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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进入流感流行季节 专家提示

流感不等于普通感冒
充足睡眠多喝水是有效“处方”持续高热需及时就诊

癫痫30年频繁发作

吃药手术难以控制
环湖医院脑深部电刺激有效治疗

育儿百科

孩子六类口腔问题要早干预
3 .5岁至5.5岁和8岁至12岁是治疗最佳年龄

医疗前沿

健身养生

立冬万物归藏

养生顺应自然
心血管病患者去寒就温宁神静志温肾养心

立冬以后进入我国流感流行季节，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发布秋冬季流感防控
的健康提示，指出自今年6月以来，我国南方
省份流感活动水平快速升高，进入夏季高发
期，达到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提示今冬明春
存在流感活动显著上升的风险。我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以往发布数据表明，我市每年10
月至转年3月为流感流行季节，其中1月至2
月为流行高峰，患者年龄分布广泛，老人、儿
童、青壮年都有较多发病，出现严重并发症的
多为儿童、老人、孕妇、肥胖和慢性病患者。

专家提醒市民，流感不是普通感冒，重症
流感能危及生命。进入流感高发季，要尽量
减少到人员密集场所，做到室内定期通风、勤
洗手以及正确佩戴口罩以预防流感。由于流
感有较强传染性，儿童和成人一旦出现流感
样症状不要带病上学也不要带病工作，一定
居家休息。否则既不利于自身恢复、又容易
传染给其他同学或同事。发热患者要就近选
择有发热门诊的医院鉴诊。患流感期间，除
了服用抗流感病毒及控制症状的药品，充足
睡觉和多喝水是治愈流感最有效的“处方”。
同时要密切关注病情变化，出现持续高热，退
热药作用时间短、胸闷憋气、皮疹、尿少、呼吸
困难等情况要及时就诊。

我市第一中心医院感染科主任杨文杰
说，生活中，人们常常将流感理解为“感冒”的
流行，实际上“流感”和“普通感冒”是完全不
同的两大类疾病。

病原不同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发。流
感分为甲、乙、丙、丁四型。目前感染人的主
要是甲型流感病毒中的H1N1、H3N2亚型及
乙型流感病毒中的Victoria 和 Yamagata 系。
与甲流相比，乙流的流行性相对小一点，但也
会引起规模流行。流感每年在世界各地均有
传播，在我国北方通常冬春季流行，南方有冬
春季和夏季两个流行高峰。今年以来，我国
流感病毒以H3N2亚型流感病毒为优势毒
株。普通感冒则常由鼻病毒、冠状病毒、呼吸
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引起。

传染性不同 流感是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
要通过打喷嚏和咳嗽等呼吸道飞沫传播，也可
以通过密闭、通风不良的环境内的气溶胶，或通
过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传

播。流感传染性强，可在人群聚集的场所发生
聚集性疫情。感染后潜伏期一般为1至4天，平
均为2天。在发病前1至2天到发病后2至3天
传染性最强，平均排毒时间为5天，低龄儿童及
免疫功能低下人群排毒时间更长。普通感冒传
染性不强，大多为散发性不引起流行。

症状不同 流感起病急、症状重，典型的
表现为突发高热，咳嗽、咽痛、周身酸痛，高热
可达39℃至40℃。与普通感冒不同，部分流
感患者可出现肺炎、心肌炎、中耳炎等并发
症，重症流感可危及生命。慢性病患者、免疫
缺陷患者、65岁以上老人、小于5岁的儿童、
孕产妇、肥胖者是重症流感的高危人群。普
通感冒症状较轻，呈自限性，主要症状是打喷
嚏、鼻塞、流涕，可伴有咽痛、头痛，一般无发
热或仅有小于38℃的低热，服用非处方感冒
药能缓解症状，5至7天痊愈。

治疗不同 流感目前有一些抗病毒特效
药物可以治疗，而普通感冒只能对症治疗。

杨文杰提醒市民，所有人都是流感易感
人群。在流感季节，感觉这次是“重”感冒了，
就该警惕感染流感了，最好去医院让医生鉴
别诊断。一旦确诊流感应尽早隔离，非住院
病人居家要保持房间通风，充分休息，多饮
水，吃易于消化和富有营养的食物，同时密切
观察病情变化。如果医生认为需要住院治
疗，病人和家属要遵从医生的建议。

杨文杰说，流感也是一种自限性疾病，

轻症患者3到5天就可以自愈，但这不意味
着得了流感就可以置之不理。目前，流感可
以在发病48小时内应用奥司他韦、玛巴洛
沙韦、阿比多尔等特异性抗病毒治疗，同时
需要密切观察病情进展，谨防重症和脱水。
一旦出现持续高热、退热药作用时间短、胸
闷憋气、皮疹、尿少、呼吸困难等情况，要及
时就诊。特别是持续高热会引发身体脱水，
导致低血压、凝血功能障碍、血管栓塞等危
及生命的情况，年轻人切不要认为年轻和身
体好就可以抗过高热不就医。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
的《感冒白皮书》向人们推荐了感冒必做的6
件事，帮助人们顺利地度过患病期。杨文杰
认为这6点对流感和普通感冒患者自我康复
都有很大帮助。

第一，感冒后休息，最好给自己找张舒服
点儿的床躺下来。不要想着去上班，也不要强
忍着出去聚会、玩乐或者运动。睡觉就是“最
好的感冒药”，每天一定要保证8小时睡眠。如
果可以的话，最好请假在家休息1至2天。

第二，打开加湿器。冬季干燥的空气会
让呼吸道感到不适，在床边或沙发边放置加
湿器，可以让呼吸更顺畅。使用前，一定要彻
底清洗一下，以免病毒通过其散播。

第三，吃流质食物，补充维生素C。热汤
和热粥都是不错的选择。几百年来都流传着
鸡汤治感冒的说法，英国学者发现这是有道
理的，因为鸡汤中的某些成分可以减少咳嗽，
而且热汤和热粥的蒸汽也有助于缓解鼻塞。
胃口不好，可以喝些酸奶。富含维C的水果，
比如枣、橙子、猕猴桃、橘子、柚子等，可以起
到部分缓解感冒症状的作用。

第四，适当多喝水。心肾功能正常的
人，保证每天喝2000毫升水，最好是含电解
质的饮料。

第五，服用非处方药布洛芬、扑热息痛
（对乙酰氨基酚）或治疗感冒的复合制剂、止
咳糖浆等非处方药都能减轻感冒的症状。
但要注意不应频繁服用或同时服用成分相
近的多种药品，以免剂量叠加增加不良反应
几率，还要当心药物过敏和某些疾病对药物
的禁忌。如高血压、糖尿病、眼压高的患者
慎用含伪麻黄碱感冒药。

第六，耐心等病过去。如果症状一直
持续或急剧恶化，如喉咙痛、咳嗽剧烈、憋
气、尿少、心慌等最好尽快去医院请医生
诊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秋冬季流
感防控的健康提示指出，学校、幼托机构和养
老院等人群聚集场所易发生流感暴发疫情。
为做好当前流感疫情防控工作，减少学校、幼
托机构和养老院等重点场所聚集性疫情发生
风险，首先建议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此次健康提示指出，接种流感疫苗是
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流感感染、减少流感
相关严重并发症和死亡的最为经济、有效
的手段。研究数据表明，流感疫苗接种对
儿童因流感住院总体保护效果53%，将健康
儿童死于流感的风险显著降低了近 2/3
（65%）；对于免疫力相对弱化的老年人，也
可预防超 40%的因流感发病而导致的就
诊。疫苗的保护作用可维持6 至 8个月，1
年后降至接种前水平，因此需要在每年的
流感高峰到来前接种一次流感疫苗。

今年我国流感疫苗批签发早于既往，且
供应量也高于近年。居民可关注各预防接种
门诊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布的接种信息，
在供应流感疫苗后及时前往或预约进行接
种，≥6月龄所有愿意接种疫苗且无禁忌的人
均可接种。儿童、老年人、孕妇、慢性基础性
疾病患者、医务人员、儿童等高风险人群建议
优先接种。

健康提示还建议人们做好日常性预
防。比如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呼
吸道礼仪，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
等遮住口鼻；保持手卫生，如勤洗手或使
用免洗手消毒液，尽量避免用手触摸眼
睛、鼻或口。每天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
气清新；增强体质与膳食平衡。保持科学
饮食起居，积极锻炼身体，提高机体免疫
力；降低流感暴露风险，避免近距离接触
流感样症状患者，流感流行期应少去人群
密集场所等。

流感与感冒是两大类疾病

病原传染性症状治疗都不同

年轻身体好不能忽视高热

患病后做对6件事好得快

疫苗是最经济有效预防手段

四类高风险人群应优先接种

近日，市环湖医院功能
神经外科成功为1例癫痫发
作长达30年的药物难治性

癫痫患者实施了丘脑中央中核脑深部电刺激术，开机后
初步观察，癫痫发作已经明显减少。

据介绍，患者出生2个月就开始癫痫频繁发作，且形
式多样。30年来家属辗转北上广多家医院，曾同时或先
后口服10余种抗癫痫药物，接受过多种手术治疗，癫痫
发作始终未得到有效控制。环湖医院神经外科九病区通
过目前最先进的脑电监测设备抓取脑电数据，癫痫中心
MDT团队专家会诊精心设计手术方案，尹绍雅功能神经
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丘脑中央中核脑深部电极植入，术后
第1天患者即下床活动，4周后开机，癫痫发作明显减少、
反应和交流能力得到改善。

尹绍雅说，癫痫是最常见的慢性神经系统疾病之一，
其中约1/3属于药物难治性，外科手术是治疗此类患者
安全、有效的方法，而规范、准确的术前评估是保障手术
疗效的前提。本次开展的丘脑中央中核脑深部电刺激
术，具有安全有效、微创、可控可逆等优势，在控制发作的
同时还可改善患者的情绪和认知，尤其适用于多灶起源
不适合手术切除的药物难治性癫痫。

通讯员 马菁 隋蕊阳

不少家长认为孩子小时候牙不好不用
治，换完牙就好了。市第三中心医院口腔科
医生姜勇提醒家长，儿童时期的口腔问题可
能导致孩子面部及牙齿生长发育异常，需要
引起家长重视，应尽快请口腔医生进行评估
和诊疗。儿童口腔问题如果能获得早期矫
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般乳牙期治
疗的最佳年龄为3.5岁至5.5岁，替牙期为8
岁至12岁之间。

姜勇说，儿童口腔问题早期矫治是指
在儿童生长发育阶段对牙颌畸形、畸形趋
势及可导致牙颌畸形的病因进行的预防、

阻断、矫正和导引治疗。适
合早期矫治的儿童口腔疾
病有以下六类：第一是前牙
反合。就是通常说的“地包天”，下牙包住
上牙；第二是乳牙滞留。牙齿替换中，如果
乳牙牙根没有完全吸收，出现乳牙滞留，造

成恒牙异位萌出。如果恒
牙牙冠已经萌出，则应拔出
滞留的乳牙；第三是乳牙、

恒牙早失。相邻的恒牙或乳牙有可能因此
发生移位，侵占间隙，导致继替恒牙萌出间
隙不足出现萌出错位；第四是系带异常，包

括上唇系带附着异常和舌系带异常；第五
是牙齿错位。个别牙齿的旋转、外翻、错位
等。第六是不良口腔习惯，如吮咬手指和
嘴唇、咬物、吐舌、异常吞咽、口呼吸、偏侧
咀嚼、牙齿数目异常。

姜勇提醒家长，儿童口腔问题早期矫
治常可在较短时间内，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实现矫正。反之，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
一些简单的口腔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并给以后的治疗增加难度，甚至发展成颌
面畸形。

通讯员 陈颖

立冬时节，草木凋零，万物
归藏于大地，天人合一，因时制
宜，养生应顺应自然。全国名

中医、岐黄学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天津市有突出
贡献专家毛静远教授根据立冬时节的节气特点，指出心血
管病患者养生应当“去寒就温、宁神静志、温肾养心”。

毛静远说，立冬后气温开始大幅度下降，此时心血管
病患者首先应远离寒冷环境，保持身体温暖，尽可能在日
出之后、日落之前，气温相对较高时出门活动。其次，要
注意衣着合适。人体衰老之后多阳气不足，容易怕冷，常
常穿得很多，但活动后又易出汗，因此衣着要根据日常需
要灵活加减，以避免腠理过度开泄，招致寒邪的侵袭，进
一步损伤阳气、损耗阴精。再者，室内温度宜保持在
20℃左右，不可过热过凉。外出要关注天气预报，在大风
降雪天，宜减少外出，关注血压变化。

毛静远指出，心血管病患者的情绪、睡眠与病情密切
相关。立冬以后，由于室内外气温及环境经常发生明显
变化，易致人血管痉挛，自主神经功能紊乱，部分中老年
人开始出现情绪波动，感觉孤单，容易愤怒、恐惧、忧虑，
伴有睡眠障碍。有些人常在半夜两三点时醒，醒后难以
入睡。这样白天就没精神、有时会出现头晕、心悸、胸闷、
腹胀、食欲下降、情绪失控等症状，甚至诱发心血管病的
发作。因此立冬以后应当宁神静志，当情绪波动时要提
醒自己这可能与天气有关，应当主动稳定情绪，满足自己
与人交往的心理需求，同时尝试读书读报、练习书法、养
花鸟鱼虫等兴趣爱好，使自己神安志定，不过度愤怒、思
虑、恐惧、悲伤、忧愁。当睡眠出现障碍时要主动求助于
医生，尽快改善睡眠状况。

中医学认为，肾为人一身之根本，与冬气相应。故立
冬以后，应温肾中之阳气，以护一身之阳；益肾中之阴精，
以化血养心。毛静远建议手脚容易凉的人可用40℃至
50℃温水泡脚，至脚微微发红后用一手搓擦对侧脚心至
发热，然后交换另一脚，力度以舒适为宜，不可过度用
力。也可将两手搓热后紧按腰眼，然后用力向下搓至尾
骶部，如此反复50次至100次。饮食上可以适当增加羊
肉、鸡肉以及黑芝麻、木耳、海带、紫菜之类的食物，或根
据人的体质情况辅以药膳来改善机体状况。比如当归生
姜羊肉汤以羊肉加当归、生姜等助元阳、益精血，从而达
到温肾养心之效，尤为适合血虚内寒而见手脚凉、畏寒乏
力或平素形体瘦弱的人。另外，中医认为“咸入肾”，《内
经》也指出“多食咸，则脉凝泣而色变。”冬季以后市面上
腌制蔬菜和腊味开始增加，人们很容易不知不觉吃得过
咸，这有可能使血压升高，从而损伤血管、增加心肾负担，
因此这类食物应当少吃。

通讯员 耿晓娟 白迪迪 毕颖斐

图为市民在三潭医院接种流感疫苗。 王倩 摄

�c��
!����
����������
� � 
 �� �  � � � � 
 �
��������."��&2�-�����
��b

!��������
����
������a������
���
����
��������������������
��
��b

!�������������
����	���a����	��
��+:�����������������
b

!�
	���������
���������������
������������������
�
b

! � � � � 
 �  � � �
�������������������������
���������������	���
������������������
���
���
��
������������
��	�����
��������
b
�
�������������������
��������b�
��������������

��b

!����������
	��
����
�������������
������	�	�����

��

!���������u���
� � 	 � � � � � v� � �
/0����������������

��b

��	����


��	

�������
	�����������������
����
��	�����	
���	���������������
��	�����b��
b

��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	����������
���
�����a	��������
������������	���

��b

������

�����	���

� � �  �  � � � 

������������������ ������
�
��	����	���������
����������������� �
������������������9




�����������
���������������
��������������
����"�������"�������"�������
"�������������	�����
������������
�������������
���������	b

��
b

���

������������	
�����������	�����
�����������b

�	���������

�����a���a��a��a
���a���a���a���

������������������
���������	�
����
�����������������
������	���������
�������������
�������������b

���������

����������

���

	 � 	 �  � � � �
�����������������������
��

�����������	��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