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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炎热天气炎热，，
这些儿童传染病又到了高发期这些儿童传染病又到了高发期

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是一种好发于5

岁以下婴幼儿的肠道传染病，
引发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有20
多种（型），以肠道病毒 71 型
（EV71）毒力最强，易导致重症
及死亡。

普通型表现为手、足、口、
臀部出现皮疹，或伴有发热。
当小儿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
神萎靡、呕吐、易惊、肢体抖动、
无力、站立或坐立不稳、呼吸增
快、减慢或节律不整时，就要高
度警惕，立即带孩子就医。

少数患儿病情较重，并发
脑炎、脑膜炎、心肌炎、肺炎等，
如不及时治疗可危及生命。但
也有部分患儿临床表现并不典
型，如先出皮疹后发热；皮疹偶
有出现在膝、肘、腹、背部；或只
有低热，在口腔、手、足、臀部的
某一部位出现皮疹，皮疹数量
少，甚至1—2个，需要仔细查体
才能发现。

作为一种常见的传染病，
手足口病主要是通过与病毒携
带者（病人或隐性感染者）密切
接触或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

体、食品来进行传播。
目前手足口病主要传播

途径为以下三种：儿童通过日
常生活接触到传染源的粪便、
口鼻分泌物、皮肤疱疹液污染
的手、毛巾、手绢、牙杯、玩
具、奶具及床上用品、内衣等
引起的感染；患儿/隐性感染
者咽喉分泌物及唾液中的病
毒可以通过空气（飞沫）传播，
故与手足口病患儿近距离接
触可被感染；饮用或食入被病
毒污染的水、食物，也会发生
感染。

宜兴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科
主任戴永强副主任医师提醒，
夏季要注意室内空气清洁，经
常通风换气，最重要的是注意
手卫生，把好病从口入关。手
足口病是肠道病毒引起的一种
传染病，患儿得病后手足口出
现皮疹及水泡，一部分儿童伴
有发热，少部分高热患儿会发
生高热惊厥，少数重症手足口
病会有脏器损害及合并症发生
等。预防的措施主要注意手卫
生，患儿尽量少到公共场所及
人口密集不通风场所，注意患
儿手的清洁。

鼻子长个“疣”
一查是皮肤癌

本报讯（通讯员周 岚 潘 静
文/摄）今年56岁的王先生最近因
为鼻子上米粒大小的肿物经常发
炎破溃，近日，他来宜兴市中医医
院就诊。经过医生仔细检查，这个
指甲大的“疣”原来竟是皮肤癌。

王先生十年前发现自己右
侧鼻翼长了一个米粒大小的肿
物，以为是“疣子”之类的皮肤
病，曾自行用香烟灼烫治疗，但并
未奏效。近半年来，肿物明显变
大，皮肤颜色逐渐变成暗红，且经
常发炎破溃。在家人的催促下，
王先生来到宜兴市中医医院就
诊。医院整形美容烧伤外科主任
李国春接诊后，结合其病史及临
床表现，考虑皮肤癌的可能性较
大，建议住院手术治疗。由于王
先生的病史较长，肿物生长范围
大，皮肤表面破溃严重。常规的
皮瓣移植术，很难覆盖肿物切除
后的创面，并且缝合后切口张力
大，难以愈合，形成瘢痕后，还会
影响面部美观。为了获得最佳
的手术治疗效果，李国春主任率
领团队为王先生精心设计了一
套肿物切除及鼻部整形的手术
方案，既要保证完整地切除肿
物，又要保证鼻面部外观不受影
响，还要保证移植皮瓣的成活。

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李国
春和助手夏小马主治医师先在
局麻下为王先生实施了鼻部肿
物切除术，术中切片送快速病
检，显示为基底细胞癌。于是按
照预定的手术方案，在全麻下行
肿瘤扩大切除术+带蒂面动脉轴
型皮瓣移植术。术后王先生恢复
良好，切口创面逐渐愈合，术后一
周移植皮瓣完全成活，颜色与面
部皮肤接近，无瘢痕组织形成。

看着“完好无缺”的鼻子，王
先生对手术效果非常满意。医
生嘱其术后休养一个月后，还要
接受放化疗。

李国春介绍，基底细胞癌是
较常见的一种皮肤癌，它与日光
照晒有密切关系，因此好发于
头、面、颈部或手背等处。该病
呈慢性进行性发展，一般很少发
生转移，早期进行手术治疗，预
后大多较好。但癌肿生长范围
一旦扩大，或侵犯邻近组织后，
不但手术治疗难度增加，而且影
响预后恢复。为此，李国春提醒
市民，颜面部的黑痣、赘生物等，
如果出现突然增大、破溃等，绝
对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乱用

“土方法”治疗，一定要及时到正
规医院就诊，以免贻误病情。

水果吃不对，伤脾胃阳气

天气越来越热，很多人的胃
口都不太好，吃不下饭。于是，不
少人把水果当正餐，一顿饭半个
西瓜就解决了。还有些年轻女
性，为了减肥，常常不吃主食，每
天靠水果充饥。殊不知，这种做
法很伤身体。

水果是日常饮食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
质，但无法满足一天中生命活动
的所需营养。若以水果为主食，
容易导致营养不良、铁供应不足，
严重者会造成气血两虚。

从中医角度看，食物与药物
一样，也有寒热温凉、升降沉浮的
属性。很多水果都偏凉，吃得太
多会伤脾胃阳气。中医养生治病
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建中（脾胃
中土的功能）。意思是说，脾胃乃
人体的后天之本，是全身的“发动
机”，它的功能不好，饮食中的水
谷精微（营养）就不能被充分运化
吸收，身体没了燃料，生成不了足
够的气血，免疫力和身体状态自
然就不好。临床中，几乎所有疾
病的发生都与脾胃失和或多或少
有关。

现代人由于爱吃冷饮、甜食，
加上劳累、压力大、不爱动，所以

体质普遍偏寒偏虚。如果再过量
吃水果，拿水果当饭吃，无疑使本
就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一旦脾
阳受损，女性容易招来月经不调、
乳腺增生等疾病，男性会出现鼻
炎、腰痛、体倦、怕冷、肾虚等问题。

对年轻人来说，过量吃水果
的危害可能并不明显，这是因为
年轻人阳气相对充足，体力旺，能
一定程度上制约食入体内的寒
凉。但时间久了，也会伤了“元
气”。对于体虚之人或老年人，寒
凉伤脾阳的症状就比较典型，常
见表现是稍微吃点水果，就觉得
腹部冰凉胀痛。

因此，吃水果既要看体质，也
要适度。一是不能过量吃，二是
不要空腹吃，三是体虚和老年人
最好适量吃。实在想吃的话，可
以先用温开水泡一下再吃，或直
接蒸着吃。

另外，中医膳食观最讲究的
是“和”，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
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提出谷、
肉、果、菜四者搭配着吃，才能使
人体的精、气、神充足，身体康
健。因此，日常饮食要以“和”为
贵，不可偏颇。

（摘自《生命时报》）

小儿鼻出血，抹点金霉素眼膏
在用药门诊，常会遇到满是

疑惑的家长：“孩子鼻出血，医生
处方却开了金霉素眼膏，让给孩
子涂抹鼻腔。一个治眼睛的药
怎么治上了鼻子？”

没错，金霉素眼膏通常用于
治疗细菌性结膜炎、麦粒肿、沙
眼及细菌性眼睑炎，但它在临床
上的用途不止于此。该药的主
要成分为金霉素、白凡士林和液
状石蜡。

其中，金霉素为主要治疗药
物，是一种四环素类广谱抗生
素，通过抑制细菌蛋白质的合成
发挥抗菌作用。鼻腔出血后，应
用金霉素眼膏可以抑制细菌的蛋
白合成，使鼻腔伤口处于抑菌状
态，能够有效预防局部创面感染。

白凡士林和液状石蜡属于药
用辅料。凡士林可较好地附着于
出血灶黏膜表面，形成保护层，可
以有效阻断不良刺激，防止鼻黏
膜再次损伤，有利于局部黏膜上
皮再生修复。液状石蜡具有保

湿作用，能够较长时间保持创面
的湿润，还能减少痂皮产生。

可以看出，金霉素眼膏具有
抗菌消炎、润滑保湿的作用，既
能抑制鼻腔细菌生长，还能保护
鼻黏膜再次受损，促进出血部位
黏膜愈合。所以，金霉素眼膏可
以用来治疗小儿鼻出血。有研究
报道，金霉素眼膏治疗小儿鼻出
血的总治愈率为82.4%，疗效优
于复方薄荷脑滴鼻液（58.8%），
且操作简单、无不良气味、刺激
性小、副作用少。

应用金霉素眼膏时，需要注
意以下几点：①金霉素眼膏用于
治疗小儿鼻出血属于超说明书用
药，医生应对患者充分告知，避免
患者心存疑惑而不敢用药;②对
于鼻出血量较少、没有其他疾病
的，可以选择金霉素眼膏;③出血
量较多的患儿，应先用传统方法
止血，必要时选用手术方法;④不
宜涂抹过多，以免患儿发生呼吸
困难。 （摘自《生命时报》）

功能饮料真的有特效吗？
青少年千万要小心

炎炎夏日，冰凉饮品受到追
捧，但是在饮料区有这样一类产
品隐藏风险，那就是功能饮料。
很多功能饮料的广告吹嘘自己
可以补充各种微量元素，或是在
运动后能够迅速恢复体力。越来
越多青少年被其口感、包装、宣传
而吸引，出现过量或不正确饮用
功能饮料。殊不知，这类饮品只
适用于成年人大量运动后喝，青
少年使用反而会适得其反。

功能饮料一般是在水里加
入了维生素、葡萄糖、矿物质、电
解质、功能性脂肪酸，还有咖啡
因、牛磺酸等成分的调味饮料。
它包括运动饮料、能量饮料、营
养素饮料和其他有保健作用的
饮料。功能饮料中的电解质可
以调节体液平衡，几乎所有的功
能饮料都含有糖肽键，目的是提
供人体所需的能量，加快运动后
恢复。

在没有补充需要的情况下
使用功能饮料，特别是糖类、牛磺
酸、咖啡因等成分，对老年人、儿
童和患高血压等疾病的人群甚至
有危害。而氨基酸、维生素、膳食
纤维等营养素，日常饮食完全可
以满足需求，如果补充过多，反而
会造成不良反应。有的功能饮料
还含有钠和钾，对以室内办公为
主的白领和没有大量流汗的普通

人而言，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盲目
乱补，反而适得其反。

功能饮料中含有的咖啡因，
对青少年和儿童带来的影响更
是不可忽视。大量饮用含有咖
啡因的饮品会对神经、心血管系
统产生危害。突出表现为以下
几点：

1.影响儿童睡眠。不少青少
年为追求“提神”的效果而饮用
含咖啡因的功能饮料，容易引发
失眠、减少深度睡眠时间，进而
影响青少年睡眠质量。

2.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一定
生理影响。儿童的中枢神经系统
尚未发育完全，过量或空腹饮用
含咖啡因的饮料，会摄入过多咖
啡因，使神经系统中毒。并且，功
能饮料中的咖啡因会引起过度兴
奋，降低机体的神经系统认知功
能，进而导致危险行为的发生。

3.对心血管产生危害。有研
究表明，过量饮用功能饮料会使
青少年心律失常，这是由于摄入
过多的咖啡因导致的。

4.引发头痛。摄入高浓度咖
啡因可能会使其患上慢性头痛。

家长和孩子都应该警惕，选
购时一定要注意查看包装上的
营养成分表，别再为了追求时尚
而过量长期饮用功能饮料了。

（摘自人民健康网）

立夏以来，宜兴市气温上升，湿度增加，细菌、病毒滋生速度加快，手足口病等传染病开始进入高发季节。根

据宜兴市传染病流行的规律，市卫生健康委提醒广大市民做好夏季手足口病、感染性腹泻、流行性出血热等传染

病的预防工作，其中儿童是上述疾病的重点防范对象。

感染性腹泻
因为夏季气温高，湿度大，

容易造成食品变质，如果不慎吃
了变质食品，轻则腹泻，重则会
发生食物中毒。另外儿童喜欢
吃冷饮、冷食，这些冷饮和凉拌
的食品如果吃得过多过量，或在
制作时不够卫生受到污染，也易
导致腹泻发生。夏季天气比较
热，如果一味贪凉，长时间吹空
调、在凉水中浸泡等，一旦孩子
受凉过度，容易引起病毒感染，
造成腹泻。

感染性腹泻作为肠道传
染病的一类，传播途径主要是
粪—口传播。感染性腹泻的临
床症状是：腹泻，粪便的性状异
常，可为稀便、水样便，亦可为
黏液便、脓血便，可伴有恶心、
呕吐、食欲不振、发热及全身不
适等。病情严重者，因大量丢
失水分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
甚至休克。

戴永强强调，对于夏季儿童
消化道常见的感染性腹泻，要注
意饭前便后洗手，尽量少食生冷
的食物，不要吃被苍蝇等叮咬过
的食物，夏季要把好饮食关，注
意以下食物的摄取。一、牛奶。
牛奶中含有乳糖，消化乳糖必须
靠小肠上分泌的乳糖酶。如果
肠道已经发炎，这个时候身体就
无法分泌乳糖酶，而这时又喝牛
奶的话，牛奶里的乳糖就无法分
解，从而会加重宝宝脱水和腹
泻。所以当宝宝肠胃有问题时，
千万不能再给宝宝喝牛奶。二、
豆浆。豆浆中含有一些对消化
吸收功能有抑制作用的成分，最
主要的是，如果宝宝已经肠胃不
适，再喝豆浆的话，豆浆含有的
低聚糖物质会促进肠道蠕动，从
而加重腹泻。所以，当宝宝肠胃
不适时，千万不能再喝豆浆，当

肠胃正常时，豆浆也还是可以喝
的。三、甜食。甜食中含有蔗
糖，需要蔗糖酶才能够分解，如
果肠道不适的话，蔗糖酶是无
法分泌的，当大量蔗糖在肠道
堆积的话，会造成脱水、腹胀、
腹泻等。四、高脂肪食物。高
脂肪的食物会给肠胃带来负
担，特别是对于肠胃功能还没
完全发育好的宝宝而言，高脂
肪的食物更要少吃。如果宝宝
腹泻的话，以上这些食物最好不
吃，以免加重病情。

流行性出血热
夏季常见的传染病还有人

畜传播的流行性出血热，是一种
以老鼠为主要传染源的急性自
然疫源性疾病。以发热、出血及
肾脏损害为主要临床特征。早
期表现为发热、“三痛”（头痛、腰
痛、眼眶痛）、“三红”（面红、颈
红、上胸红）等。

老鼠是流行性出血热的传
染源。出血热传染源和寄生宿
主是野生的黑线姬鼠。黑线姬
鼠可以携带出血热病毒，主要通
过鼠尿、鼠粪及分泌物（唾液）经
破损的皮肤、消化道、呼吸道等
途径传播，另外还可经带病毒的
螨类叮咬而感染人类。

戴永强指出，要注意防老
鼠、消灭老鼠，减少传染病的发
生。布鲁氏菌病也是夏季多发
的，因为人接触了患病的牲畜，
或是污染物而引起的，所以有
儿童的家庭应避免饲养宠物，
宠物的皮毛也会传带一些细菌
或者病毒，要注意加强家畜的
管理，病死的家畜要深埋或者
焚烧，不可以食用，家中生熟食
要分开，不要吃生肉和半熟肉、
生鱼等。

（通讯员 叶博艺）

冰箱不是保险箱！

食品安全“五要点”
让你安全过夏天！

夏季是微生物引起食源性
疾病的高发季节，我们该如何
预防呢？教你五招打败食源性
疾病！

保持清洁

“饭前便后要洗手”我们从小
就知道了，除此以外，在做饭前和
做饭过程中也要洗手，尤其是在
生熟食品交叉处理过程中，或者
接打电话以后。

注意保持厨房的卫生清洁，
比如餐具、筷子笼、刀具和砧板，
尤其是抹布，要经常清洗和消毒，
切莫成为厨房的污染源。

生熟分开

这里的“生”指的是还需要进
行加热处理的原材料，比如生肉、
生海鲜。“熟”就是直接入口的食
品。

生熟分开就是避免生的食品
上携带的致病菌污染到直接入口
的食品，引起食源性疾病。要特
别注意加工生熟食品的用具也要
分开，例如刀具、砧板等。

烧熟煮透

烧熟煮透的一般原则是开锅
后，再保持10—15分钟，如果是
大块肉，比如整鸡，时间还要更长
一点。

在食用螺蛳、贝壳、螃蟹等水
产品时，生吃、半生吃、酒泡、醋泡
或盐腌后直接食用的方法是不安
全的，尤其是孕妇、儿童、老人等
免疫力低下人群，尽量避免生食
的饮食方式。

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

绝大多数微生物喜欢室温的

环境，高于70℃，或者低于4℃就
很难存活。夏季，熟食在室温下
存放的时间不宜超过2个小时，让
食物冷却放入冰箱内保存。

但冰箱不是保险箱，有些嗜
冷菌如单增李斯特菌、小肠结肠
炎耶尔森菌等可以生长，所以冰
箱取出的食物要彻底加热或清洗
干净后再食用。

使用安全的水和食品原料

要到正规超市或市场购买食
品，购买食品要注意生产日期、保
质期、储存条件等食品标签内容。

不食用超过保质期的食物，
若罐装食物包装鼓起或者变形，
坚决不食用。

良好的食品安全环境需要我
们大家的共同努力，让我们从我
做起，从现在做起，提高食品安全
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远离
食源性疾病。

>>>小贴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

表示，蔬菜、肉、水果买回家后先
用流水清洗。有人说是不是多放
几天比较安全，我们建议新鲜蔬
菜、水果不要放置太久再吃，暂时
不食用的肉类要冷藏、冷冻，因为
如果放置时间过长，可能变质滋
生大量细菌，吃了之后反倒对身
体不好。记得不要生食，蔬菜、肉
类应炒熟吃，水果的话尽量削皮，
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切菜板及刀具
要分开。新冠病毒在温度56℃状
态下 30 分钟就能被杀死，而炒菜
等温度能达到 100℃甚至更高。
也要提醒大家，处理过后还是注
意及时洗手。

（摘自人民健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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