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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免疫力相对较低且多有
基础疾病，感染新冠病毒后需要予
以更多关怀和重视。老年人出现症
状何时需要就医？感染后要注意什
么？围绕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权威专家作
出专业解答。

问：老年人出现咳嗽发烧症状，

如何判断是否需要就医？

答：对于老年人要加强观察。
家人应了解老年人的基础心率、基
础血压、基础体温以及基础的呼吸
频率等情况，如果有条件，还要了解
老年人尤其是有心肺疾病老年人基
础的外周血氧饱和度。一旦感染，
需要观察这些基础数据的变化以及
老年人意识状态、精神状态、大小
便、进食等方面情况。
出现以下情况要考虑就医：一是

症状持续或加重，比如发热持续甚至有
加重倾向。二是出现新的症状，比如出
现胸痛、呼吸困难、大小便失禁，或者突
然出现肢体特别是单侧肢体不能运动，
或者出现不能进食、恶心呕吐、嗜睡、不
认人、定向障碍等现象，这些都是危险
的信号。三是老年人基础疾病加重，比
如患有冠心病的老年人出现心绞痛，患
有慢阻肺或哮喘的老年人这两种疾病
加重。对于基础疾病本身不太稳定的
老年人、80岁以上未接种过新冠病毒疫
苗的老年人，更需格外重视。

问：对于语言表达能力受限的老

年人，护理人员如何第一时间识别其

不适症状？

答：护理人员要了解新冠病毒感
染的常见症状，包括全身症状，如发
热、头痛、全身酸痛、畏寒等，以及局部
症状，如咽痛、咳嗽、流鼻涕、咳痰、打

喷嚏，甚至味觉和嗅觉丧失等。老年
人的症状可能不典型，其发病可能具
有隐匿性，出现精神状态不好、意识状
态不好、乏力、不愿意吃东西等情况。
有的老年人稳定能力下降，比如走路
原本正常但最近走路有点打晃。这些
可能都是感染的线索。当老年人出现
上述症状时要对其进行体温监测，早
期发现体温升高。此外，出现没有原
因的心率增快或者呼吸频率增快，也
可能是感染的信号。

问：老年人感染后生活和用药需

要注意什么？

答：老年人感染后，在加强观察和
监测基础上还要注意：清淡饮食，建议
少食多餐；保证睡眠；补充适量水分，
建议结合体温和出汗情况少量多次适
当补充。
老年人使用退热药物需慎重，体温

越高、年龄越大用药越要慎重，防止老年
人用退烧药后一次大量出汗造成虚脱甚
至低血压。退烧要缓，可以用物理手段
退热。在应用退热药时避免多种药物共
同使用。中成药可以选用一种，不要将
多种同一作用的中成药同时应用。

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在发烧期
间特别是使用退烧药时，如果血压已
经低于正常水平，降压药可能需要减
量甚至停用，待血压恢复正常再按照
常规剂量使用。老年人在感染后可能
吃饭很少，使用降血糖药物时要监测
血糖变化，防止低血糖发生。

此外，老年人感染后稳定能力下
降，特别容易跌倒引发骨折，因此，老
年人在出现发热等情况比较虚弱时，
一定要防止跌倒。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本报讯（记者 徐杨）奈玛特韦/利
托那韦片作为新冠病毒治疗药物被人
们所关注，我市相关专家昨日表示，该
药品是一种处方药，需要在医师明确
诊断后使用，不建议自行购买使用，患
者到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就诊
后，医生将根据患者病情开具新冠治
疗药物处方。而且，该药是一种治疗
用药，并不是用于新冠暴露前或者暴
露后的预防，需要医生对患者身体状
况评估后方可使用。
据介绍，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是

一款组合包装的口服新冠病毒治疗药
物，由奈玛特韦和利托那韦组成。3月
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
将该药作为抗病毒治疗药物首次写入
诊疗方案。确诊新冠感染并在症状出
现5天内应尽快服用该药，需要连续服
用5天。如果漏服请及时咨询医师，处
理原则为：如漏服一剂但未超过通常服
药时间的8小时，则应尽快补服并按照
正常的给药方案继续用药；如漏服且超
过8小时，不应补服漏服剂量，而应按照
规定的时间服用下一剂量；不得因弥补
漏服的剂量而服用双倍剂量。
据了解，该药不良反应主要表现

为腹泻、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病、呕
吐等胃肠系统反应，味觉障碍、头晕、
嗅觉异常等神经系统反应，血压升高
等心血管系统反应。目前有服用奈玛
特韦/利托那韦发生过敏反应的个案
报道，因此患者服药后出现如皮肤发
痒、荨麻疹、吞咽或呼吸困难、口唇或
面部肿胀、喉咙发紧声音嘶哑等，应立
即停用并就医治疗。
专家同时表示，该药与很多药物

存在相互作用，尤其是有高血压、冠心
病、糖尿病、脑梗塞、慢性肾病、慢性阻
塞性肺病、癌症、器官移植的患者，其
日常用药可能与该药存在严重的相互
作用。包括降压药硝苯地平、氨氯地
平；降脂药辛伐他汀、阿托伐他汀；抗
心律失常药物胺碘酮；抗凝药利伐沙
班、替格瑞洛等；镇静催眠药地西泮、
艾司唑仑等。因此建议患者在就医时
一定要详细告知医生或药师自己既往
或者正在服用的药物、保健品，以便于

医生或者药师全面评估相互作用的影
响程度，采取合适的管理措施。
孕妇和哺乳期是否可用应用奈玛

特韦/利托那韦片呢？专家表示，特殊
人群用药需要咨询医师。奈玛特韦/
利托那韦片的说明书提示，只有母亲
的潜在获益大于对胎儿的潜在风险时
才能在妊娠期间使用；育龄女性在该
药治疗期间以及该药治疗结束后7天
应避免怀孕；目前已有少量关于奈玛
特韦/利托那韦治疗新冠孕妇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临床研究，《妊娠期与产褥
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专家建议》推荐
妊娠期合并重症新冠感染者使用；孕
妇也是新冠感染并发展为重症的高风
险人群，一旦感染后应积极就医；利托
那韦可分泌入乳汁，哺乳期妇女用药
后对乳儿有不良反应风险，治疗期间
及治疗结束后7天应停止哺乳。
儿童是否可应用奈玛特韦/利托那

韦片呢？专家表示，目前我国药品监督

管理局批准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用于18
岁以上的成人患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还批准该药用于12—17岁且体重大
于等于40公斤的伴有进展为重症高风险
因素的轻至中度新冠感染青少年患者。

老年人出现症状何时需要就医？
本报讯（记者 徐杨）为何要开展

新冠疫苗第二剂加强针？现阶段哪些
人可以接种？可选择哪些疫苗组合？
昨日，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专家围
绕新冠疫苗第二剂加强针解读了人们
关心的热点问题。
为何要开展第二剂加强针？专家

表示，接种新冠疫苗后，随着时间推
移，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水平有所下
降，针对感染的保护效果下降较为明
显，但在细胞免疫的作用下，仍然可以
维持较高的针对重症或死亡保护效
果。接种第二剂加强针后，可以在短
时间内激活免疫系统，重获针对新冠
病毒变异毒株的高水平中和抗体，更
好地提升保护能力。
2022年以来，部分国家陆续推荐

在特定人群中实施第二剂次加强免
疫，世界卫生组织先后于5月17日和
8月18日两次表发声明，建议各国在
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患基础疾病和
医务人员等人群中推荐接种新冠疫苗
第二剂加强免疫。部分国家在实施后
开展的研究发现，接种第二剂次加强
针后，可以进一步提升接种人群的预
防感染、重症和死亡的保护效果。
现阶段哪些人可以接种第二剂次

加强针呢？专家表示，按照国家统一
部署，在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基础
上，现阶段在感染高风险人群、60岁及
以上老年人群、具有较严重基础性疾
病人群和免疫低下人群中开展第二剂
次加强免疫接种，接种时需要满足与
第一剂次加强针间隔6个月及以上。
第二剂次加强针可选择哪些疫苗组

合呢？专家表示，根据国家方案，所有批

准附条件上市或紧急使用的疫苗均可用于
第二剂次加强免疫，优先考虑采用不同技
术路线的疫苗进行异源加强免疫，也就是
序贯加强免疫接种，或采用含奥密克戎毒
株或对奥密克戎毒株具有良好交叉免疫的
疫苗进行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
老年人接种加强针有哪些注意事

项？专家表示，通常接种疫苗后1—2周
开始产生抗体，全程免疫后4周产生的
抗体能够达到较高水平，意味着产生了
较好的保护作用。如果是加强免疫，因
有免疫记忆，接种疫苗后产生的抗体会
比基础免疫产生得更快。
疫苗接种后产生抗体，尤其是高水

平的抗体需要一定时间。在目前新冠流
行的情况下，为更好地保护老年人，60
岁以上老年人的第一剂加强针距离全程
免疫时间的接种间隔已经从6个月缩短
到3个月，使老年人更快得到疫苗保护。
第二剂与第一剂加强针需要间隔多

久才能接种？专家表示，按照国家方案，
目前执行的第二剂次加强免疫与第一剂
次加强免疫时间间隔为6个月以上。接
种间隔时间通常综合考虑疫苗抗体的持
久性、疫苗保护效果的下降程度和再次
感染发病的风险、疫情流行形势等诸多
因素后确定。
阳性期间可以接种么？“阳过”多久

后才能接种？专家表示，阳性期间无需
接种疫苗，因为疫苗的作用是预防疾病，
并无治疗的效用。按照国家现行的新冠
疫苗使用技术指南，新冠病毒阳性感染
后6个月内罕见再次感染发病的情况。
既往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患者或无症
状感染者），在充分告知基础上，可在6
个月后接种1剂。

哪些人可以接种第二剂加强针？
——市疾控中心专家详解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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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夫定可用于治疗普通型新冠
建议在医生判断后使用 不宜自行选购

新冠口服药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

这些事用药前必须了解

近期有网民反映，部分新冠病
毒感染者在就诊过程中发现肺炎，
甚至肺部CT出现“白肺”现象。什
么是“白肺”？如何避免新冠感染出
现肺炎？国家卫健委组织呼吸危重
症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
阳医院副院长、北京市呼吸疾病研
究所所长童朝晖回应公众关注的热
点问题。

问：请您简单介绍“白肺”是什

么，治疗一般采取什么措施？

答：“白肺”是在临床工作中一个
口语化描述，不是有了肺炎就是“白
肺”。医务人员之间说“白肺”，是说
患者肺炎比较重。很多情况我们不

会叫“白肺”，而是描述是单侧还是双
侧，是在上还在下。只有当肺部双侧病
变达到了75%以上，才叫“白肺”。

近期来看，部分就诊患者是一般
肺炎。极少数“白肺”的患者，也有相
应的治疗办法。不论是重症肺炎、低
氧血症或是急性呼吸衰竭，我们有相
对成熟的治疗办法，从国际到国内都
有相应的指南和策略。
近期从我们负责的北京定点医院

的重型、危重型患者的救治工作来看，
目前住院病人的情况，“白肺”或者是
说重型、危重型比例占到3%至 4%。
因肺炎引起的呼吸衰竭在临床上治疗
是很成熟的，只要就诊比较及时，医生

及时处理，进行吸氧，使用无创呼吸
机、有创呼吸机，再严重还可以使用体
外膜肺氧合仪（ECMO）等，有相当部
分的患者可以好转。

问：如何避免新冠感染因治疗不

及时而导致肺炎？

答：在冬季肺炎的发生比例较
高。青壮年得了肺炎，体温马上就上
来，发烧，呼吸道咳嗽、咳痰，这些症状
都很明显，往往会及时到医院就诊。
老年人肺炎可能不发烧，也可能没有
明显的呼吸道症状。部分老年人也表
达不出来有何特别的症状，家人看到
老年人不发烧也不咳嗽，有时候也就
不重视了，可能会延误就诊。

老年人肺炎的起病比较隐匿，有
时没有明显症状。不能按发烧、咳嗽、
咳痰等年轻人的反应来观察老人。要
注意如果老年人突然不爱吃饭，整个
人发蔫，或者嗜睡，要及时就诊。要对
老年人的情况密切观察。

这里还有一些建议，冬季天气寒
冷，也是肺炎高发季节，即便没有新
冠，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也容易得肺
炎。要注意监测呼吸频率，有没有胸
闷，有没有呼吸急促等症状。血氧饱
和度如果小于93%，就要及时到医院
就诊。

新华社记者 宋晨 侠克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本报讯（记者 徐杨）阿兹夫定作
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抗病毒
药物，哪些人群适合服用？应该如何
正确服用？我市相关专家昨日表示，
患者到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就诊
后，医生将根据患者病情开具新冠治
疗药物处方，大家务必遵医嘱使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阿兹夫定是用于
治疗普通型新冠的药物，不用于预防
新冠。该药建议在医生的判断后使
用，不宜大家自行选购。
据介绍，阿兹夫定是我国自主研

发的口服小分子抗病毒药物。今年7
月2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
于治疗普通型 COVID-19 成年患
者。今年8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将阿兹夫
定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九版）》。

目前，已在国内上市的阿兹夫定
片有两种规格（1毫克和3毫克），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附条件批准阿
兹夫定1毫克规格用于治疗普通型

新冠成年患者。据介绍，该药用于治
疗新冠的推荐剂量为成年患者每次5
毫克，每日一次，疗程至多不超过14
天，应空腹服用，整片吞服，不可碾
碎。如果漏服阿兹夫定时间较短，可
尽快补服，但如果快到下一次服药时
间（超过两次正常用药间隔时间的一
半），可跳过此次漏服的剂量，直接于
下一次服药时间服药，不可一次服用
两倍剂量。
据了解，阿兹夫定在临床治疗剂

量下服用是相对安全的，但也会有一
些不良反应的发生，包括：头痛、困倦
等神经系统疾病，一般为轻度；转氨
酶升高、血尿酸水平升高等肝肾功能
异常；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道反
应；白细胞计数降低、中性粒细胞计

数降低、血小板计数降低等血液学参
数异常。根据阿兹夫定说明书提示，
可能与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酯及依
非韦仑存在相互作用，因此专家建议
大家就医时一定要详细告知医生或
药师自己既往或者正在服用的药物，
以便于医生或者药师全面评估相互
作用的影响程度。
特殊人群应该如何使用阿兹夫定

呢？专家建议中重度肝功能损伤、中
重度肾功能损伤的患者慎用阿兹夫
定；不建议妊娠期及哺乳期使用阿兹
夫定；儿童及老年患者是否可以使用
暂不明确；曾患有胰腺炎的患者慎用
阿兹夫定。中重度肝功能损伤、中重
度肾功能损伤的患者应在医师指导下
用药。

什么是“白肺”？如何避免新冠感染出现肺炎？

权威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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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 雪 花 那 个 飘
（33—35）

■赵长天喝闷酒、发
酒疯，惊动了班上同学，
班委会商量决定募款给
刘翠翠治病。石捧玉让
班委会成员保密，不许透
露赵长天有儿子的事，尤
其不能让韩老六和吕卫
兵知道，可偏偏让两人听
到。一向抠门的韩老六
慷慨捐出养鸭的所有积
蓄，爱打小报告的吕卫兵
也表示，要为赵长天保守
秘密……

都市频道

20:00 健康直播间

■中医素有“春生、
夏长、秋收、冬藏”的说
法。补好五脏之气，对于
冬季养藏十分重要。中
医如何理解“气”这个概
念？五脏之气，作用都是
什么？黄芪泡水喝，是
适合所有人吗？脾气不
足会给健康带来哪些危
害？为什么说冬季是补
肾气的最佳时节？本期
节目邀请天津中医药大
学附属保康医院副主任
医师王洪章，聊聊冬补
五脏气、健康好身体的
话题。

21:45 要 过 好 日 子
（23—24）

■周敏芝立下遗嘱
之后，常丽终于撤诉了。
杨志强偷翻常丽的抽屉，
寻找当初自己写给常丽
的欠条，意外发现了周敏
芝给常丽写的那张遗
嘱。愤怒的杨志强要常
丽给个解释。为了让周
敏芝缓解精神，常兰强行
把周敏芝送到了街道的
歌舞队，在这里，周敏芝
认识了一个很好、很有钱
的老头……

天津卫视

19:30 沸 腾 的 群 山
（15—16）

■已经被逼急了的黄
婉怡（代号黑蜘蛛）迅速与
王升（代号零一）取得联
系，在辽阳圈楼旅社咖啡
厅接头。二人见面后，王
升将两杯咖啡分别摆在自
己和黄婉怡的面前，黄婉
怡声泪俱下求王升放了两
个孩子。王升以密令为借
口痛斥罗峰，并以孩子生
命相威胁，逼迫黄婉怡让
罗峰尽快脱离红石岭煤
矿，回到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