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我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外科
急诊在夜里11点接连接诊了两例被蜱虫叮
咬的老人。两位老人家住我市红桥区，70岁
的王大爷给家里的小羊喂完草进屋洗澡后，
孩子发现他右侧大腿根后面附着着一只硬
壳大虫子。孩子的第一反应是蜱虫钻进裤
角爬上了大腿，他们用高度白酒捂住蜱虫，
立刻将老人送到医院。60岁的张大爷则是
遛弯回家后，洗完澡准备就寝时，老伴儿发
现他右侧膝盖腘窝处有一个小虫子，老人也
怀疑是蜱虫，就赶紧来到医院。

该院外科急诊医师赵亮工作了十多年，
上一次处理蜱虫还是刚工作时，没想到第二次
竟然同时遇到两位病人。两位老人身上的虫
子的确是蜱虫。王大爷身上的蜱虫已经吸饱
了血，个头很大。赵亮取出蜱虫后，还为老人
做了局部切除的小手术，以防毒液弥散。张大
爷的治疗相对简单，取出蜱虫回家观察即可。
赵亮表示，蜱虫是可以危及被叮咬者生

命的寄生虫。由于以往的健康宣传，市民对
蜱虫都有一些认知，这次两位病人的家属预
处理正确，到医院非常及时。国庆长假将至，
到山区、草原、森林和公园湿地游玩，要警惕
和预防蜱虫叮咬，尽量避免草地、树林等环境
中长时间坐卧；蜱虫叮咬皮肤时不可强行拔
除，可用乙醚或局麻药涂在蜱头部，等到自行
松口后用镊子轻轻拉出并消毒伤口，若口器
残存需局麻后手术取出；一旦出现畏寒、发
热、头痛、腹痛、恶心、呕吐等“蜱咬热”症状，
应及时就医，否则可能危及生命。
另外，由于我市较少出现蜱虫叮咬病

例，很多医院没有接收过此类病例。目前，
我市明确表示可以收治蜱虫叮咬病人的医
院有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第一中心
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天津中医药研
究院附院（长征医院）等四家医院。

蜱虫可携带病毒细菌

被咬不一定都得病

“蜱虫俗称的壁虱、牛鳖子、狗豆子，在

我市也较为常见。”赵亮说。蜱虫隶属于吸血
节肢动物，分软蜱和硬蜱两种。最常见的蜱虫
是椭圆型、背部隆起且壳质化的硬蜱，头部有
很多须肢，灰褐色和红褐色的居多。蜱虫以吸
食血液为生，没有吸血时只有米粒大小，但吸
饱血后如指甲盖大，是人兽共宿的寄生虫。蜱
虫叮咬人时会将头部扎入皮肤吸血，同时分泌
出一种麻醉物质，不易察觉，不像蚊子叮咬时
会有一点刺痛感。蜱虫吸食大量血液可导致
皮肤溃疡、过敏、发炎，但蜱虫真正令人感到可
怕的它是许多重要病原如病毒、细菌、立克次
氏体和原虫等的传播媒介，人莱姆病、人巴贝
虫病、无形体病和森林脑炎等多种疾病都是由
蜱虫作为媒介传播开的。与蜱虫叮咬的危重
患者有密切接触、直接接触病人体液的医务人
员或其陪护者，如不注意防护，也可能感染这
些疾病。

另外，蜱虫还可能引起发热伴血小板减少
综合征，患者会出现急性发热，体温一般在
38℃以上，少数危重患者可因多器官功能衰竭
而死亡。当然，并不是所有蜱虫都携带病原，
也不是被蜱虫叮咬后就一定会出现危及生命
的严重后果。目前在我市尚未出现过因蜱虫
叮咬而引发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患者，
市民无须恐慌。

蜱虫进皮肤别强行牵出

酒精擦烟头烫自行退出

万一被蜱虫叮咬，该如何正确有效地处理
呢？ 赵亮说，一旦被蜱虫叮咬，不方便就医时
可自行处理，发现蜱虫附着在头皮、腰部、腋

窝、腹股沟及脚踝下方等部位，或已被叮咬、钻
入皮肤，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甚至挤破，可将酒
精涂在蜱虫身上，使蜱头部放松或死亡，再用
尖头镊子取出蜱虫，也可以用烟头、香头轻轻
烫蜱虫露在人体外的部分，使其头部自行慢慢
退出。烫蜱虫时要注意避免烫伤自己。取出
后，再用碘酒或酒精做局部消毒处理，并随时
观察身体状况，如出现发热、叮咬部位发炎破
溃及红斑等症状，要及时就诊，诊断是否患上
蜱传疾病，避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需要注意
的是，不要生拉硬拽钻进皮肤的蜱虫，很容易
将蜱虫的头残留在皮内。而且蜱虫口器里含
有神经毒素，虫子受到刺激后会分泌毒素，轻
者会导致剧烈瘙痒、发热，严重的可以导致抽
搐、昏迷。

如果方便就医，应尽快到医院接受治疗。
被蜱虫叮咬之后2至28天内，如发现身体任何
不适，如发热、乏力等，要及时就医。

山林草地旅行穿长衣长裤

蚊虫叮咬掌握处理方法

蜱虫经常蛰伏在浅山丘陵的草丛、植物
上，或寄宿于动物皮毛间，所以草地、树林和
狗的身上都是常见蜱虫的地方。市区最需警
惕的是宠物在草地活动后将蜱虫带入家庭。
赵亮提醒市民，有效预防蜱虫叮咬，首先，要消
灭家畜或者家里宠物体表和畜舍中的蜱虫。
驱蚊剂可以安全有效地驱除蜱虫，适合家用；
室外可用敌百虫、敌敌畏等杀虫剂，但要注意
安全；住房要通风干燥，以消灭蜱的孳生场所；
出门遛猫遛狗回来，也要及时仔细检查小动物

身上是否叮有蜱虫。
其次，长假期间到山林、草原避暑游玩

时，要加强个人防护，尽量避免去尚未开发的
风景区以及草丛浓密的森林野地，不要在草地
里长时间坐卧。野外游玩要穿长袖衣衫，不要
穿凉鞋，扎紧裤腿或把裤腿塞进袜子或鞋子
里；穿浅色衣服便于查找有无蜱虫爬上；针织
衣物表面尽量光滑，这样蜱虫不易黏附；皮肤
表面涂搽花露水、清凉油等可有效预防蜱虫叮
咬。外出归来时洗澡更衣，防止把蜱虫带回
家；每天旅游活动结束后，旅游者还要相互仔
细检查身体和衣物，看是否有蜱虫叮入或爬
上，发现蜱虫后立即清除。

另外，市民出游时不仅要防蜱虫，也要预
防蚊子、蜜蜂等蚊虫叮咬。秋季蚊虫叮咬会引
发皮肤病，如虫咬皮炎、丘疹样荨麻疹、多形红
斑。一旦经蚊虫叮咬后，应避免抓挠，可以抹
一些肥皂、氨水等碱性物质，也可以用热毛巾
敷一会儿。如果皮肤被抓破，不要涂抹花露
水、驱蚊液等用品，谨防过敏。有些人对蚊虫
叮咬的反应比较强烈，咬出来的包特别大，而
且硬邦邦的，如果出现严重红肿、发热现象，要
及时到医院就诊。避免蚊虫叮咬可以提前在
裸露的皮肤上涂抹驱避剂，如避蚊胺（只推荐2
岁以上人员使用），可维持数小时有效。当使
用遮光剂或防晒用品时，先涂抹遮光剂或防晒
用品，然后再涂抹驱避剂，睡觉前应把驱避剂
洗去。衣服和帐篷等露营装备用杀虫剂浸泡
或喷洒，如氯菊酯、含避蚊胺的驱避剂等。

秋季也是蜂类活动频繁，人们到花草树木
比较茂密的地方也要注意防护，一旦被蜂蜇伤，
应尽快就医，减小引起重症过敏的可能。发生
蜂蜇伤后首先检查蜇伤处是否有毒刺留在体
内，可用小针挑拨或胶布粘贴法取出蜂刺，但不
要挤压，然后用吸奶器或拔火罐将毒液吸出。
蜜蜂蜇伤可用弱碱性溶液（如2-3%碳酸氢钠、
肥皂水、淡石灰水等）外敷，以中和酸性毒素；马
蜂蜇伤则需要弱酸性溶液（如醋酸等）中和，并
予以止痛剂或用抗组织胺药。剧痛时及有全身
症状者，应紧急于医院就诊以免耽误病情。
此外，如果昆虫（蚊子、苍蝇、飞蛾、蜘蛛

等）飞入或爬入耳朵内，不要用手指掏或者用
挖耳勺、棉签掏，这只会让昆虫越爬越深，可试
着用亮光诱出，用手电筒向耳道内照射，部分
飞虫可飞出。对于不能飞出的昆虫，可将家里
的食用油滴入耳朵内，将其淹死，缓解不适症
状后及时去医院取出。昆虫取出后耳朵要保
持干燥和清洁，不要频繁挖耳。

为确保市民节日
就医需求，国庆假期
期间全市各大医院均

24小时开设急诊。此外，部分医院节日门诊
时间安排如下：

医大总医院 10月1日至3日门诊停诊，
4日起恢复正常；

医大第二医院 10月1日、4日、5日门诊
停诊；

中医一附院 10月1日至3日南北两院
区上午半天门诊。4日至7日全天门诊；

市第一中心医院 10月1日全天门诊停
诊。2日至3日上午半日门诊，4日后门诊照
常开诊；

市第三中心医院 10月1日至7日各科
门诊照常开诊，医生排班略有变动，具体出
诊医生可拨打门诊办公室电话 022-
84112106咨询；

市人民医院 10月1日至3日上午半日

门诊，4日至7日全天门诊。节日期间出诊医
师以当日门诊医师排班表为准。专家门诊网
上预约挂号暂停，以现场挂号为准。普通门诊
可正常预约；

市第四中心医院 10月1日至7日各专科
门诊均有出诊医生，专家门诊以当日出诊专家
为准。肿瘤血液科、呼吸科、疼痛科、神经外
科、肛肠科、中医科、眩晕门诊1至3日上午专
家停诊。

天津医院 10月1日至 7日暂停和平院区
门诊、河西院区专家门诊，1日至3日上午河西
院区半日普通门诊，4日至7日全日普诊，8日
恢复正常门诊；

市环湖医院 10月1日至3日普通门诊上

午半日开放，4日至7日普通门诊全天开放。
科室及医师出诊详情科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
4008027885；

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产科、妇科、妇瘤科、
新生儿科、中医科、内分泌科、阴道镜、计划生
育科、注射室10月1日至3日门诊上午出诊，4
日至7日全天出诊；产前诊断中心1日上午、5
日下午、7日上午出诊；生殖医学中心1日至7
日上午门诊；计划生育手术、门诊手术室4日和
6日上午出诊；宫颈炎科1日、2日上午出诊，5
日至7日全天出诊；阴道感染科2日至7日全天
出诊；心电图室2日、6日上午出诊；

市肿瘤医院 10月1日、3日、5日和7日门
诊停诊。2日、4日、6日上午半天门诊，7日起

恢复全天门诊。1日至6日特需专家门诊停
诊。节日期间建议患者提前预约挂号，按预约
时段就诊；核酸检测时间为4日、6日、7日上
午，4日检测报告8日办理入院时有效。

市口腔医院 10月1日至3日和平总院的
儿童口腔病、牙体牙髓病、牙周病、口腔外科、
口腔综合便民门诊正常应诊，口腔黏膜病科上
午应诊。4日后和平总院、河西分院正常开诊。

市胸科医院 10月1日至7日上午半天门
诊，心内科、呼吸科、内分泌科、胸内科安排部
分专家应诊；取药门诊、核酸检测采样照常；

市安定医院 10月1日至7日门诊正常应
诊，特需专家门诊停诊。节日期间专家门诊务
必提前预约，专家出诊情况可咨询服务中心或
门诊办公室88188881、88188289、88188188。

另外，泰达心血管病医院部分科室普通门
诊全天应诊；市眼科医院为无假日门诊，国庆
节期间门诊照常应诊，该院视光中心各连锁分
中心正常营业。

医疗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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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老人同一天遭遇“夺命蜱虫”
专家提醒市民长假出游小心蚊虫上身

国庆假期就诊指南

橘红百合茶理肺气润肺燥
肾虚咳嗽不宜服 血糖高者去冰糖

“GPS”精准定位早期肺癌

电磁导航系统扫除诊断盲区

红烧小龙虾、椒盐小龙虾、麻辣小龙
虾……张牙舞爪的小龙虾总让人垂涎三
尺，但在日常的消费和食用过程中，小龙

虾也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我市疾控中心提示市民，小龙虾
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高，所含人体必需氨基酸种类齐全且富
含不饱和脂肪酸，但在食用时应注意以下要点。

买虾要选快速活动仅有腥味的。活虾买回后先用清水喂
养24小时，让其充分吐出体内的泥沙等杂质；用刷子刷洗虾
身，然后，用清水反复冲洗，以充分彻底洗净杂质。烹饪小龙
虾的温度需达到100℃以上，并持续一定时间，千万不要生吃
或食用未熟的小龙虾，需确保其完全熟透。爆炒可能炒不透、
炒不均匀，仍遗留活体虫卵。可先用油炸再清炒，水煮也应保
证10分钟以上，达到高温杀死寄生虫囊蚴的效果。不吃头部
和死虾。死虾可能因蛋白质腐败变质以及滋生的细菌导致食
物中毒。此外，食用小龙虾时，应避免吃头部，因为头部含肝
脏、胃、腮等器官，容易堆积很多污染物，包括寄生虫等。痛风
或尿酸高的人群，应谨慎食用。 高春海

近日，67岁的张大爷在我市肿瘤
医院通过CT检查，发现右肺尖近胸
膜处有一不规则毛玻璃阴影，大小约

2.2cm×1.6cm。医生首先要通过检查来判断这个小小的病
灶是良性还是恶行，才能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但由于气管
直径小且气管分叉角度刁钻，传统的纤维支气管镜无法到达
这一病灶，而常规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检查，又会损伤肺
组织导致气胸，危险性较大。最终医生们采用了一种新型的
“GPS”定位系统即实时电磁导航内镜定位系统，顺利接近病
灶，取到病理。经病理科诊断为良性，无需进行手术，只需
要定期观察就可以。

据该院内镜诊疗科主任周德俊介绍，实时电磁导航内镜
定位系统是通过“实时”电磁导航设备“扫描全肺”，一旦发现
“疑似”病变即可GPS精准定位，“智能导航”内镜探头以最佳
路径到达病灶，使肺部直径小于8mm的结节、肺部远端小结
节、毛玻璃样变等早期病变，不会因为位置偏远，病灶微小成
为诊断“盲区”，提高了肺部肿瘤活检定性分级的准确率，也可
为多种介入治疗手段提供工作通道。同时，该系统还可以辅
助肺部肿瘤放射治疗放置粒子、标记物。随着早期肺部肿瘤
检出率上升，越来越多的肺部小结节可以借助该系统实现精
准诊断。 杨阳

秋季暑热已过，燥气当令。天津中医一附院推拿科医生
李正飞表示，中医学认为，燥易伤肺，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
痛、咳嗽等症状。中药代茶饮具有饮服方便、易于调服、甘淡
平和的特点。橘红百合茶是以润肺理气止咳为法搭配而成
的代茶饮方，不失为一款好的秋季饮品。

橘红百合茶中橘红味辛、苦，性温，归肺、脾经，为理气要
药，具有理气宽中，化痰的功效。需要了解的是很多人把橘
红和陈皮混为一谈，认为是一种，其实不然。二者都是橘的
外层果皮，因加工不同而分。橘成熟时采摘，剥取果皮，直接
阴干称为陈皮或橘皮，如果是去掉橘皮内部白色部分后，晒
干则称为橘红。因此橘皮去白留红者为橘红。

百合味甘，性寒，归肺、心经，具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
功效。常常和橘红配伍应用，此两味药一温一寒，既养肺阴、
清肺之功，又不致清解之效太过伤肺，与茶配制，有润肺消痰,
理气止咳之功, 适用于秋令咳嗽痰多之症。

橘红百合茶的制作方法为橘红10克、百合10克、茶5克、
冰糖少许，80℃左右开水冲泡，静置5分钟后方可饮用。功效
是润肺消痰、理气止咳。需要注意的是肾虚咳嗽不宜服，血
糖高者去冰糖泡服，孕妇忌用。 苏玉珂 唐景潇

门诊动态

烹饪小龙虾温度需超100℃

尿酸偏高人群谨慎食用

饮食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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