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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统计学方法医学统计学方法））

一、在一项研究某药
疗效的临床试验中，服用
该药后治疗效果的指标表
示为无效、好转、显效和
痊愈。则此变量类型为

A.无序分类变量
B.等级变量
C.名义变量
D.定量变量
E.定性变量
二、统计学中所说的

样本是指
A.从总体中随意抽取

的一部分
B.按研究者的需要选

取有意义的一部分
C.特别从总体中选择

的典型部分
D.从总体中随机抽取

有代表性的一部分
E.在限定时间内按先

后顺序得到的一部分
三、可以全面描述正

态分布资料特征的两个指
标是

A.均数和中位数
B.均数和标准差
C.均数和极差
D.中位数和方差
E.几何均数和标准差
四、比较身高和体重

两组数据变异度大小宜用
A.变异系数
B.方差
C.极差
D.标准差
E.四分位数间距
五、均数为 0，标准差

为1的分布是
A.正态分布
B.标准正态分布
C.正偏态分布
D.负偏态分布
E.二项分布
六、反映均数抽样误

差大小的指标是
A.标准误
B.标准差
C.变异系数
D.均数
E.全距
七、适用于构成比资

料，表示事物内部各部分
所占比重可绘制

A.直方图
B.圆图

C.散点图
D.直条图
E.线图
八、适用于连续性资

料，说明事物随时间的动
态变化过程可绘制

A.直方图
B.圆图
C.散点图
D.直条图
E.线图
九、反映两变量间相

关关系可绘制
A.直方图
B.圆图
C.散点图
D.直条图
E.线图
十、若用统计图直观

地表达某城市在8年中肝
炎的发病率随时间的变化
情况，宜选择

A.圆图
B.直条图
C.普通线图
D.直方图
E.散点图
十一、某煤矿职工医

院预探讨二期、三期砂肺
患者胸部平片阴影密度级
别（+、++、+++、++++）间
是否不同，可选择

A.线性回归
B.成组设计比较的秩

和检验
C.直线相关
D.两样本t检验
E.四格表卡方检验
十二、某医师为评价

某新药对流感的治疗效
果，共收治了 100 例流感
患者，一周后治愈的患者
有90例，由此认为该新药
对流感疗效显著。针对此
实验，正确的观点是

A.结论正确，因为治
愈率达90%

B.结论不能肯定，因
为未做重复试验

C.结论不能肯定，因
为未设对照组

D.结论不能肯定，因
为未做统计学处理

E.结论不能肯定，因
为实验样本含量较少

（答案见下期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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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理用药

儿童退热药用药指导
□谢若涵 李君霞

使用退热药的目的

有关研究显示，不应将恢复正常体
温作为退热治疗的主要目标。发热是一
种生理机制，对抗感染和病情恢复有
益。证据显示，发热本身不会导致病情
恶化或神经系统损害，降温治疗不能降
低发热性疾病的病死率，使用退热药的
主要益处是改善患儿的舒适度，从而改
善整体临床状况。因此，退热治疗的主
要目标是改善儿童的舒适度，而不是仅
关注体温是否降至正常。

使用退热药的时机

我国2016年版《中国0至5岁儿童病
因不明急性发热诊断和处理若干问题循
证指南》推荐：对≥２月龄、腋温≥38 摄
氏度，或因发热导致不舒适和情绪低落
的发热儿童，应给予退热药物。

如何选择退热药

推荐使用的退热药是对乙酰氨基酚
或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适用于2个月
以上的孩子，每次10毫克~15毫克/千克，
每次用药间隔4小时~6小时。每24小时

不超过4次，连续使用不超过3天。布洛
芬与对乙酰氨基酚相比，退热作用的强
度稍大些。由于6个月以下的婴儿肾功
能还不完善，使用布洛芬可能会增加出
现肾毒性的风险。因此，一般建议 6 个
月以上的孩子才可以使用布洛芬。如果
之前使用过对乙酰氨基酚，效果不显著，
才考虑改用布洛芬。每次 5 毫克~10 毫
克/千克，每次用药间隔6小时~8小时，每
24小时使用不超过4次，连续使用不超过
3天。

使用退热药的注意事项

一、不推荐对乙酰氨基酚与布洛芬
联合使用或交替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和
布洛芬均属于抑制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
而起到退热的效果，虽然对乙酰氨基酚
与布洛芬联合使用较单用对乙酰氨基酚
或布洛芬可以降低体温的度数略多一
点，但没有显著的临床意义，不能提高患
儿的舒适程度；两药联合使用增加了药
物不良反应的风险。

二、不推荐解热镇痛药与含有解热
镇痛药的复方感冒药合用。单一成分
的解热镇痛药与含有相同药物成分的

复方感冒药联合使用，有药物过量中
毒的风险，因此这两类药物应避免联
用。

三、２个月龄以下的婴儿、新生儿慎
用解热镇痛药。非甾体抗炎药需要通过
肝脏转化代谢为有生理活性的成分，参
与抑制前列腺素合成酶，减少前列腺素
Ｅ合成与释放，调控体温调节中枢发挥
体温调节作用。新生儿及婴幼儿肝肾功
能发育不健全且不成熟，对非甾体抗炎
药的转化代谢排泄较年长儿及成人相对
慢，药物蓄积易致肝肾损伤，甚至不可逆
的组织结构变性坏死。

四、长期发热儿童的退热治疗不是
主要目的。长期发热儿童的关注点在于
确认发热的病因，而不是单纯的退热治
疗。

五、普通感冒发热一般不需要服用
抗生素。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都是病
毒引起的，抗生素只适用于因细菌感染
引起的发热，对病毒感染是无效的。所
以对于发热的患儿，应查明病因，对症选
药。对于诊断不明的发热，滥用抗生素
非但无益，而且会带来一些毒副反应，如
腹泻、细菌耐药等。因此，抗生素不能随

意使用。

孩子发热时如何居家护理

一、一般情况下，没必要特意唤醒孩
子服用退热药。发热是一种症状，这种
症状本身是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的，发
热恰恰说明孩子的身体正在积极地和疾
病作斗争。给孩子吃退热药并不是用来
治疗疾病的，也不是为了让体温降到正
常水平，而是为了缓解发热引起的难受
症状，让孩子身体感觉舒服些。如果孩
子睡得舒服安稳，是没有必要叫醒孩子
喂药的。

二、不要随意给发热的孩子捂被
子。因为过度包裹，不利于孩子散热，还
可能诱发热性惊厥，而且孩子出一身汗，
容易导致脱水，对病情恢复更为不利。正
确的做法是根据孩子冷热适当增减衣物，
若孩子热则少穿些，若孩子冷则多穿些。

三、不推荐通过酒精擦拭来降温。
婴幼儿皮肤比较娇嫩，酒精对其有一定
的刺激性，同时酒精还可以通过皮肤吸
收进入体内，从而造成不良影响。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胸科医院药学
部）

小李在单位体检中发现甲状腺结
节，他有点不知所措。他拿着体检报
告来到医院，医生仔细看过后，分级报
了 TI-RADS 4A（是指人体内甲状腺
结节肿大达到Ⅳ级），需要住院手术治
疗。

随着体检中增加了甲状腺B超这项
检查，一些有心人发现自己的体检报告
单上有甲状腺结节这个诊断，那么到底
什么是甲状腺结节？应该如何鉴别诊
断、科学应对呢？

什么是甲状腺
甲状腺在我们颈部正前方靠下，形

状像一只大蝴蝶趴在气管上，又像是护
在气管前的一面盔甲。

甲状腺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分泌甲状
腺素。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如果要让汽
车平稳地运行，除了燃烧汽油之外，还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油。那么，甲状腺素
对于我们人体的意义就相当于机油对于
汽车的意义，可以使我们身体各项功能
进行得更加平顺。

正常情况下，甲状腺不容易被摸到、

看到，如果能看到或摸到，就应引起重
视。

甲状腺结节就一定是癌吗
结节就是甲状腺上长的增生物，一

般为圆形或椭圆形。甲状腺结节由不
同的病因所引起，如甲状腺良性结节、
甲状腺恶性结节、甲状腺炎性结节等，
体检中发现的结节大多数是良性结
节。

甲状腺结节是否影响健康，取决于
结节的病理性质、大小、生长方式和功
能。一般恶性结节会危害我们的健康，
而良性结节大多没有症状。

甲状腺疾病发病率高，甲状腺结节
可以单发，也可以多发，女性多发。2/3
的女性在B超检查中都会检测出结节，结
节真的会变成癌吗？确诊需要进一步做
哪些检查呢？

1.抽血查甲状腺功能。
2.找有经验的超声科医生复查甲状

腺彩超。
如何预防甲状腺结节

1.甲状腺结节患者要注意饮食。

饮食中的碘元素对甲状腺有一定的
影响，如果碘元素摄取不足或摄取过多
都会引起甲状腺病变。而碘的缺乏是引
发甲状腺肿大的最主要原因，像高原、山
区人群的日常饮食一般含碘不足，应多
食含碘食物；沿海地区人群则应该控制
碘的摄入。

2.避免劳累、劳逸结合。
长时间处于劳累状态下，势必会降

低人体的免疫力，加重甲状腺的负担，如
果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受到化学刺激
或者细菌病毒侵犯时，就非常容易引发
病变。所以坚持劳逸结合、保持健康的
生活与工作方式，也是预防甲状腺病的
有效方法。

3.保持愉悦的心情。
中医认为，甲状腺疾病的发生多数

与人的情志失调有密切关系。因此，保
持良好的心态、乐观的生活态度，对减少
甲状腺疾病的发生非常重要。

甲状腺结节需要手术吗
甲状腺良性结节最好的治疗方法是

定期复查，如果结节在 3 个月内迅速增

大，那么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才需要手术
治疗呢？

1.已确诊为恶性结节。
2.结节迅速增大并影响美观。
3.感到胸闷憋胀。
4.出现呼吸和吞咽困难症状。
甲状腺结节手术需要住院吗

随着甲状腺射频消融术应运而生，
无须开刀，一个针眼，就能把甲状腺结节
消灭。

甲状腺射频消融术只有针眼大小的
切口，在局麻下进行，术后即可出院，医
保可报销，花费少。

哪些甲状腺结节可以做射频消融术
1.甲状腺结节直径小于2厘米，可单

个，可多发。
2.甲状腺结节术前穿刺证实为良性。
3.专业医师评估肿块位置可做射频

消融术。
甲状腺射频消融术颈部不留疤痕，

术后即可出院。
（作者供职于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

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怎么办
□王 瑜

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
过保质期的食品。

中 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32）




















 

万 里/制图

生食品是指制作食品的原料，如鱼、肉、蛋、
禽、菜、粮等。熟食品是指能直接食用的食品，如
熟肉、火腿肠、可生吃的蔬菜、咸菜等。

在食品加工、储存过程中，生、熟食品要分开；
冰箱保存食物时，也要注意生熟分开，熟食品要加
盖储存。切过生食品的刀不能再切熟食品，盛放
过生食品的容器不能再盛放熟食品，避免生、熟食
品直接或间接接触。

生食品要烧熟煮透再吃，剩饭菜应重新彻底
加热再吃。碗筷等餐具应定期煮沸消毒。生的蔬

菜、水果可能沾染致病菌、寄生虫卵、有毒有害化
学物质，生吃蔬菜水果时要洗净。

储存时间过长或者储存不当都会引起食物受
污染或者变质，受污染或者变质的食品不能再食
用。任何食品都有储存期限，在冰箱里放久了也
会变质。

不要吃过期食物。购买预包装食品时要查看
生产厂家名称、地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不购买
标识不全的食品。

（据《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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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河南好耐公司新推出的“沐健臣”牌消毒液，不仅适用于各
类硬质物体，而且适合清洁瓜果蔬菜类食品，是广大群众理想的
生活用消毒产品。为了让广大基层劳动者受惠，现开展免费向村
医赠送活动，全省名额限定700名。先询先得，额满为止。只需
打个电话，即可免费获得2瓶。欢迎代理，欢迎考察。

河南经销地址：郑州市杨金路聚方科技园
联系人：温春峰 马 丽
电话：18039102323 （0371）55636136 广告

消毒液诚招代理
免费向村医赠送700份

发热是指机体在致热原作用下或各种原因引起体温调节中枢的功能障碍时，体温升高超出

正常范围，即体温升高超出一天中正常体温波动的上限。在临床工作中通常采用肛温≥38摄氏

度或腋温≥37.5摄氏度定义为发热。

遗失声明
吕 凯 声 的 医 师 执 业 证 书（ 编 码 ：

110410000011781）不慎丢失，声明原件及复印件
作废。

本人刘宇（身份证号：41030319841015321X）
于2020年11月20日~24日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
医院住院，发票不慎丢失，发票金额7790.41元，
特此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