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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氏菌
特点：沙门氏菌代谢不分解蛋白质，即使食物被

污染也看不出明显变化。该菌在20℃以上能大量繁
殖，在冰箱中可生存3—4个月，常在夏秋两季出没，对
人和动物均可致病。

易感染食物：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水果蔬菜
等。

感染后果：发病症状以急性肠胃炎为主，如腹泻、
呕吐等，有时还伴有乏力、肌肉酸痛、发热等症状。

副溶血性弧菌
特点：生命力顽强，在抹布和砧板上能生存1个月

以上。它是一种嗜盐性细菌，天然存在于海水、沿海
环境、海底沉积物和鱼贝类等海产品中，是引起我国
东部沿海城市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主要致病菌。

易感染食物：海洋鱼、虾、蟹、贝类等海产品以及
咸菜、熟肉类食品中，能通过厨具等交叉污染。

感染后果：起病急，主要临床表现为腹痛、腹泻、
恶心、发热、急性胃肠炎，腹泻多呈水样便。

金黄色葡萄球菌
特点：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高温、高渗等各种理化

环境都有较强的抵抗力，多见于春夏两季。人的咽
喉、鼻腔、皮肤上常有它的踪迹，其本身不具有强大的
杀伤力，但在食物中大量繁殖，产生金黄色葡萄球菌
肠毒素，就会危害人体健康。

易感染食物：蛋白质或淀粉含量丰富的食品，如
奶和奶制品、肉和肉制品、糕点、剩饭、冰淇淋等。

感染后果：人在吃了被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污
染的食物后，会出现恶心、剧烈呕吐（多呈喷射状）、腹
痛、腹泻等急性胃肠炎症状。

致病性大肠杆菌
特点：大肠杆菌在人和温血动物肠道内普遍存

在，主要在大肠且多数无害，属于非致病性大肠杆菌，
但某些类型的大肠杆菌致病性强，能引起腹泻、出血
性肠炎等症状，被统称为致病性大肠杆菌。

易感染食物：肉类、乳品、生蔬菜、海鲜等食物。
感染后果：人体感染后会引起严重的痉挛性腹痛

和反复发作的出血性腹泻，同时伴有发热、呕吐等症
状。对于某些严重感染者来说，毒素可能波及肾脏进
而引发急性肾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这些细菌的共同特点是在肠道感染，通过没洗干
净的手、处理完生肉的砧板未清洁又处理熟食造成交
叉污染等。

（本报综合）

贴士

对付致病细菌的四个关键字
鲜：挑选新鲜食材烹饪并烧熟煮透。做熟的

食物宜尽早吃完，吃不完的应储存在4℃以下的
环境中，夏秋季节常温放置不超过4小时。

净：消除卫生死角，尤其冰箱、厨具、餐具等
要保持干净。砧板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使
用完毕后用适量白醋及碱水（小苏打）清洗并晾
干，处理生肉前要把水沥干。

热：不喝生水，慎吃生食，特别是鸡肉、虾等，
一定要炒熟后食用。储存在冰箱里的剩饭剩菜不
能直接食用，必须先检查是否变质再回锅加热后
食用。

护：精心照顾孕妇、儿童、老人、病人等易感
人群，冲调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水温应高于70℃，
且应在冲调后两小时内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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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泸州一家三口因食用了自制

的臭豆腐导致中毒，危及生命，被送入北京

307医院抢救，其中两人仍在重症监护室。

什么原因使得这一家三口身中剧毒？有毒

物质是怎样进入到饮食中的？医学专家提

醒大家注意食品卫生，不要被食源性致病菌

“侵犯”。

近日，四川泸州一家三口因食用了自制的臭
豆腐，导致中毒，危及生命，被送入北京307医院
抢救，其中两人仍在重症监护室，住院一个多月已
花费近40万元。

据北京307医院王浩春大夫介绍，这家人已
被确诊为急性肉毒毒素中毒，这是由肉毒杆菌外
毒素所致的中毒性疾病。

肉毒杆菌外毒素是种嗜神经毒素，人食入含
毒素的食品后，即可发生中毒，成人致死量为
0.01mg。临床表现主要为各种麻痹及胃肠道症
状，危害严重，病死率很高。

肉毒杆菌可附着于水果、蔬菜和谷物上。豆
制品（臭豆腐、豆豉）和面制品（发酵馒头、面酱等）
亦可受本菌污染，但最易受污染的是火腿、腊肠和
罐头食品。在缺氧的情况下，肉毒杆菌可大量繁
殖，产生毒性强烈的外毒素。

人体摄入毒素后会有一定的临床表现潜伏
期，一般为12到36小时，最短者2小时，最长可达
10到14天。潜伏期越短，病情越重，预后也越
差。严重者可因呼吸麻痹而死亡，但病人神志始
终比较清醒，知觉无改变。

肉毒杆菌分泌的肉毒毒素可引起肌肉松弛麻
痹，特别是呼吸肌麻痹等，进而导致死亡。

这种毒素是目前已知天然毒素及合成毒剂
中，毒性最强的生物毒素，甚至可以用于制造生化
武器。目前，一些美容行业也用其进行瘦脸美容，
但国家对于肉毒杆菌制品的操作资质，有着非常
严格的要求。

臭豆腐等腐乳制品，实际上是豆腐的发酵
制品，而发酵是靠细菌作用，使豆腐的蛋白质分
解。虽然食用自制臭豆腐中毒是偶然事件，但
可以肯定的是，在制作过程中，食材受到了污
染。肉毒杆菌在自然界分布广泛，土壤中常常
可以检出。因而，在家中自制臭豆腐、豆豉等食
物，很可能因达不到加工的相关标准要求，导致
食材被肉毒杆菌污染。建议公众尽量不要自制
发酵豆制品，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可选择
购买正规食品厂家生产的产品，这样安全性更
有保障。

此外，许多食品的加工制造，都是利用微生物
发酵，使食物更易于消化或产生不同口味。但微
生物的作用，有些可以增加营养，有些则可能产生
不必要甚至有害的物质。所以，此类经过发酵加
工的食品，不宜摄入过多，而且食用前最好经过充
分加热。如果看到盖子已经鼓起，则一定不要再
食用。如食用后出现恶心、呕吐、眼睑下垂、视力
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就有可能是肉毒杆菌中
毒，应尽快送到医院救治。

自制臭豆腐中
的肉毒杆菌

炎炎夏季，打开冰箱吃一个冰淇淋、一块
冰镇西瓜，或是一份拌好的凉菜，清凉美味，去
热解暑，深受百姓欢迎。然而，当人们在享受
清凉时，却不知潜在的风险正在靠近。

7月初，食药监总局发布了预防李斯特菌
污染食品的风险提示，提示中称，李斯特菌已
成为威胁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鉴于我国
食品中李斯特菌的广泛存在，我国群众应注意
防范，避免李斯特菌污染食品中毒事件的发
生。

据清华大学生物学博士范彦雷介绍，李
斯特菌在自然界中分布较广，其中食品是李
斯特菌致病的主要载体，带菌较高的食品有
牛奶和乳制品、肉类、蔬菜、沙拉、海产品和
冰淇淋等。

在国外，因李斯特菌感染而召回食品的案
例十分普遍。保存在冷冻室里的冰淇淋也会
感染李斯特菌，这和人们通常认为的细菌在低
温中繁殖力弱的固有印象有些不同，而这恰恰
是由于李斯特菌不怕冷的特性造成的。

李斯特菌对其生存环境适应能力很强，
一般来说，可在2—42℃的温度范围内、且无
论酸性或是碱性条件下都能大量生存繁
殖。也有研究称，李斯特菌甚至在零摄氏度
以下也能生存并缓慢繁殖。因此，冰淇淋在
全程冷链运输的环境下，任何一个环节出现
问题，都可能会感染李斯特菌。且按照李斯
特菌的生存习性，冰箱冷藏室的温度恰恰为
李斯特菌的大量生存和繁殖提供了良好的
环境，这也使得未经加热的冰箱食品存在引
发食物中毒的风险。

李斯特菌引发侵袭性疾病的几率较低，但
因强致病性，人体感染后的死亡率高，所以也
是最致命的食源性病原体之一。人体感染后
3—7天出现轻微类似流感的症状，偶有腹泻
或其他胃肠道症状。严重感染者可患脑膜炎、
脑炎、败血症、心内膜炎、脓肿和局部的脓性损
伤。孕妇感染可能导致流产、早产或新生儿感
染等严重后果。

李斯特菌在西方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患
病率，国内病例相对较少，且呈散发特点。主
要原因可能是由于中西方饮食习惯的差异，相
对来说，中国对食物的烹饪较为彻底，相对会
减少感染李斯特菌概率。但近年来，西方的饮
食习惯走进我们的日常饮食，增加了我们感染
李斯特菌的风险。

食药监总局提示说：公众应提高自我保
护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可有效避免李
斯特菌污染食品中毒事件的发生。如不断改
善家庭饮食和食品储存习惯，定期对冷藏柜
进行清洗消毒；在食用冰箱储存食品前进行
适当加热，使食品中心温度达到70℃并持续
2分钟以上；避免高危人群（特别是婴幼儿、
孕妇、老人和免疫力低下人群）食入加热不
彻底的高危食品。

AA

冰箱里的“危险分子”
李斯特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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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政协委员严四日

资助二女户孩子圆大学梦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阮志伟、祝林报

道：“正为读大二的学杂生活费犯愁，政协委员
严四日就送来了5000元钱，我一定要好好完成
学业，日后回报社会及好心人。”8月 10日，通
山县大路乡山口村西安大学大二学生严竹兰
感激地说。

严竹兰是通山县大路乡山口村人，其父四
年前病故，母亲王瑞华带二个女儿相依为命，
大女儿严竹兰从初中到高中读书勤奋，去年以
630分的成绩考入了西安大学，手捧录取通知
书，全家高兴之余，又为缺学杂生活费而急得
团团转。

通山县政协委员、鲜虾戏水农家经理严四日
了解情况后，去年拿出8000元资助严竹兰上大
学，今秋开学又送来了5000元。严四日表示，他
将个人捐款让她完成学业，严竹兰的妹妹高中毕
业后如能考上大学，同样也资助她完成大学学
业。

嘉鱼血防医院

防控灾后血吸虫病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丁波报道：组织专班

下乡，发放药物捕杀，讲解预防知识，注重粪便管
理。这是嘉鱼县血防医院针对洪灾过后易感血吸
虫病而采取的防控系列工作举措。

据了解，进入汛期以来，因防汛抢险、排涝
抗旱、农作物抢收抢补种等需要，驻地部队官
兵和当地群众接触疫水机率高，加之当前正值
血吸虫易感季节，为保障全县 66 个疫区村民
的身体健康，巩固血吸虫防治成果，该县血防
医院一方面组建10多人的工作专班深入救灾
一线，给疫区的部队官兵和当地群众讲解血吸
虫预防知识，强调饮水安全，发放“皮避敌”、

“防蚴笔”等防护药品，介绍使用方法及有效期
限；一方面强化粪便管理，在吩咐疫区劳作人
员到指定专用粪便厕所入厕的同时，走村串户
进行药物捕杀。

截至目前，该县血防医院防控工作专班人员
已在全县8个乡镇发放药品100多瓶，通过健康
教育和综合治理及多项预防措施，使该县驻地官
兵和当地群众尽量避免了接触有钉螺分布的疫区
水源。

嘉鱼县卫计局

开展基层卫生岗位大练兵
本报讯 通讯员周文广报道：8月5日，由嘉

鱼县卫计局主办的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
赛拉开帷幕。来自乡镇的8支代表队，24名选手
参赛。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调动广大基层医疗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学技术、当能手、创一流”
的积极性，通过开展“竞技练兵、展我风采”为
主题的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激励基层医
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刻
苦钻研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理论业务水平、基
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展现基层医
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勤于学习、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和良好社会形象，更好地为基层群众服
务 。

据悉，此次活动覆盖该县所有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站）、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从事全科医
疗、公共卫生、临床护理等专业的卫生技术人员，
成绩优异者将代表该县参加全市技能竞赛，市级
优胜者参加全省技能竞赛。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对家住
温泉岔路口的王女士来说，5岁女儿的吃
饭问题一直困扰着她。“她吃得少，每天
吃饭都是我们强迫她吃，这样下去营养
跟不上怎么办？”

对此，市疾控中心健康管理中心主
任钟平认为，一些家长挖空心思让孩子多
吃这多吃那，甚至当孩子出现偏食、拒食
时，家长又采取许愿、哄骗、训斥、打骂等
方式，来强迫孩子进食，其结果往往导致
孩子产生反抗情绪和恐惧、厌恶进食的心
理，久而久之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

因而，他建议，当孩子出现偏食、拒
食时，不一定要强迫其进食。家长一定要
根据孩子生长发育的特点，结合具体情
况，科学地拟定食谱，合理地安排膳食，并
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能够激发孩子食
欲的用餐环境，让孩子心情愉快地、津津
有味地进食。

首先，为孩子建立饥饱规律。应做
到每日三餐定时，
不要因一餐不饱
怕饿着就给零食
填肚子。

其次，要创造

良好环境，切忌强迫进食。孩子对什么
都有好奇心。家长可在开饭前为孩子生
动描述一下将要进食的美味饭菜，以激
发孩子的食欲。

此外，要烹调得当，膳食平衡。小孩
牙齿和骨骼正值生长发育期，食物应做
软些，要易于咀嚼，在膳食结构中，要有
甜有咸、有荤有素、有粗有细。

同时，要因势利导，讲授知识。在饭
桌上，当孩子出现良好的进食情绪时，父
母要抓住机遇，有意识地谈论一些有关
食物的营养价值，让孩子懂得各种食物
对人体健康都有其独到的好处，从而使
孩子从中懂得偏食的害处。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近日，
在温泉某事业单位上班的小郑觉得浑
身酸痛、喉咙充血，有感冒的症状，在温
泉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后，全科
医生苏艳红告诉她，这是因最近高温天
气，吹多了空调，没有注意方式，得了空
调病。

苏艳红表示，夏天许多人一天到晚
吹空调，因此惹来一堆毛病：咽喉炎、感
冒、风湿病、血糖升高、血压升高、干眼症
等。

预防空调病，要注意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温度设置在26℃最合适舒服

且不易生病。其次，空调最好装在1.7米
处，因为一般空调的进风口在上半部，出
风口在下半部，若把空调安装过高，经过
热交换的冷空气还未沉落到房间下部，
就被空调吸回。如果空调装得过低，打
开空调以后虽然很快就能凉快，但人会
被吹得腰酸背痛。空调装到比头部略高
的位置时，人的身体会处于最佳状态。

此外，为确保室内外空气的对流交
换，空调建议开一两个小时左右换一次
气，每次约15分钟，此时要打开窗户将室
内空气排出，使室外新鲜气体进入。

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放盆水，可以
增加空气湿度，能有效缓解干眼、皮肤干
燥的症状。即便开着空调睡觉，第二天
起来也不会出现口干舌燥的现象。

苏艳红提醒大家，有关节炎、风湿
病的老人、发育不完全的小孩、孕妇等身
体免疫功能较差的人，最好少用空调。不
要整天都待在空调房间里，每天清晨和黄
昏室外气温较低时，最
好带老人和孩子到户
外活动，呼吸新鲜空
气，进行日光浴，加强
身体的适应能力。

多开窗户，预防空调病 激发食欲，避免孩子偏食

通城县人民医院

创建国家健康管理示范基地
本报讯 通讯员王晓燕、郁林报道：近日，

国家健康管理学会专家小组，对通城县人民医院
申报创建国家健康管理示范基地工作进行评审
和指导，这标志着通城人民医院正式启动创建国
家健康管理示范基地项目。

通城县人民医院是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一
所二级优秀综合医院。医院设施设备先进齐
全，拥有全省县级医院中仅有的国家二级岗位
专家2名、三级岗位专家5名，还有国务院津贴
专家、省政府津贴专家、市高层次人才等一批
业务骨干，有湖北省县级临床重点专科10个。
是全国首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单位，先后荣获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医院改革创新百佳单
位、服务创新百佳单位、最具惠民精神医院等
荣誉。

在医学模式和疾病发生根本转变的今天，健
康管理已经成为解决当今公共健康问题的首选
对策。通城县人民医院审时度势，开拓进取，深
化职能，治病救人和健康保健管理相结合，在健
康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专家组一行察看了
通城县人民医院的健康管理工作，听取了该院健
康管理中心的工作汇报，对该院的健康管理工作
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创建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指
导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