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天！来！了！被高温
支配的恐惧，你还能忍多久？

不如去水上乐园过把水瘾，
放肆狂欢，玩转美好盛夏！这个
夏天就要浪起来！

各种刺激过瘾的新玩法，就
等你们一起来““乘风破浪”！

水上乐园 嗨翻酷暑

水上乐园坐落于温泉十六
潭自然风景区内，占地面积约
38亩，其中乐水面积达12000
平米，绿化面积达5000平米，
休闲广场占地面积约8000平
米。水上乐园的特色，怎么能少
的了冲浪滑梯高度与速度，水花

与心跳。来这里体验速度与激
情让你成为真正的“弄潮儿”多
样玩法，带你探索水中奥妙让你
的身心都high起来！

水上世界 休闲游乐

刺激、安全、卫生的水上娱
乐项目，集旅游、度假、休闲、游
乐、观赏为一体。十六潭水上乐
园地貌独特、风景宜人，园内亭
台有致、小桥流水，片片地毯般
的绿菌草坪，鲜花怒放。道路两
旁，绿树成荫、花草飘香，文化氛
围浓厚。内设海浪池、四彩波浪
滑梯、冲天回旋滑梯、儿童水寨、
漂流河、水舞广场等多个游乐项

目。惊险刺激的各种滑道、悠然
自得的戏水天地、娱乐、餐饮、休
息设施，给您带来十足的夏季酷
爽体验，是老少皆宜的新型消暑
开心乐园！

开园时间

十六潭水上乐园开园时间
11:00—19:30

酷暑来临后拟将开园时间
调整为10:00—21:00

届时，十六潭水上乐园将持
续开放夜场至8月31日。

先玩水，再来夜场欣赏浪漫
烟火，精彩纷呈的夏夜大狂欢等
你来启动！

地址：十六潭公园香城体育
运动中心

关于城发体育

咸宁市城发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是由咸宁市城市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的、专注
于咸宁市体育产业投资管理的
平台公司，公司将依托咸宁城发
集团的资源优势，打造集体育产
业创投、城市资产整合、品牌赛
事运营的创新型体育产业战略
投资管理平台。

小伙伴们！这个夏天，最不
容错过的水上狂欢盛宴就在十
六潭水上乐园，赶紧冲鸭！！！

咸宁十六潭水上乐园开园啦！

我省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常态化
防控，为做好常态化防控下公众、重
点人群、重点场所和重点单位的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省疾控中心
组织制订了《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指引》。

一、低风险不等于零风险，疫情反弹
和输入的风险依然存在。

二、公众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养
成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公筷制、保持社
交距离、减少人员聚集、加强通风消毒等
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全面提升健康素
养，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三、公众应自觉遵守湖北省疫情防控
的相关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接受、
配合医疗卫生机构为预防、控制、消除传
染病危害所依法采取的调查、检验、采集
样本、隔离治疗、医学观察等措施，并如实
提供有关情况。

四、做好居室内通风换气，保持环境
清洁。建议每天2-3次，每次20-30分
钟。

五、外出活动应注意个人防护，需要
佩戴口罩时可参照《公众佩戴口罩指引》。

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可参照《公
共交通防控指引》做好相关防护。

七、到公共场所时，可参照《公共场所
防控指引》做好相关防护。

八、返岗复工后要主动做好自我健康
监测，若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不要带病
上班，并参照《公众出现发热呼吸道症状
后的就诊指引》就医。

九、暂不建议去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
地区出差旅游。出游尽量到郊区空旷地
方，尽量避开热门景区景点或其高峰时
段，在景点有序排队，保持1米以上距离
的踏青、散步、锻炼。

十、锻炼应尽量去户外、人员稀少的
地方散步或锻炼。

十一、尽量不去人员密集、空间狭小、
环境封闭、通风不良的场所，尤其是空气
流动性差的地方。

十二、要保持良好个人卫生，勤洗手、

多饮水，坚持在进食前后、如厕前后、接触
口鼻眼前后、外出回家后及时洗手。

十三、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或咳嗽
时用手肘遮住口鼻。处理口鼻分泌物
或吐痰时用纸巾包好，弃置于垃圾箱
内。

十四、境外返（来）鄂人员和国内中、
高风险地区返（来）鄂人员要严格遵守我
省隔离医学观察的相关要求，做好健康监
测和个人防护。对来鄂前14天内有境外
旅居史的人员，配合我省防控要求，一律
进行核酸检测，其中“五类人员”一律就地
进行分类处置，其他人员一律由第一入境
城市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一律纳入
当地社区（村）防控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公众一般防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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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缓解偏头痛?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青龙社区

的张女士咨询，如何缓解偏头疼？
青龙社区卫生服务站有关医务人员介绍，虽然偏头

痛缠绵不愈，很难根治，但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缓解痛
苦。

避光。很多偏头痛都是因感官刺激而引起的，如灯
太亮或太闪。在偏头痛发作时，要坐在光线较暗、四周
安静的房间里休息。同时避免情绪紧张，放松背部、颈
脖及肩膀。通常休息半个小时左右，偏头痛会有所减
缓。

注意休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起居规律、适量
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工作压力过大。特别要注
意保护好眼睛，避免眼睛过于疲劳。

某些患者可能会对一些诱发因素特别敏感，比如酪
氨酸类食物、气温的剧烈变动等。因此患者要尽量避免
食用奶酪、巧克力、红酒，避免在炎炎夏日突然进入空调
房。头疼发作时，还可以通过深呼吸改善大脑缺氧状
况。

如果是单纯性偏头痛，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通常
不需要做进一步的医疗检查。如果头痛剧烈，还伴有其
他症状，则可能需要接受进一步医疗检查。

如何预防骨质疏松？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家住咸安阳光社

区的冯爹爹想咨询，如何预防骨质疏松？
阳光社区卫生服务室相关负责人介绍，骨质疏松

后，骨头容易变脆，发生骨折。中年以后，人体骨质疏松
速度加快，建议每1-2年进行一次骨密度检查，坚持良
好的生活习惯，可有效预防骨质疏松症。

注意多食用富含钙的食品，如牛奶、豆制品等。坚
持锻炼，多做“日光浴”，不吸烟酗酒，少喝咖啡、浓茶和
碳酸饮料。

坚持适当运动、加强防摔措施，预防骨折。老年人
仍应积极补充钙和维生素D。如已发现骨密度低下或已
患有骨质疏松症，可适当配合药物治疗，阻止骨丢失并
降低骨折风险。

对已发生骨折患者，积极治疗不容迟疑，除对骨折
的及时处理外，合理的康复治疗和骨折后预防再次骨折
的治疗尤其不可忽视，因为已骨折的患者发生再次骨折
的风险明显增加。

过量摄取食盐会加速钙质的流失。建议居民日常
少吃盐和腌制食品，尽量将每天的食盐摄入量控制在6
克以下，减少酱油、味精、鸡精等调料用量，少吃或不吃
盐渍或腌制肉、酱菜、咸菜和咸味零食。

小心“沉默”的丙肝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通讯员 徐铭怿

预防医源性及破损皮肤黏膜传播

丙肝尚无疫苗可以预防，避开传播
途径来降低患病的风险。

潘登介绍，丙肝属于乙类传染病，传
播途径包括血液传播（输血及血制品传
播、经破损的皮肤和黏膜传播）、性传播
和母婴传播，主要传播途径是血液传播。

输血及血制品传播：曾经是最主要
的传播途径，我国自1993 年对献血员筛
查抗-HCV，该途径已得到有效控制。

经破损的皮肤和黏膜传播：使用非
一次性注射器和针头、未经严格消毒的
牙科器械、内镜、侵袭性操作和针刺等。

共用剃须刀、共用牙刷、修足、纹身和穿
耳环孔等也是潜在的经血传播方式。“静
脉注射毒品共用注射器和不安全注射是
目前最新发现最主要的传播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拥抱、打喷嚏、咳嗽、食物、饮水、共用餐

具和水杯、无皮肤破损及其他血液暴露
的接触一般不传播HCV。

目前预防措施主要包括加强筛查及
管理、严格筛选献血员、预防医源性及破
损皮肤黏膜传播、预防性接触传播、预防
母婴传播、积极治疗和管理感染者。

规范治疗要趁早，有可能被治愈

潘登介绍，因为丙肝检查并不在常
规体检的范围内，所以很容易漏诊。另
外，有三分之一的丙肝患者转氨酶并不
高，但是这并不代表丙肝患者少，只是没
有发现而已。

确诊丙肝的主要依据是血清中丙肝
病毒核酸（HCV RNA）呈阳性。丙肝病
毒核酸在感染丙肝病毒后1—3周，即可
在外周血中检测到。

很多人以为，丙肝像乙肝一样，感

染后如果没有症状，就是病毒健康携
带者，不需要进行治疗。“丙肝不存在
病毒健康携带者，只有早发现、早治
疗，才能减轻病毒对肝细胞的破坏。”
潘登说，一旦感染丙肝病毒，它对肝脏
的损害就会持续进行。无论患者有无
症状，转氨酶是否正常，只要体内携带
了丙肝病毒，就应尽快将其清除，不宜
拖延。

丙肝患者在及时、正确、合理的治

疗前提下完全有可能被治愈。目前，抗
病毒治疗是唯一有效的治疗，口服直接
抗病毒药物可以达到95%的病毒清除
率。但清除病毒并不意味着丙肝治愈，
病毒清除后仍需要长期规律随访监测
丙肝再复发及肝硬化、肝癌等并发症的
进展。

需要提醒的是，治疗丙肝的直接抗
病毒药物给丙肝患者带来福音，然而，部
分已经接受直接抗病毒药物治疗丙肝患

者在服药过程中，认为服药4周后高灵
敏度病毒量检测为阴性，即停止了服用，
认为自身病毒已全部清除，已无需服
用。实际上，丙肝治愈的标准为停止服
药后12周，高灵敏度病毒量检测持续阴
性才算真正治愈，若停止服药后丙肝复
发将会导致下一次治疗增加难度。因
此，坚持完整有效的疗程方案并定期做
好高灵敏度病毒量检测对彻底治疗丙
肝非常重要。

丙肝被称为沉默的杀手

“此前因没有症状，我并不知道患有
丙肝，一下子发展到肝硬化，很难接受。”
因经常感到腹胀，近日，46岁的李阿姨
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丙肝肝硬化。

李阿姨说，20多年前曾因外科手术有过
一次输血史，可能是那时感染了丙肝病毒，但
从没想过要到医院进行丙肝的相关检查。

“相对于乙肝的‘家喻户晓’，丙肝由

于公众知晓率低所受关注甚少。”潘登表
示，丙肝是一种因感染丙型肝炎病毒
（HCV）而导致的以肝脏损害为主的急
性和慢性传染病。多数急性丙肝患者无
明显症状，表现为隐匿性感染。若有症
状则以全身乏力为最主要表现，还可出
现食欲下降、恶心、腹胀、右季肋部疼痛
等为主要临床表现，少数伴有低热，轻度

肝肿大，部分患者会出现脾肿大，少数患
者会出现黄疸。大多数慢性丙肝患者无
症状或有非特异性症状，例如慢性疲劳
和抑郁。其症状通常是隐匿性的，进展
缓慢，一般在献血或体检时发现。

“丙肝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潘登说，
丙肝具有隐匿性，很多患者感染丙肝病
毒后在很长时间内都可能没有任何症

状，但丙肝病毒对肝脏细胞的破坏却一
直悄悄持续着，直至肝脏出现硬化或恶
变成肝癌后才出现相关症状。

有输血史或用血制品史、注射吸毒
者、接受过有创操作者、在不正规诊所拔
牙、做过穿孔或文身（特别是没有使用一
次性工具），以及感染丙肝病毒的母亲生
下的孩子等，都是丙肝感染的高危人群。

7月28日是第七个“世界肝
炎日”，肝炎是肝脏炎症的统称，相比公众较

为熟悉的乙肝，丙肝也是较为常见但并未引起过
多关注的病毒性肝炎之一。丙肝是什么？如

何治疗？如何预防？记者采访了市中心
医院感染科副主任潘登。

儿童如何敷三伏贴？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进入三伏天，许多市民开

始敷三伏贴。在追捧三伏天敷贴的人群中，儿童占了一
定比例。那么，儿童敷三伏贴有什么禁忌？市中医院医
生为您解答。

“冬病夏治”中接受度最广的三伏贴，虽然能预防多
种冬病，但它也有许多原则和禁忌，不可乱用，对症和结
合个体情况，才能达成目的，否则会起到反作用。

医生说，三伏贴主要对与肠、肺有关的消化系统、呼
吸系统疾病和与虚寒有关的关节痛的疗效最为显著，比
如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胃痛、结肠
炎、由肺气虚引起的感冒等。

对于儿童来说，“冬病夏治”治疗时间越早越好，因
为年龄越小，其免疫功能、发育越不完善，越容易得到纠
正。儿科的“冬病夏治”主要针对小儿支气管哮喘、支气
管炎、慢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反复呼吸道感染等疾病。

许多儿童之所以呼吸道疾病反复发作，是由于自身
免疫力差，表现为反复发热、反复咳嗽、汗多等症状。家
长可抓住三伏这个时机贴敷，增强孩子的免疫力。小儿
在伏天接受贴敷治疗后，冬季哮喘发作次数明显减少、
发作程度减轻，体质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需注意2
岁以下幼儿不宜敷贴。

而且孩子的敷贴时间不宜过长，对于皮肤稚嫩的孩
子来说，每次敷贴时间大约为2小时左右，否则容易导致
皮肤出现红肿水泡等现象。在治疗期间讲究“忌口”，一
般禁食生冷、油腻、辛辣食物。孩子在夏天喜爱吃冷饮，
如经常食用难免影响敷贴的治疗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