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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口腔颌面外科年会在咸召开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志愿出席

11月25日，2016年湖北省口腔颌面外科年会在市中

心医院 同济咸宁医院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志愿、武

汉大学口腔医学院赵怡芳教授等，就口腔颌面外科发展

方向以及新技术做了专题报告，全省 200余位口腔颌面

外科同仁参加了会议。

通讯员 张一兵 叶茂 摄

是不是感冒

先正确诊断

普通感冒是由多种不同的病毒引起的
一种呼吸道常见病，其中30%—50%是由某
种“鼻病毒”引起，其症状包括打喷嚏、鼻塞、流
涕、发热、头痛等，但专家提醒说，当一些症状
发生的时候，比如发热、咽痛、流鼻涕等，并不
见得是感冒，而是很有可能患有其他疾病。
如果仅凭个人判断是普通感冒并服用感冒
药物很可能会延误病情。钟南山提醒说，
当发生感冒症状，并且自行服用治疗感冒
的药物不能缓解时，应尽早就医请医生通
过化验检查等手段进行确诊，对症治疗。

如何区分流感和普通感冒呢？主要
有以下6点区别：

1.流感的全身症状比普通感冒严重，
常常有比较明显的头痛、全身肌肉酸痛和
乏力。2.流感发病的季节性较为明显，我
国北方地区为11月至次年3月多发，而
在南方地区为3月至6月多发。而普通
感冒的发病季节性不明显。3.流感一般
伴有寒战和高热（39℃—40℃），普通感
冒一般不发热，即便发热也是中度或轻度
的，没有寒战。4.流感引起的发热一般持
续 3—5天，普通感冒的发热一般持续
1—2天。5.流感容易引起并发症，普通感
冒一般不会。6.通过医院的检查化验报
告，请医生进行区分。

普通感冒除了要与流感进行区分外，
还须与以下四种疾病相鉴别：

1.急性细菌性鼻窦炎：致病菌多为肺
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葡萄球菌、大肠
杆菌及变形杆菌等，临床多见混合感染。
所以，如果我们发现鼻涕异常，要考虑是
否发生了鼻窦炎而不仅是得了感冒。

2.过敏性鼻炎：分为季节性和常年性
两种，一般在接触过敏原后（如花粉等）发生
阵发性喷嚏，流清水样鼻涕。突发性的一阵
喷嚏流涕过后，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
样，和常人无异。仅表现为鼻部症状或感疲
劳，一般无发热等全身症状。

3.链球菌性咽炎：主要致病菌为A
型-溶血性链球菌。其症状与病毒性咽
炎相似，发热可持续3—5天，所有症状将
在1周内缓解。多发于冬、春季节，以咽部
炎症为主，可有咽部不适、发痒、灼热感、咽
痛等，还可伴有发热、乏力等。大家肯定都
会有印象，在得了感冒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医生会让我们张嘴，然后用一根压舌片压
住我们的舌头观察咽部是否有变化，这个
时候检查就会发现咽部明显充血、水肿。
颌下淋巴结肿大，用手去摸的时候会感觉
疼痛。所以当我们发生这些症状的时候，
要考虑是否为急性咽炎发作。

4.疱疹性咽峡炎：发病季节多为夏
季，常见于儿童，偶见于成人。咽痛程度
较重，多伴有发热，病程约1周。有咽部
充血，软腭、腭垂、咽及扁桃体表面有灰白
色疱疹及浅表溃疡。儿童的感冒尤其要
引起重视，儿童不会表达自己的病情，所
以家长要在发现孩子有了感冒症状的时
候注意观察，加倍呵护。（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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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转换，又到感冒多发季。感冒看似“小毛病”，但由于不少人对感

冒治疗缺乏正确认知，随便买点感冒药对付或者随意使用抗生素，也可能

诱发其他疾病。日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健康科普研究中心联合钟南山院

士、申昆玲教授等我国多位呼吸研究领域权威专家共同发布了《中国家庭

感冒防治关爱手册》，教大家正确认识、对待感冒。

普通感冒该怎么治疗
呢？

钟南山表示，有以下几
个原则要特别注意：

1.没有特效药，主要是对
症治疗。

由于目前尚无专门针对
普通感冒的特效抗病毒药
物，所以主要是对症治疗，以
缓解感冒症状为主要目的，
同时注意休息、适当补充水
分、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
继发细菌感染。

2.别盲目静脉输液，输液
并不会缩短病程。

他特别提醒说，感冒患
者使用药物治疗时应首选口
服药物，避免无根据地盲目
去医院静脉输液治疗。

一般来说，静脉输液仅
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1）因感冒导致患者原
有基础疾病加重或出现并发
症，需要静脉用药。

（2）由于患者严重腹泻
或高热导致脱水、电解质紊

乱，需补充水和电解质。
（3）由于胃肠不适、呕吐

而无法进食，需要通过补液
维持身体基础代谢。

3.别擅自使用消炎药。
“医生不建议感冒患者

擅自使用消炎药进行治疗，
不当使用消炎药会增加不
良反应的风险。因为普通
感冒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多
由病毒感染引起，消炎药也
就是抗菌药物，抗的是细菌
而不是病毒，故不建议用抗
菌药治疗普通感冒，且抗菌
药物预防细菌感染是无效
的。”

虽然抗菌药物治疗普通
感冒无效，但依旧有大约
50%的患者在无医生指导的
情况下使用，这种现象要引
起重视。

钟南山表示，只有当感
冒合并细菌感染时，才应在
医生指导下应用抗菌药物治
疗，如感冒并发鼻窦炎、中耳
炎、肺炎等。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在寒冷的
冬季，室内游泳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呢？

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苏
艳红介绍，冬季游泳不仅能改善心血管机
能，增强体质，提高身体的协调性，还能带
来心理上的愉悦。

冬泳的人可以去室内游泳，但需要注
意以下事项：装备齐全。除泳衣、泳镜、泳
帽等装备外，在冬天游泳一定要带拖鞋，
以免脚底着凉；带浴巾或毛巾衣，以便在
中间休息或沐浴后保暖。另外，游泳馆内

室温高、湿度大，建议身着
相对简单、易穿脱且保暖
性好的衣服，以便换衣。

准备活动充足。与夏
季相比，冬季做好游泳前

的准备活动是关键。冬天由于气温低，关
节相对脆弱，下水前，一定要把各个关节
活动开。建议多做向上纵跳、拉肩、振臂
等伸展运动，重点热身腿、臂、腰，以防游
泳过程中发生抽筋。一般来说，准备活动
时间大约在5至10分钟，以感到身体微微
发红、发热为好。

休息、起水、淋浴后要注意保暖。
很多游泳者在中间休息或上卫生间期
间不注意保暖，造成体温快速下降，导
致受凉感冒。人的头部最易散热，如果
起水、淋浴后头发湿漉漉，很容易造成
热量迅速散失。因此，在中间休息、起
水后要披上浴巾，沐浴后应及时擦干头
发，穿好衣服，有条件的最好用吹风机
将头发吹干。

别把感冒不当回事

一项全球调查显示，中国已经成为
全球第一“感冒大国”。在过去的一年
里，有超过10亿人次的国人得过感冒，
感冒时间平均长达18.5天。但是，国人
对感冒治疗仍没有建立正确认知。虽然
大多数医生和药师建议感冒患者在家休
息更有利于康复，同时也可避免将疾病
传播给他人，但是依旧有75%的受访者
曾在感冒或流感期间坚持外出工作。另
外，不遵医嘱自行服药或混合服药、乱服
抗生素、服药种类不当、不按剂量服药等
现象更是比比皆是。这些都有可能进一
步延长感冒病程乃至诱发其他疾病。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钟南
山院士指出，国人对感冒的认知仍停留在

“小病”阶段，但是感冒已经严重影响到大
众的日常生活、健康乃至生命安危。在
20世纪的5次全球性流感事件中，有两次
爆发于中国；进入21世纪，禽流感和甲流
等更是引发全民健康危机。无论是医疗
群体或是大众，都必须认真对待感冒，以
专业的治疗方法，降低感冒的危害。

“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由感冒所
引发的危、急性病例”，钟南山院士介
绍，“例如患有呼吸道慢性疾病的人群
或者老人等特殊人群，感冒后往往不立
即就医治疗，而是当做‘小病’对待，不
积极或者采取不科学的治疗方式，结果
诱发更为严重的疾病，威胁生命健康。”

此外，除了成人感冒，在婴幼儿感冒
上，同样由于感冒认知不足，引发诸多严重
后果。例如服药种类不当、不按剂量服用，
甚至由于治疗不当，对儿童造成终身影响。

而除了感冒治疗，在感冒预防上，
我国国民的认知同样缺乏科学性。例
如盲目相信“捂汗”、作息规律长期紊
乱、房间不按时通风、在感冒高发季扎
堆人群，都增加了患感冒的可能性。

治疗原则——

别盲目输液 别擅用消炎药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近日，市
民郑女士觉得特别干燥，鼻子充血，喉咙
肿痛，还不停地咳嗽，经过医生的诊断，被
确诊为上火。

对此，市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任王先
锋表示，气候寒冷的冬季是上火的“旺
季”。而冬季上火的原因大多可归于

“燥”：人们喜欢坐在开着暖气、空调的室
内，再加上进食大量肉类及辛辣食物，就
好比“火上浇油”，使内热不断聚集。年末
压力加大，许多人难免会烦躁、焦虑，也容
易上火。“火”散不出去就成了“毒气”，会
使机体免疫力下降，给各种疾病发作提供
可乘之机。

然而，因为冬天寒冷，一些市民一味地
以养生来保暖和补充热量，导致冬天上

火。在冬天这个上火的季节，还是要适当
“灭火”，维持身体的平衡状态。

首先要保证室内湿度在50%左右，可
放置一盆清水或配备加湿器。其次要多喝
水，冷却体内燥热，爱上火的人可以加点薄
荷、菊花等。再次要根据体质适当吃点冷
食作为调节，肠胃健康者可以吃点凉菜，肠
胃不太好的人可以吃点大白菜、芹菜等凉
性食物，少吃菠萝、橘子等热性水果。

最后，要规律生活，保证充足睡眠，避
免熬夜、过度疲劳。此外，别拒绝冷空
气。可在天气好时，
选择慢跑、跳健身操、
打太极拳等户外运
动，增强人体对气温
变化的适应能力。

“火”要适当灭

官桥镇开展计生督查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道：连日来，嘉鱼县官桥镇

计生办10多名计生专干进村入户，开展人口信息精准摸
排和孕情信息核查及各村台账信息的督查管理，督促完
成和兑现年初制定的计生责任目标。

该镇计生办一方面召集13个行政村和3个社区的
计生专干围绕年初制定的各项计生工作目标责任制，开
展为期一天的组织培训和学习；一方面分成两个督查组
采取交叉督查办法，从11月10日起，开展为期4天的大
督查，对全镇二胎生育政策宣传措施和人口信息摸排及
孕情信息台账等方面进行认真和严肃的督查，从而进一
步精准摸排人口信息，优化计划生育管理。

截至目前，该镇已督查摸排10个村，完成计生人口
核实督查3000多户。

冬季水痘多发
千万注意防范

献血热线献血热线：：82650788265078 1899581103618995811036 1897181501818971815018
献血地址献血地址：：市中心血站市中心血站（（温泉幸福路温泉幸福路11号号）、）、中国信合中国信合（（大商城对面大商城对面））

市中心血站热忱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加无偿献血市中心血站热忱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加无偿献血，，奉献爱心奉献爱心！！无偿献血光荣 利国利民利己无偿献血光荣 利国利民利己

献 血 专 栏
为广大无偿献血者及相关人员临

床用血和血费报销提供便利，报销血费

实行医疗机构先行支付，再由医疗机构

与血站结算的报销模式。直报点设在

市中心医院和各县、市、区人民医院。

依据相关规定，凡持有咸宁市中心血站

开具的献血证，献血者本人、配偶、父

母、子女在医疗机构用血的血费均可按

无偿献血量的比例直接在医疗机构报

销。除此以外，血费报销仍可市中心血

站献血服务科办理，也可交给流动献血

车代办，还可通过邮寄办理。咨询电话

8265078。

公民参加无偿献血后，相当于把自

己的血液“储”进了“血液银行”，一旦有

不时之需可随取随用，且终身有效。无

偿献血量600毫升以下，本人免费享用

两倍量的医疗用血。无偿献血量600毫

升以上，本人免费享用三倍量的医疗用

血。无偿献血量1000毫升以上，本人免

费享用无限量的医疗用血。无偿献血

者配偶、父母、子女可免费享用等量的

医疗用血。

无偿献血者报销血费时需出示的

凭证有：无偿献血证、本人身份证、用血

发票和用血清单；献血者配偶、直系亲

属报销血费时除准备以上材料外，还需

提供与献血者关系证明：指定受益人的

凭证、户口本、结婚证、出生证或其他有

效证明；用血者的身份证。

无偿献血者及相关人员临床
用血血费可就近直接报销

婴儿生病期间不要添加新辅食

婴儿生病期间消化系统功能减弱，机
体也可能正处于高致敏状态，此时新的食
物容易引发过敏等疾病，因此辅食添加阶
段的宝宝生病时，暂时要停止添加新的辅
食。

当然，疾病期间机体处于高致敏状态
下，之前不过敏的食物也可能发生过敏，
家长需要留心观察一下。但这并不代表着

疾病的时候需要特别忌口。少食多餐，最
好单次食物量约为平时的2/3，总量比平
时多一两成。避免大量进食和进食不容易
消化的食物。大部分疾病并不需要额外补
充特殊的食物，是时候让消化系统适当休
息调整一下了。

另外，可以根据不同疾病优先准备食
物。对于已经添加辅食的孩子，如果因为
某种营养素缺乏引起疾病，可以准备相应
的食物补充相关的营养素。例如缺铁性贫
血，可以增加含铁丰富的食物，比如动物肝
脏、血制品等等，可以同时摄入富含维生素
C的食物以促进铁的吸收。但这并不代表
着疾病的时候需要特殊进补。最后，在孩
子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地进行
锻炼活动，以便促进身体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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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妇幼健康 关爱妇女儿童

随着天气变冷，部分地区将进入水痘冬季高发期。
专家提示，市民注意预防水痘。

水痘潜伏期为12天-21天，平均14天。以发热及
成批出现周身性红色斑丘疹、疱疹、痂疹为特征。婴幼儿
常无症状或症状轻微，在出现低热、全身不适的同时已有
皮疹出现。儿童和成人可有发热、头痛、咽痛、咳嗽、厌食
等症状，持续1天-2天后出现皮疹。皮疹首先见于躯干
和头部，以后延及面部、四肢。

水痘属呼吸道传染病，一般经空气飞沫、接触患者新
鲜水疱液或粘膜分泌物等方式传播。全年皆可发病，以
冬春季节多见，易在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等集体单位暴发
或流行，易感儿发病率可达95%以上，具有感染性强、传
播快等特点，严重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和学习生活。

专家提醒，预防水痘，首先要注意良好卫生习惯，儿
童常用物品及活动场所要经常清洗消毒。疾病流行期间
应尽量避免儿童到公共娱乐场所等人员集中的地方。一
旦发觉儿童出现发热、皮疹（皮肤出现红斑、水疱）等症
状，应及时送往正规医院进行诊断，并隔离治疗。隔离措
施应至皮疹全部结痂为止（自发病起21天左右）。发生
水痘疫情的学校、幼儿园要做好晨检工作，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接种水痘疫苗是预防和控制水
痘的有效手段。 （本报综合）

冬季游泳先热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