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进入流感高发季
据中国流感监测网络 2018

年第 52 周（2018 年 12 月 24~3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内地
大多数省份已经进入流感流行
季节，活动水平继续上升。检测
到的流感病毒类型主要是甲型
流 感 病 毒 H1N1，其 次 为 A
（H3N2）亚型流感病毒。

目前，全国流感病毒整体
活动水平低于去年同期，病原
学分析未发现主要流行毒株
在抗原性、基因特性和耐药性
上发生明显变异。同时，流感

病毒对神经氨酸酶抑制剂敏
感。

河南和全国一样，已经进
入流感流行季节，流行毒株是
甲型流感病毒H1N1。学校、托
幼机构等集体单位出现流感暴
发性疫情的风险很高。从 2018
年 12 月中旬开始，各大医疗机
构门诊患者中，呼吸道感染患
者开始增加，其中不乏流感病
毒引起的疾病患者。

对于近期流感患者增加的
原因，专家认为，流感病毒主要

通过打喷嚏、咳嗽时散布到空气
中的飞沫、人和人之间的接触或
接触被流感病毒污染的物品传
播。相比夏秋两季来说，在冬
季，人们喜欢待在密闭的空间
内，空气流通非常差，而每年的
10月份至次年的3月份，都是流
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
空间密闭、空气干燥的环境，更
加有利于病毒传播，从而导致人
们患上流感。此外，老人和儿童
自身抵抗力较弱，也会增加患流
感的概率。

流感是通过空气飞沫或直接接触患者的唾液、鼻腔
分泌物而传播的呼吸道传染病。

发烧、头痛、全身酸痛、鼻塞、流涕、嗓子疼、咳嗽、疲
倦无力。

注意室内空气流通；接
种流感疫苗；饮食宜清淡，富
含营养；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多喝白开水或果汁；适量运
动，保证充足睡眠，天天拥有
好心情。

戴上口罩，避免传染其
他人；及时就医；避免去人多
拥挤的公共场所；在家休息，
做好自我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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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健康扶贫的济源实践之八：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
病毒感染及其严重并发症的最
有效手段。

目前，我国批准上市的流感
疫苗为三价灭活流感疫苗和四
价灭活流感疫苗。

对此，很多人认为，注射了

流感疫苗就安全了。其实，这
个观点有两层错误：注射流感
疫苗并不能完全杜绝流感病毒
的感染，接种对象在免疫力低
下时有可能感染流感病毒，但
注射流感疫苗的人会使患流感
的概率下降，而且感染流感病

毒后恢复也比较快；有多种病
原体可以导致“感冒”，流感病
毒只是其中一种，流感疫苗对
其他病原体感染并没有预防作
用。

还有人认为，今年得过流感
以后就不会再得流感。对此，专

家表示，流感病毒的特点是特别
容易变异，虽然人感染流感病毒
后可以产生相应的免疫力，但这
种免疫力对于病毒的新变种是
没有效果的，所以一年患两次流
感是有可能的。

还有人认为，多喝水可以治

疗流感。对此，专家表示，喝水
本身是没有抗病毒作用的，但喝
水可以补充发热导致的身体水
分流失，加速身体的血液循环，
增加尿液及身体内的毒素排出，
因此对于缓解流感的症状有一
定的帮助。

河南进入流感高发季节
这些问题要注意

本报记者 冯金灿

过完元旦，“感冒”就成了朋友圈的热词之一。
目前，河南已经进入流感高发季节。但是，对于“感冒”，我们要注意区分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以下简称流感）。如果得了普通感冒，对

症治疗、注意休息即可痊愈；但如果患上了流感，那么就要加以重视，以防疾病进一步发展。

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起病急，虽然
大多为自限性，但部分患者会出
现肺炎等并发症进而发展成重
症流感；少数重症病例病情进展
快，可因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或
多脏器衰竭而死亡。

因此，人们一旦“感冒”后，
尽快辨别是不是流感显得十分
必要。专家指出，不同于普通的
感冒，患者被流感病毒感染后，
会出现发热、全身疼痛、显著乏

力等症状。其中，流感患者最主
要的表现是发热，一般都是38.5
摄氏度以上的高热。不过一些
乙型流感患者、免疫力比较差的
患者、既往打过疫苗或发热早期
的患者可能表现为低热。流感
患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全身症
状比较重，包括头晕、头痛、全身
酸痛、乏力等，甚至有的患者没
有咽痛、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只
有全身酸痛、头痛这些表现。还
有少数流感患者表现为胃肠型

流感，以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
就诊。因此，即使没有呼吸道症
状，医生也有可能要为患者做流
感的筛查。

流感患者如果没有并发
症，大多在发病三四天后病情
逐渐好转，但完全恢复健康一
般需要一两周。婴幼儿等抵抗
力差的患者有可能并发肺炎、
感染中毒性休克、心肌炎等进
而出现相应的症状，严重时可
能致命。

如何分辨普通感冒和流感

专家称，感染流感病毒的患
者不可大意，一般需要对症服用
抗病毒药物进行治疗。

目前，我国推荐的流感特效
抗病毒药物包括：奥司他韦或扎
那米韦，一些医院还有静脉使用
的帕拉米韦。这些药物可以阻
断病毒的复制，缩短病程，一般
用药两三天，患者体温就可以明
显下降。因此，在发病 48 小时
之内，越早用药效果越好。其

中，奥司他韦 5 天为一个疗程，
建议患者即使体温正常，也要把
5天的药全部用完，从而降低流
感病毒耐药的概率。

无论流感患者是否使用特
效抗病毒药，在体温正常之前都
可以服用一些退热药、感冒药，
以及其他对症药物来改善症
状。但是，这些药物只能在药物
起效的4~8小时内改善症状，并
不能清除病毒和缩短病程，药效

过了可能还会发热，这并不是病
情反复。流感患者可以根据需
要，间隔6~8小时重复用药。

很多流感患者因为体温较
高，就要求打针、输液。但流感是
一种病毒性疾病，我们平常用的
青霉素、头孢等抗生素是针对细
菌的药，对流感不起作用。我们
平常输液大多数也是抗生素，所
以不建议大家一发烧就用抗生
素。

对流感不建议使用抗生素治疗

“在健康扶贫工作中，我们
要始终做到‘三心’——真心、
细心、热心。只有真心，才能持
之以恒，不断付出真诚的行动；
只有细心，才能如春风拂面，让
患者重燃对生活的希望；只有
用心，才能换位思考，提供优质
服务。”济源市卫生学校校长田
庆良谈到健康扶贫工作的时候
说。自去年以来，济源市卫生
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各
科室主任及骨干力量组成的医
疗服务团队，深入基层开展健
康 宣 传 ，进 村 入 户 为 群 众 义
诊。他们始终以“三心”来严
格 要 求 自 己 ，用 行 动 践 行 着

“医者仁心”，奔走在健康扶贫
的路上……

真心帮扶传真情

开展城乡医院对口帮扶、填
补乡镇医疗资源缺口、建设医疗
卫生帮扶体系，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重要举措。在对口帮扶中，

只有用真心，才能传真情、见实
效。

根据《济源市关于开展健康
扶贫工程城乡医院对口帮扶工
作的通知》，按照济源市卫生计
生委的统一部署，济源市卫生学
校对口支援思礼卫生院。

为了进一步提升思礼卫生
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减少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现象，济源市卫生
学校统筹协调医疗资源进行对
口支援，并与“三下乡”、扶贫开
发相结合，全面推进对口支援工
作。济源市卫生学校将对口支
援思礼卫生院作为重点工作，加
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制度，实
行一把手负责制，做到任务到
人、责任到人。该校采取教学查
房、手术带教、学术讲座等形式，
为思礼卫生院培训骨干医师。
根据思礼卫生院的具体情况和
请求，该校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支
援。

结合国家“万名医师支援
农村卫生工程”和“服务百姓健

康行动”等工作，济源市卫生学
校把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
下沉作为重中之重，重点对建
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医疗帮扶。
该校结合思礼卫生院的实际需
求，每周三派骨干医生深入思
礼卫生院全天坐诊；经常开展
医疗下乡活动，每月组织内科、
外科、妇科、骨科、眼科业务骨
干，开展下乡义诊活动，目前已
开展大型义诊 11 次，义诊人数
达 1000 余人次，为广大群众提
供了有效的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让他们在家门口享受到优
质的诊疗服务。

春风化雨展仁心

在健康扶贫工作中，济源市
卫生学校始终把细心诊疗、真情
服务作为重头戏来抓。济源市
卫生学校附属医院规定，对来看
急诊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由急诊
科接诊人员全程陪同就诊，并帮
助办理相关手续；对主动前来医

院就诊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由导
医台相关人员全程陪同就诊，并
帮助办相关手续，要让患者感受
到亲人般的温暖。

2018 年 12 月 8 日，52 岁的
邵原镇刘寨村村民燕虎战第 21
次治疗康复后出院。提起济源
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外科周国
防医生，燕虎战不停地竖起拇指
连连称赞：“周医生不光技术好，
人也特别好，细心、耐心，还热
心。”

2016 年 7 月 2 日，因为腹部
疼痛长达3个月，燕虎战入住济
源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外科。
经过检查，他得了贲门胃体腺
癌。术后，他进行了常规化疗。
燕虎战是家里的顶梁柱，儿子正
在上学，妻子因为要照顾他而不
能外出打工。他一生病，让家里
一下子陷入了困顿境地。因为
化疗不及时，燕虎战的病情有了
新变化，癌细胞向腹壁转移。燕
虎战的主治医生周国防及外科
护士长商小艳多次与燕虎战、崔

曼女沟通，了解到燕虎战家里的
实际困难，特别是得知他家被当
地政府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后，周国防马上向医院相关部
门报备，并将燕虎战安置在贫
困人员专用病房。在查房或值
夜班时，周国防和商小艳会主动
到燕虎战的病床前询问病情、交
代注意事项等，并宽慰他们夫妻
俩，鼓励他们树立战胜病魔的信
心。

从2016年7月至今，燕虎战
先后在济源市卫生学校附属医
院住院治疗了21次，外科所有的
医生和护士都和他成了熟人。
燕虎战与护士长商小艳开玩笑
说：“每个月来外科一次，感觉像
每个月都要回老家一样。”

优质服务得人心

没有全民健康，就不会有全
面小康。健康扶贫不是一蹴而
就的事，必须用心干、注真情，为
患者提供优质服务，久久为功，

才能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个理
念，早已根植于济源市卫生学校
附属医院每名医务人员的心中，
并化为自觉行动。

2018年8月，商小艳无意中
看见崔曼女一个人站在病房外
流泪，便赶紧上前询问。原来，
为了让丈夫燕虎战看病，崔曼
女头晕好长时间了也不舍得看
病，现在实在难受，可丈夫化疗
还需要她照顾，觉得日子难过，
便暗自流泪。了解情况后，商
小艳紧急联系内科医生为崔曼
女诊治，并协调陪护床及铺盖，
让崔曼女好好休息。每天查房
时，商小艳不光问燕虎战的情
况，还特别关心崔曼女的病情，
跟她聊聊家常，并开导她。“要

不是商护士长，俺都不知道能
不能挺过来……”一提起商小
艳，崔曼女就有说不完的感激。

像这样视患者为亲人、将贫
困患者的冷暖放在心上的事例，
在济源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数
不胜数。

“健康扶贫不仅是一项任
务，更是一种责任。我们将紧紧
依托济源为困难群众构建的6道
医疗保障防线（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补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
充保险、民政求助、贫困人口医
疗补充保险、医保再保障），用手
中的技能，以医院为平台，真情
实意、一点一滴地为贫困群众服
务，帮助他们摆脱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田庆良表示。

真心细心用心赢民心
——济源市卫生学校健康扶贫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王正勋 通讯员 赵炜方 李建河

错误的认识要纠正

日前，焦作市解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走进高
中校园，向学生们发放《致青年学生的一封信》及各类宣传页，广
泛宣传传染病防治知识。

王正勋 侯林峰/摄

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糖尿病发
病率迅速增长。为了预防和控制糖尿病的发生，
相关医疗机构也在不断进行临床治疗和疾病控
制的研究。其目的就是寻找有效控制疾病、取得
更好治疗效果的方法。

“群众对糖尿病是否有正确的认识，疾病的
预防和控制应做哪些准备”？带着种种困惑，记
者采访了许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许
昌市预防医学会秘书长温红伟。

温红伟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是以糖
代谢异常为主的代谢紊乱综合征，要达到理想治
疗效果必须进行综合治疗。我对糖尿病的预防
和控制总结出自己的一些观点，那就是糖尿病综
合治疗要有‘五驾马车’加上一个‘赶车’的人”。

第一驾马车：自我认知，患者要知道自己的
疾病类型和病情程度。

第二驾马车：饮食控制，患者要根据自己的
职业、体重来确定每天饮食的热量供应，合理分
配各类食物的比例，防止餐后血糖的快速上升或
升高太多。

第三驾马车：运动治疗，患者要根据自己的
身体条件，安排合适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量，消除
身体过剩的能量积蓄。

第四驾马车：药物治疗，提倡有针对性的个
体化用药方案，达到平稳降低血糖的目标，同时
防止低血糖的发生。

第五驾马车：自我监测，早期可以每周或每
月进行1次空腹血糖、血压和体重的监测，每3个
月或半年监测1次糖化血红蛋白、血脂和尿微量
蛋白，每年查1次眼底。如果病情控制得比较好，
就可以延长监测的时间。

“赶车人”过去常常被忽视，在糖尿病综合治
疗中发挥的作用是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对

“五驾马车”的效果进行评价，保障各项治疗措施
的有效实施，防止糖尿病综合治疗过程中发生

“短板效应”，使“五驾马车”朝着防止患者过早发
生不良并发症，保障患者健康生命质量的目标方
向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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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山县人民医院开展医
院感染暴发应急处置演练
为了提高医院感染暴发事件
快速响应及处置能力，完善医
院感染应急处置机制，加强各
部门的协调配合，降低医院感
染暴发风险，近日，确山县人
民医院开展了医院感染暴发
应急处置演练。确山县人民
医院感控办、医务科、护理部、
药剂科、设备科、总务科、检验
科及部分临床科室医务人员

参加演练。此次演练模拟重
症监护室暴发3例鲍曼不动
杆菌医院感染病例。各小组
成员按照启动程序、事件报
告、现场调查、应急响应、现场
处置、调查判定、专家讨论、隔
离救治等环节进行应急处
置。演练过程环节紧凑，参演
人员反应迅速、配合默契，严
格按照规范流程执行，顺利完
成了模拟演练。

（丁宏伟 曹天顺 范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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