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蕾计划”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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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公共场所吸

烟、吐痰，咳嗽、打喷嚏时遮

掩口鼻。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指出，接触二

手烟雾会造成疾病、功能丧

失或死亡。 室内工作场所、

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

内完全禁烟是保护人们免

受二手烟危害的最有效措

施。 二手烟不存在所谓的

“安全暴露”水平，在同一建

筑物或室内，划分吸烟区和

非吸烟区将吸烟者和不吸

烟者分开、安装净化空气或

通风设备等，都不能够消除

二手烟雾对不吸烟者的危

害。吸烟者应当尊重他人的

健康权益，不当着他人的面

吸烟，不在禁止吸烟的场所

吸烟。

肺结核病、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麻疹等

常见呼吸道传染病的病原体

可随患者咳嗽、打喷嚏、大声

说话、 随地吐痰时产生的飞

沫进入空气，传播给他人。所

以不要随地吐痰， 咳嗽、打

喷嚏时用纸巾、手绢、手肘

等遮掩口鼻。这也是社会进

步、文明的表现。

（记者 陈建 阮晔整理

报道， 市健康教育所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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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运告诉记者：“ 中暑的初期症状是头

痛、口渴、四肢无力、体酸、注意力不集中、动作

不协调、体温稍高。”当遇见此类初期症状时，就

应该将患者移到阴凉通风处， 补充水分和盐分

让其短时间得以恢复。

吴海运还详细为记者讲解了有关中暑的

知识 ， 中暑是指在高温 （

＞42℃

） 、 高湿（

＞

60％

）和无风的环境下长期或强体力劳动时 ，

患者所出现的以体温调节中枢和汗腺功能障

碍，水和电解质丧失过多为特征的疾病。根据

发病机制和临床表现，中暑可分为热痉挛、热

衰竭和热射病。

随着人们生活的需要， 有些人不得不在高温

下作业，而这种环境下非常容易引发热射病。吴海

运介绍，通过下丘脑前部的体温调节过程，人的正

常体温大约保持在

37℃

。随着体温的升高，交感神

经活跃， 皮肤血管舒张， 就会增加了皮肤的血流

量，并引发热出汗。如果皮肤血管舒张引起血管内

容量的相对减少，就会导致热晕厥，一旦不及时处

理就会形成热射病，并且导致多器官功能性衰竭。

所以当发现有人昏厥就应及时送往医院， 在此之

前要掐其“ 人中”，在阴凉通风处帮其降温。

随着 “三伏天” 拉开序

幕，一年中气温最高且潮湿、

闷热的日子来了。 古语有云：

“不过夏至不热。”《黄帝内经》

里也说：“先夏至日者为病温，

后夏至日者为病暑”。 “三伏

天”在“夏至”之后，而其中的

“伏”就是指“伏邪”，即所谓

的“六邪”中的暑邪。 随着气

温节节攀高，中暑、空调病、

肠道疾病等各种健康问题将

接踵而来。 上饶市立医院中

医科主任医师吴海运介绍，

“三伏天”有五病，分别是中

暑、心脑血管疾病、肠胃病、

感冒发烧、皮肤病。 那么，夏

季我们应该怎么科学防暑

呢？ 吴海运建议，夏季养生应

顺应天时，适量运动出汗，避

免过度贪凉。 他分别从三个

方面谈了关于防暑的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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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视点

��暑期高温来袭

专家传授防暑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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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建 阮晔报道 ： 近日 ， 玉山

县人民医院

NICU

（ 新生儿重症监护） 在上级医

学专家的指导下 ， 成功开展了首例新生儿经外

周静脉导管术 （

PICC

） ， 为一名胎龄

27

（

+3

）

周 ， 体重

1.2kg

的早产儿打开了生命通道 ， 该县

危重新生儿特别是极低体重早产儿的救治开辟

了新的篇章。

据该院的科室主任医师曾日红介绍说 ， 因为

这名早产儿出生时体重极低 ， 各组织器官发育

都极不成熟 ， 胃肠功能发育不完善 ， 生存能力

低下 ， 极易发生各系统的并发症 。 曾日红表示 ，

这名婴儿需要长期的静脉营养以及药物的治疗 ，

但是婴儿血管细如发丝 ， 血管壁很薄 ， 即使穿

刺成功 ， 留置针的保留时间也比较短 ， 反复穿

刺又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 增加婴儿的痛苦 ， 加

大护理工作的难度 。 同时 ， 对于婴儿来说 ， 高

浓度的营养液渗透压较高 ， 对婴儿血管刺激性

极大 ， 极易出现液体渗出 ， 导致局部组织坏死 ，

所以要尽快为婴儿进行

PICC

置管术。

曾日红医生对记者说 ：“

PICC

置管术是指利

用导管从外周手臂的静脉进行穿刺 ，导管直达靠

近心脏的大静脉 ，避免静脉营养液与手臂静脉的

直接接触 ， 加上大静脉的血流速度很快 ， 可以

迅速冲稀化疗药物 ， 防止药物对血管的刺激 。 ”

婴儿接受

PICC

置管术后 ， 经

X

线摄片显示 ，

导管末端位置正确 ， 处于最佳位置 ， 置管成功 ，

为更好地呵护婴儿。

�

夏天的白昼总给人很长的感觉， 一天的高

温则会让人选择待在室内， 而午睡成为人们的

首选。 吴海运提醒，午睡虽好但不宜太长，如果

午睡的时间太长，会加深抑制大脑的中枢神经，

导致醒来后更加疲倦

;

并且午睡时间长，也会让

人在晚上选择熬夜， 合理的作息才是保持健康

的基础。

俗语云：“ 头伏饺子二伏面， 三伏烙饼摊鸡

蛋。”这是伏天吃饺子、烙饼、面条的意思，除了表

达夏收小麦、粮食充足的喜悦之外，也是在提醒

人们夏天饮食要多吃含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丰

富的食品。因为夏天温度高，人出汗多，会损失不

少蛋白质氨基酸，以及大量的维生素

B

和钾、钠

等元素，吃面更有利于补充营养。 吴海运建议大

家的饮食应当多酸多甘、补气去火、新鲜干净、补

水健康。

除了注意饮食以外，吴海运还提醒，不能因

天气炎热而狂吹空调、狂吃冷饮。 虽然空调可以

迅速降温，但常吹空调会影响人的排汗功能。 排

汗是人体自我调节的降温过程，如果长期待在空

调房中，人体对温度的调节能力就会降低。 中枢

调节能力下降，会引发各种不适。 吴海运还说，

“ 三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脱水，因此大量补水

是防止中暑的最佳方法。补水时，可选择喝绿茶，

因为此时人体流失的不仅是水分，还有很多电解

质。 绿茶不仅有清热去火的功效，它所含的多种

维生素和矿物质还可以迅速补充人体流失的电

解质，进而维持体液的动态平衡。

另外，“ 三伏天”运动时，建议大家选择游泳。

水的散热能力比空气高

15

倍， 游泳时人体能保

持体温恒定，这样不易中暑而且有助于防暑。 做

好防暑降温工作避免长时间在高温环境暴晒，外

出注意打伞，高温环境少穿化纤类衣物，避免大

量汗出时不能及时散热，引起中暑。

暑期的高温，最容易引发中暑，吴海运分别

推荐了三款防暑药品。首先是风油精类，这是外

用，夏季上班容易犯困，对于学生或上班族，将

风油精涂抹于太阳穴、人中等处，就可达到提神

的效果。 但是，风油精含有樟脑等成分，因此孕

妇、

3

岁以下儿童禁用； 且在出汗时不宜使用，

因为芳香剂这些成分会通过汗腺被人体吸收。

第二种防暑药品是内服兼外用的藿香正气液或

丸，它可以起到预防中暑、解暑，以及暑湿引起

的感冒头晕、空调病、胃肠不适等问题，并且它

还可以外用， 吴海运介绍说：“ 夏天可能会引起

湿疹、痱子、蚊虫叮咬、日光性皮炎等疾病，而这

些都可以用藿香正气液来涂抹达到止痒的效

果。大家可以将藿香正气液取出两到三支，放入

洗澡水中，泡浴

10

分钟至

15

分钟，对防治小儿

夏季痱子疗效确切。 ”

夏天还会出现热毒口疮的情况， 而金银花

露是一种治疗暑湿类疾病的非处方药品， 它对

热毒口疮很有疗效，但专家提醒，成人一般每天

不宜超过

400

毫升， 儿童每天不宜超过

180

毫

升，连续服用不宜超过

1

周，因为金银花露的主

药金银花，性寒，易伤脾胃，老人、婴幼儿等脾胃

虚弱者不宜久服；此外，金银花露，还含糖，糖尿

病人不适宜。

玉山县人民医院

开展首例新生儿 PICC置管术

炎炎夏日， 游泳消暑必

不可少。如何选择一个合格的

游泳场所呢？ 一个合格的游泳

场馆要有卫生许可证，以及禁游

警示标识，如传染病、皮肤病患者

严禁入内。 其次，要看游泳池的水

质是否清澈透亮、池底可见，并且查

看游泳馆关于水质监测的公示。

游泳池水质不好会出现哪些问题？

池水会散发出刺鼻的腥臭味、尿素超标、

池水浑浊、余氯过高或者不足。 余氯是指

水经过加氯消毒，接触一定时间后，水中所

余留的有效氯。 我们在泳池中投氯，经一定

时间接触后，除了与水中细菌、微生物、有机

物、无机物等作用消耗一部分氯量外，还剩下

了一部分氯量，这部分氯量就叫做余氯。 只有在

保留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的基础上，吸附掉自来

水中过量的余氯和其他有害物质，才能称为真正健

康的水。

正规的游泳馆一般都会建议入水者先淋浴，这

也是为了减少汗给水质带来的影响，另外，化妆品、

皮屑、尿液等都会对游泳池的水质带来影响，所以

泳池的水质也需要大家来维护。 而这些人体带入的

东西会形成氯胺类物质，这类物质则会形成刺鼻的

腥臭味。 而泳池如果余氯不足，则会让微生物超标

引发人体一系列的皮肤问题；余氯如果过高，又会

对人的眼睛等敏感部位造成刺激，所以选择合格的

泳池极为重要。

作为游泳者，应该在确保自身状况较好的基础上

入水，遵照禁游的标准，患有甲型、戊型肝炎等、肠道传

染病、重型沙眼、急性出血性结膜炎、性病等传染病，中

耳炎、精神病以及酗酒的人严禁进入泳池。 游泳者还

要自带泳衣、泳帽、泳镜，并且经常换洗，有条件的还可

以进行消毒。 然后就是提醒各位游泳者严禁在泳池中

小便，做一个合格文明的好公民。

（记者 陈建 阮晔 整理报道）

作息规律 适量运动

内服外用 科学用药

识别中暑 谨防热射病

为继续推进造福女童的助学活动， 我市卫健委积极开展

“春蕾计划”捐助活动，通过唤爱心，聚微力，积善能，募捐善款

为我市贫苦女童实施教育扶助。 据了解，“春蕾计划”是

1989

年全国妇联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项救

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的社会公益事业。我市“春蕾计

划”实施多年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大批贫困家庭

的女童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实现了人生梦想。

张翠燕 记者 陈建 阮晔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