopkins Hospital访问学者。中华
医学会呼吸分会委员，哮喘学组
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
会常委，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呼吸
分会常委。擅长肺部感染、肺癌、
肺部疑难杂症、胸膜疾病、呼吸
内径介入治疗。在呼吸内科临床
工作30年，主要从事肺部感染、
肺癌及肺部微创诊治。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上午、
周三上午。

地址：济南市经五纬七路324
号山东省立医院呼吸内科。

目前，中国的肝移植技术已
经达到世界领先的行列，多家大
型肝移植中心的患者在移植5年
后存活率都达到了70%以上。对
于心脏瓣膜治疗，国外治疗高危
主动脉瓣狭窄的主流术式，在国
内也可以完成，心脏瓣膜患者在
国内就可以接受一流手术治疗。

我国每年儿童肝移植

手术量超过全欧洲

“妈妈我爱你，别扔下我。”9
岁的胖胖哭着对妈妈说。胖胖是
一个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的女
孩，在尝试各种保守治疗后，病
情还是不断恶化。之后胖胖进行
了肝移植手术，如今恢复的很
好，已经回到学校上学了。

说起这个孩子在九年的挣
扎后回归美好的世界，还要归功

于国内先天性胆道闭锁终极治
疗——— 肝移植。

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副
院长、肝脏外科主任夏强表示，
该院儿童肝移植后一年存活率
达93%，5年生存率达80%。目前中
国每年儿童肝移植手术量超过
全美国同类手术量的2/3、全欧
洲的儿童肝移植手术量。

除了儿童肝移植，我国成人
肝移植也达到世界最领先的行
列。在我国肝移植数量不断增长
的同时，肝移植术后患者的生存
率也稳步提高。国内多家大型肝
移植中心的患者在肝移植后5年
存活率都达到70%以上。

“国外瓣膜

不一定适合中国人”

“很多患者在诊断出心脏瓣

膜病后，第一反应就是去国外。”
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汪芳表示，
其实自从 2014 年开始，我国的
心脏瓣膜治疗效果就已经世界
领先了。阜外医院副院长、国家
心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副主任杨跃进介绍，中国最新的
主动脉瓣膜置换术属于微创，费
用比进口的低 1/3。

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心
血管外科主任薛松说，目前国外
治疗高危主动脉瓣狭窄的主流
术式，在国内也可以没有压力地
完成，心脏瓣膜患者完全可以在
家门口做上世界一流的手术。

另外，汪芳在谈及心脏瓣膜
患者出国手术时也很忧虑，“我
国患者的血管走行和器官尺寸
等方面都很不适合国外瓣膜。”

据《健康时报》

目前，脂肪肝已取代病毒性
肝炎成为我国居民第一大肝脏
疾病。济南市中心医院专家张淑
红介绍，脂肪肝是一种疾病，而
不是亚健康。要防治脂肪肝，必
须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3 月 10
日，张淑红将举办脂肪肝的防治
知识讲座，现场为 50 名市民提
供免费咨询、义诊机会。

讲座时间：3 月 10 日，上午
九点半至十二点

讲座地点：大明湖党群服务
中心。该中心位于按察司街 66
号大明湖小学西邻 100 米路南，
乘坐 K59、101、K50、K151、31

路公交车在青龙桥站点下车后
步行 200 米即到。

专家：张淑红，医学博士，主
任医师，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
心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兼肝病
科主任及感染性疾病科主任。熟
悉消化系统常见病及疑难危重
疾病的诊断及救治，尤其擅长肝
胆疾病的诊治，如脂肪性肝病、
药物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以
及各种病因导致的肝硬化、肝
良、恶性肿瘤等。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全天
(消化肝病门诊)、周二全天(消化
内科)。

家庭药箱

近报健康智囊团专家
姜淑娟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症、腰椎滑脱症、腰椎管狭窄
症、脊柱椎体骨折、骨质疏松
症、脊柱结核、脊柱侧弯等疾
病，是很多人都有的常见病、
多发病。

3 月 12 日-3 月 17 日，济
南市中心医院脊柱外科特推
出“义诊周”活动，对广大脊柱
疾患的市民免挂号费，可以直
接到济南市中心医院门诊楼
三楼脊柱外科门诊就诊咨询。

义诊时间：3 月 1 2 日- 3
月 17 日

义诊专家：

3 月 12 日(周一)：龚维明
主任医师，脊柱外科主任

3 月 13 日(周二)：刘淑恒
副主任医师

3 月 14 日(周三)：仲江波
副主任医师

3 月 15 日(周四)：宋宏亮
副主任医师

3 月 16 日(周五)：张庆国
副主任医师

3 月 17 日(周六)：宁斌副
主任医师

专家地点：济南市中心医
院门诊楼三楼脊柱外科门诊

联系电话：0531-85695147

“脊柱外科义诊周”活动

医学前沿疾病预防

早春时节，这几种病得提防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陈彦

三月天气乍暖还寒，学校开
学、务工人员返城，人员流动与
接触增多，是呼吸道传染病多发
季节。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工作人员提醒大家，应注意预防
麻疹、风疹等呼吸道传染病及手
足口病。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是传染性最
强的传染病之一。麻疹病人病毒
可经飞沫或直接接触感染者的
鼻咽分泌物传播。早春季节为麻
疹好发季节，发病主要以儿童为
主，易在学校等集体单位出现聚
集性发病。

风疹是一种急性病毒性呼
吸道传染疾病，感染主要对象为
5-9 岁儿童，部分成年人、孕妇、
育龄妇女也可感染本病。临床表
现为发热，伴有轻微上呼吸道感

染症状，之后先面部后颈部、再
躯干四肢出现淡红色斑丘疹，伴
有耳后、枕部、颈下和颈部淋巴
结肿大。

另外，手足口病也是早春易
发疾病。手足口病是以手、足皮
肤疱疹和口腔粘膜溃疡为主的
传染病。临床主要表现为口腔疱
疹，同时手、足、皮肤出现斑、丘
疹，并转为疱疹，可伴有低热、患
者口腔疱疹溃疡后患者咀嚼时
疼痛，并拒食、流涎。该病主要通
过接触污染的手、毛巾、手帕、茶
杯、玩具等感染，感染对象主要
为儿童，尤其托幼儿童。

济南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
员介绍，预防早春易发疾病，应
注意保持空气流通，加强锻炼，
对于手足口病应该早发现、早隔
离，并做好护理工作。此外，天气
转暖，蚊蝇等媒介生物开始繁殖
活动，工作人员提示在春季旅
游、春耕时应防蜱虫咬伤。

感冒用药
注意这些误区

感冒之后，许多人认为这
是小事，随手拎起家里的药或
者去药店听从售货员的推荐
买了“对症”的感冒药。其实，
感冒用药存在许多误区。
1、感冒药越贵越见效

药价无非是靠包装盒广
告打出来的，买药的时候要看
它的药品名，而不是商品名，
一些大品牌药的实际成分和
几块钱简易包装的是一样的，
效果自然也没有太多的区别。
2、输液比吃药要更有效。

如果输液，就等于是对血
管造成了一次伤害，而血管要
修复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能
口服用药就不要要求输液。
3、多种感冒药一起用，好得快

感冒了，很多人为了尽快
控制病情，就同时服用多种药
物。市面上很多感冒药的成分
都不是单一的，多是几类药物
的复方制剂，重复用药会导致
某种成分的剂量超量，对人体
的肝肾功能造成损伤。需要提
醒的是，有些中成药（如VC银
翘片）是含有西药成分的中
药，如果随意中西药合用，感
冒药的相关成分也会增加，引
起不良反应。 据 39 健康网

病毒性感冒
不宜使用抗生素

单纯的病毒性感冒使用抗
生素是没有意义的，抗生素针
对的是细菌感染，对于病毒无
效，也没有缓解症状的作用。对
抗生素滥用最大的地方就是感
冒就用抗生素。

不过如果感冒超过5-7天，
症状没有好转，并合并咳嗽咳
痰（多为黄痰），发热不退，胸
痛，呼吸困难等，要怀疑是否合
并了细菌感染导致的呼吸道感
染，此时就需要用抗生素了。可
以查血常规鉴别，若是单纯的
病毒性感冒，白细胞不高或降
低，淋巴细胞比例升高；如果合
并细菌感染，白细胞升高，中性
粒细胞比例也会升高，出现这
些指征，就要使用抗生素。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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