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灾后会出现哪些常见传染病？

洪灾过后，往往引发各种疾病的传播和流行。 这些

常见的疾病有：伤寒、肝炎、霍乱、痢疾、感染性腹泻等肠

道传染病；疟疾、乙型脑炎等因蚊虫叮咬而传播的疾病；

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食用霉变食物而引起的

食物中毒；与患有疾病的家畜如牛、马、羊、猪的接触机

会增多，可能传播给人；血吸虫流行区，洪水时钉螺面积

扩大，接触阳性螺区疫水，易发生血吸虫病急性感染。

1

、加强水源管理，确保水体质量和饮用水卫生。 我

们提倡喝开水，不喝生水。 自来水厂要严格对饮用水进

行消毒管理，在洪水期间适当提高加氯量，确保市民饮

用水卫生。对于井水、山水等，市民最好不要作为饮用水

使用，如果一定要用，必须用漂白粉或漂白精片消毒。漂

白精片按每

100

斤水用

1

片计量，方法是：将漂白精片

研碎研细，用清水调成糊状倒入需要消毒的水中，充分

搅拌，加盖静置

30

分钟后方可使用。漂白粉（ 精片）遇高

温、亮光、潮湿会失效，所以必须放在能避光、干燥、凉爽

处（ 如用棕色瓶拧紧瓶盖存放） 。

2

、加强食品卫生监督，严把食品卫生关。卫生、食品

等监督部门要坚强对食品卫生的监督，各饮食摊点要严

格执行《 食品卫生法》 ，严禁出售不卫生的食品。 对于受

潮、霉变、污染的食品和淹死、死因不明的禽畜类，市民

千万不要去吃；各类瓜果一定要洗干净去皮再吃；虾、蟹

等水产品味道虽好，但不要生吃。

3

、积极开展卫生运动，搞好室内外环境卫生。 狂风

暴雨使得垃圾、粪便、动物尸体等到处都是，严重污染周

边环境。洪水过后，市民要积极清理周边环境，做到水退

到那里，环境清理到那里，消毒杀虫工作做到那里，“ 三

管”工作落实到那里。 垃圾、粪便、动物尸体等集中后要

用高温堆肥法处理。 对所淹房屋设备等要清除污泥，室

内地面、墙壁、家具等也要洗擦和消毒。

4

、消灭“ 四害”。 苍蝇、蟑螂、蚊子、老鼠这“ 四害”是

传播各种传染病的媒介，市民要认真对待，万万不可马

虎。 对苍蝇、蟑螂密集地要喷洒杀虫药，同时做好防蚊、

灭蚊和灭鼠工作，防止“ 四害”传染各种疾病。 此次的强

降水对我市很多城市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造成的财产

损失非常的严重。而在洪水过后，防病工作十分重要，要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积极做好以上工作。只有这样，才能

最大限度减少灾后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

为了身体健康，大家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注意环境卫生：

1

，厕所距离水源至少

20

米，粪

便应及时清理。

2

，不乱扔垃圾，乱倒污水，不随地吐痰和

随地大小便，禁止将粪便、垃圾倒入水中。

3

，不在住所内

养家禽家畜，家禽家畜要另建临时饲养场所，防止人畜

共患病。

4

，床铺与地面应保持一定距离，减少人与鼠、媒

介昆虫的接触。 使用蚊帐、蚊香等防蚊、防蝇，用喷雾或

喷洒杀虫剂驱赶媒介昆虫。

5

，对室内外环境进行彻底的

清理，做到先清理、后消毒、再回迁。排除积水，清除污泥

和垃圾杂物；清洗家具，清理室内物品，必要时对房间墙

壁和地面进行消毒。

6

，住所及周围环境要定期消毒、通

风换气，清洗家具，清理室内物品，必要时对房间墙壁和

地面进行消毒，天热时预防中暑。

二、注意饮食卫生：

1

，不喝生水，尤其不能喝已污染

的水和未消毒的水。

2

，不食用被水淹过或受其他原因污

染的面粉、饼干、面包等食物。

3

，不吃毒死、病死、淹死和

死因不明的家禽、家畜和水产品。

4

，食物一定要烧熟、煮

透，使用后的餐具要及时清洗。

5

，不吃馊饭菜。吃剩的饭

菜要煮开或蒸透后存放，下顿再吃时，还要重新加热煮

透。

6

，生熟食物要分开加工和存储，存放吃剩的或没有

包装的食物，要注意防鼠、苍蝇、蟑螂等。

7

，尽量不搞大

型的聚餐活动。大汛过后置办宴席，卫生条件差，食物易

污染，参加宴会的人中如果有病人或带菌者，易把病传

给别人。

8

，出现发热、呕吐、腹泻等不适症状，应及时找

医生就诊。

三、注意个人卫生：

1

，注意手部清洁 ，不用手揉眼

睛。 学习规范洗手方法（ 六部洗手法）并使用肥皂洗手。

2

，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预防皮肤擦烂。下水劳动时，每隔

1～2

小时休息一次。 每次劳动离水后，要洗净脚，穿干

鞋。发现脚部皮肤破溃，最好不要下水，如必须下水时要

穿长筒靴。 （本报记者 桂颖辉 郭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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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灾之后易出现哪些疾病？ 该如何采取防范措施？

������

近日，我市出现了大范围

的降水天气，一些地方更是出

现了暴雨、特大暴雨。 持续的

降雨导致多地引发了不同程

度的洪涝灾害。 上饶市第五人

民医院门诊主任叶夷芬告诉

记者，我们不仅要积极应对洪

灾的原生灾害，更要预防洪灾

后出现传染病。 那么，洪灾后

会出现哪些常见传染病？ 预防

措施又有哪些呢？

夏天洗澡“有讲究”

6 种情况易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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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后走一走活到九十九？

医生：这 4类人别乱走

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躺着或是蹲坐着的时候，

突然站起来， 会感觉眼前一黑， 整个宇宙在脑子里旋转

……甚至还有想倒下的感觉。 但是稍微过个几分钟又恢

复正常。 回味整个过程，仿佛身体被掏空，这难道是贫血

了吗？

眼前一黑，到底怎么了？

据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专家刘庆良介绍，

蹲下站起后眼前发黑，是很常见的“ 低血压”。 它和贫血完

全是两码事，在医学上叫做体位性低血压，或者称为直立

性低血压。

这是血压太低导致脑供血不足，才会出现的症状。 由

于人长时间蹲着或坐着的时候，血液循环受阻。 突然站起

来，下肢血管受压的情况一下得到解除，全身血液迅速流

向腰部、腿部，这样一来就造成上半身，特别是头部的缺

血，致使大脑暂时性供血不足。 要知道，人体的大脑和眼

睛对缺血最为敏感， 只要缺血

1－2

秒钟就可以出现头晕

眼花的症状。

贫血和低血糖患者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但是它们之

间是有差别的： 贫血和低血糖患者出现的眩晕情况与体

位的突然变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

有可能出现。 如果因体位的突然变化而产生晕厥现象，只

是偶尔出现一两次，则不需过于担心。 但如果平时，经常

伴随着脸色苍白、 手脚无力等现象， 就应该及时就医检

查，对症下药，以免耽误治疗。

少数人可能会因为脑肿瘤、脑梗塞、脑血栓等脑部疾

病，或是动脉硬化造成脑供血不足等原因，而出现眼前一

黑的症状。 如果在起身后感到失神、晕眩的同时，还有强

烈头痛、想吐，甚至是手脚颤抖等现象，那应该去医院看

一看。 如果你发现自己只是单纯地站起来眼前发黑，无需

太担心。

做到

4

点，不怕眼前一黑

根据临床观察， 国内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曾经有过姿

势性低血压的情形。 这小小一个起身的动作，为什么有的

人轻而易举一点困难也没有， 而有的人却会有造成身体

不适甚至受伤的可能呢？ 其实， 这跟身体健康状况有关

系，只要身体循环佳就不容易有这样的情形。

1

、体位变化要缓慢：当我们变换体位时，最好以比较

缓慢的速度，避免迅速站立，给身体一个反应的时间。

2

、平时多运动：姿势性低血压的发生 ，跟血液循环

不良有关系。 因此，平常多动一动，不但能让身体筋骨

灵活，也能让血管不致老化。 如：游泳、慢跑、体操都是

很好的运动。

3

、保持乐观情绪：有过体位性低血压者，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心

态，正确看待生活当中出现的喜事、悲事、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健康还重

要了。 遇事要理性的分析，不要冲动。

4

、避免疲劳：注意避免劳累和疲劳，每天要保证自己有

8

小时的睡

眠时间，中午有午休的时间，也不要经常地熬夜，熬夜会导致机体的抵

抗力和免疫力都下降。 （本报记者 桂颖辉 郭淑芬）

夏季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除了高温天气也是一个让人很难忍受的

季节。 夏季的炎热让很多人燥热难耐，再加上白天出汗很多，通常回家

后洗澡冲凉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 但上饶市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

医生姜东方告诉记者，如果洗澡的时间点掌握不好，可能会诱发意外。

1

、发烧时 ：炎热夏季发烧时 ，切不可洗澡 。 当人的体温升高至

38℃

时，身体的热量消耗会增加

20%

，身体比较虚弱，此时洗澡容易

发生意外。

2

、低血压时：在夏季血压低时不适合洗澡。这是因为洗澡时水温较

高，会使人的血管扩张，低血压的人容易出现脑供血不足，发生虚脱。

3

、满头大汗时：炎热夏季，很多人经常会满头大汗，但越在这时候

越不能洗澡。因为人出汗时，皮下血管处于扩张状态，毛孔放大，血液循

环加快，如果突然用冷水洗澡，皮下血管会立刻收缩，汗毛孔随即关闭，

汗腺的分泌也立即停止，身上散热的渠道被堵死。

4

、吃饱饭后：俗话说饿不洗头，饱不洗澡。刚吃饱饭后洗澡，热水会

刺激皮肤血管扩张，较多的血液流向体表，腹腔血液供应相对减少，导

致胃部血液减少，影响消化，加重胃的负担。

5

、喝酒后：一个人酒后不适合洗澡。 酒精会抑制肝脏功能活动，阻

碍糖原的释放。 酒后洗澡，体内储存的葡萄糖在洗澡的时候会被消耗。

酒后洗澡，血糖得不到及时补充，血糖会大幅度下降，容易发生头晕、眼

花、全身无力，严重时还可能发生低血糖昏迷。

6

、劳动后：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后，都应休息一下以后再

洗澡，否则容易引起心脏、脑部供血不足，甚至发生昏厥。

（本报记者 桂颖辉 郭淑芬）

在这个谈癌色变的时代，如果可以让癌症远离，往往

能够维持身体健康。 因为很多人寿命的缩短都跟癌症入

侵有关，这些癌细胞在体内不断的生长，有可能就会形成

肿瘤而影响身体健康，加之治疗不及时，没能够很好地控

制癌细胞发展，寿命可能就会缩短。

上饶市立医院预防保健科医生韩雪告诉记者， 大家

平时应该通过好习惯的养成，让自己拥有抗癌的体质，这

样才能够降低癌症患病率。那么，拥有抗癌体质的人有哪

些特征呢？

1

、睡眠质量高。睡眠质量高，这是对抗癌症必备的特

征。 因为睡眠质量高的人睡眠时间充足，器官运转正常，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对抗衰老，还能够提高抵抗力，而

在免疫功能增强时癌症的患病率会降低一些。 如果拥有

这种特征，通常人体会更加健康，不容易受到癌症的威胁

导致寿命缩短。因此，平时应该通过合理的方式让自己拥

有高质量的睡眠。

2

、运动能力强。拥有这个特征也说明体质不错。因为

很多人身体健康受损，体质虚弱，运动能力就会下降，心

肺功能降低后运动耐力就会减弱。 如果可以坚持运动不

会感觉到劳累，说明体质较好，能够反映身体健康，通过

这种特征能够判断是否容易患上疾病。如果运动能力强，

通常也能够收获好处，让癌症远离。

3

、抵抗力良好。 不容易生病，抵抗力保持良好，这是

拥有抗癌体质的人具备的特点。 因为免疫功能提高的过

程中身体会保持健康，可以有效对抗外来病毒、细菌的入

侵， 这样才不容易导致身体健康受影响。 很多人体质虚

弱，动不动就生病，这种情况下患癌症的概率高，也说明

体质下降，免疫功能受损。

4

、胃口正常。拥有抗癌体质的人胃口保持良好，能够

三餐规律正常摄入食物，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很多人就

是因为胃口下降，食欲不振导致营养物质缺乏，无形中也

会降低人的抵抗力，抵抗力变得薄弱，受到严重疾病入侵

的概率就高。

5

、脸色红润。 拥有抗癌特质的人主要的特点就是脸

色红润，气色良好，这是气血充足的表现。 此时身体每个

部位的循环保持正常， 血液可以及时提供到身体需要的

部位，满足身体需求，人也会更加健康。很多人身体虚弱，

容易受到疾病入侵，给人的感觉就是憔悴，精神不振，而

且更容易脸色苍白。 （本报记者 桂颖辉 郭淑芬）

饭后走一走，活到九十九，这句养生知识已

经深入人心。上饶市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缪丽华

医生告诉记者，很多人饭后会立马散步，认为能

促进食物消化和延年益寿， 但要掌握正确的方

法，同时也有一定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有

4

类人

饭后走，就有可能会折寿。

应该吃饭后休息

30

分钟再走

吃完饭后立马散步或运动， 会增大胃部负

担，久而久之会引起慢性胃病，增加患上胃癌风

险。运动时胃动力下降，此时神经、内分泌和应急

系统都会被启动，转移到四肢肌肉上。 饭后立即

运动会使得大部分血液流向下肢，胃部的血液供

给会有所减少，同时提供给胃的能量也会有所减

少，降低胃部自我运作能力，从而引起消化不良。

正确的方法是吃完饭后休息

30

分钟， 让胃部的

食物有足够时间消化。

饭后百步走是指饭后多久？吃完饭后大部分

血液集中在胃部来帮助食物消化和吸收，大脑和

心脏等重要器官会暂时处于缺血和缺氧状态，不

易集中注意力，因此很多人饭后会打瞌睡。 饭后

30

分钟胃部正处于第

1

步消化阶段， 正好是消

化高峰期，若立马运动可影响食物消化。 饭后一

个小时可采取低中强度的有氧运动，如散步或打

太极拳以及跳广场舞等，不能做剧烈运动。 饭后

两个小时胃部食物已经差不多被消化完，可以做

剧烈的运动。

哪些人饭后不能做太多运动？

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

性疾病患者，饭后不能立马做运动，运动时间需

安排在饭后

30-60

分钟后。 同时要固定好运动

时间，通过运动能增强糖分分解代谢能力，延缓

餐后血糖升高，避免血糖波动过大。

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各个器官衰弱，

消化吸收能力也会有所下降，若饭后胃肠道供血

不足时，可影响食物消化。

患有胃部疾病的人：患有消化性溃疡和慢性

活动性胃炎的患者饭后不能立马运动，以免增加

胃肠道蠕动， 所吃的食物会对胃壁带来不良刺

激，影响胃黏膜修复，从而加重病情。

冠心病和心绞痛患者：冠心病和心绞痛患者

饭后不能立即运动， 以免使得血液快速流向四

肢，大脑和心脏的血液供应量有所减少，易引起

心肌梗死。

饭后一个小时可以适当的散步， 能促进胃

肠道蠕动，利于消化液分泌，帮助食物消化和吸

收。 每次运动前要有

10

分钟的热身运动，如原

地踏步走或活动活动手脚。 同时老年人运动时

要注意速度，不能太快，散步时间控制在

40

分

钟以内，若过量会损害身体健康。饭后走得太快

或走得时间过长， 会让大部分血液分配到运动

体系中，影响正常消化吸收，甚至会引起胃部疾

病。散步时要有意识地摆动双臂，能增强心脏力

量，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特别是患有呼吸系统疾

病的人，散步时两手臂有节奏地前后摆动，有利

于病情恢复。

（本报记者 桂颖辉 郭淑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