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教育

近日，上饶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医护专家

团队，前往人流量较大的街道、商场等地，举

办大型关爱女性健康活动。 专家们深入群

众， 与广大妇女儿童及其家庭成员面对面、

零距离互动，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妇

幼保健院优质的送医问诊服务。 活动现场，

医护人员为

1000

余名市民进行现场义诊、

保健指导、免费检查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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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门诊患者增多

“ 医生，我有点头疼，发热。 ”“ 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

方吗？ 会呕吐吗？ ”“ 呕吐没有，但是全身没力气……”

3

月

7

日，大学生小徐因出现发热症状，前往上饶市人民

医院问诊， 发热门诊主治医师李钦为其进行了详细检

查后，初步判定其感染流感病毒。 为了进一步明确其病

因，李钦拿出流感抗原检测试剂，只见他将咽拭子，伸

入小徐口腔转几圈，取出后放入采样管与保存液混合，

然后将液体滴入检测卡。 十分钟后，根据试剂盒显示出

的结果，小徐确诊了“ 甲流”。

“ 自

2

月底以来 ，有高热 、头痛 、咳嗽等症状来发

热门诊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流感病毒感染

者都是由‘ 甲流’引起的。 ”李钦介绍，流感是由流感病

毒感染引起的对人类危害较严重的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在我国以甲流为主，它往往表现发热、乏力、头痛、

鼻塞、流涕、咳嗽及全身酸痛等全身症状，有的伴有消

化道症状，如恶心、呕吐及腹泻等。 普通感冒往往是呼

吸道症状明显 ，全身症状不会太严重 ，主要表现为流

鼻涕、咳嗽、低烧。

针对流感爆发，该院加强了对此类患者的监测。

“ 对这种有发烧 、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我们会给他做

一个流感抗原筛查 ， 这个检查结果会比较快 ，

10

到

15

分钟之内出结果的，然后根据患者的病因，给他对

症用药。 ”李钦表示，目前流感患者大部分都是轻症

的，但提醒患有基础病的老年人 、孕妇和小孩要尤其

注意 ，严重的患者可能出现肺炎 、心肌炎 、脑炎或肌

炎和横纹肌溶解 、 败血症和多器官衰竭等严重并发

症，甚至死亡。

科学应对不必慌张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 有效的方法。

3

月

8

日上午

9

点，记者在信州区儿童防病保健中心

看到有不少市民在等待接种流感疫苗。“ 中心从去年

六七月份到目前为止 ， 累计接种

6000

余剂流感疫

苗。 ”该中心副主任章丽芳表示，因为“ 甲流 ”突然爆

发，来接种疫苗的人群又多了起来。 章丽芳说：“ 流感

疫苗需每年接种一次，保护期为

8

至

12

个月，每年

9

月、

10

月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机，早点接种就能

早点保护。 但流感开始以后 ，接种也有预防效果 ，建

议老年人 、慢性病患者 、年龄在

6

个月以上的儿童 ，

没有接种禁忌者都进行流感疫苗接种 。 ” 记者了解

到，没有单独针对“ 甲流”的疫苗 ，就是四价流感疫苗

或是三价流感疫苗，目前都还有存量。

中医药可以提供有效的预防和治疗。 近日，上饶

市中医院根据甲流症状并结合临床经验制定了两款

方剂。“ 一号方是银翘散，主要由金银花、连翘、薄荷、

甘草等组成 ，功效有辛凉透表 ，清热解毒 ，主治温病

初起、发热无汗、头痛口渴等症状 。 二号方是藿香正

气散，主要由大腹皮、白芷、紫苏、茯苓、桔梗 、藿香等

组成，功用解表化湿，理气和中，主治用于外感风寒 、

内伤失协的流感患者 。 ”上饶市中医院专家汪玮说 ：

“ 如出现流感症状 ，及时采取中医药防治方案 ，可以

达到尽早恢复的效果。 ”

个人防护不能少。“ 以往年经验看， 随着温度上

升，冬春季流感将在每年

3

月底下降或结束。 ”上饶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防科徐鹏说 ：“ 个人要继续做好

有效防护，以免感染。 要勤开窗、勤洗手、勤锻炼；主动

做好个人和家庭成员尤其是小孩和老人的健康监测。

如果出现发烧、打喷嚏、咳嗽等流感症状时，需要戴上

口罩，及时就医。 ”

流 感 病 毒 “

狂 飙

”

专家提醒：可防可治 不必恐慌

本报记者 黄珠慧子 文

/

图

本报讯 苏田珍 记者

黄珠慧子报道： 为帮助广

大妇女树立自我健康保健

意识和健康的生活理念 ，

让每一位符合条件的适龄

妇 女 真 正 享 受 到 惠 民 政

策，近日，弋阳县妇幼保健

院医护人员走进叠山镇双

港村 ，开展免费“ 两癌 ”筛

查活动。

活动现场，医务人员通

过健康教育讲座形式为前

来参加筛查的人员进行女

性保健知识讲解，并对宫颈

癌、乳腺癌筛查要求进行详

细说明，耐心解答大家的各

种疑问。 现场检查人数较

多，医护人员组织大家排队

有序就诊，为每一位前来参

加检查的适龄妇女，进行细

致的妇科 、

B

超等项目检

查， 耐心询问有无既往病

史， 细心登记相关数据，最

大限度地提高检查率，并为

查出病患的妇女建立健康

档案并提供专业、及时的指

导意见，以便在今后的工作

中更好地对她们进行健康

跟踪服务。 通过免费筛查，

不仅提高了自我保健意识，

降低“ 两癌”对妇女健康的

威胁，也让更多的妇女了解

宫颈癌和乳腺癌的防治知

识，增强“ 两癌”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的意识，为女

性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讯 汪诗雅 记者

黄珠慧子报道：为提高群众

对慢性肾脏疾病的认识，呼

吁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 做到预防措施到位、早

诊断、早治疗，

3

月

9

日，玉

山县黄家驷医院（ 玉山县人

民医院）在门诊大厅开展了

“ 世界肾脏日” 义诊宣传活

动。

活动当天，该院肾内科

的专科医生为群众提供健

康咨询服务，包括化验单解

读、疾病咨询、提供专业治

疗方案等，护理人员为群众

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同时，

大屏幕上循环播放肾脏病

相关的宣教视频，普及疾病

需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的知识，进一步提高群众对

肾脏病的知晓率和重视度，

让他们了解到不良的生活

习惯也会造成肾损伤。 据

悉， 肾脏疾病发病隐匿，早

期通常无明显症状，等到出

现乏力、水肿等症状时再去

医院就诊，此时，肾脏功能

的损伤程度往往已经发展

到了中晚期，错过了最佳治

疗时期，因而被称为“ 沉默

的杀手”。

专家提醒：高血压、糖

尿病、 肥胖等均是慢性肾

脏病的高危因素， 对这些

高危因素实施早期干预是

预防慢性肾脏病发生的关

键。建议每年进行尿常规、

肾功能的常规化验是肾脏

疾病早期诊断和及时 、有

效治疗的关键。 为了更好

地预防肾脏疾病的发生 ，

建议保持乐观心态、 规律

作息、健康饮食，管理好自

己的慢性疾病如高血压 、

糖尿病等， 同时要避免滥

用药物。

本报讯 廖青青 记者

黄珠慧子报道：为保障幼儿

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增

强老师面对突发事件和意

外伤害的应急处理能力。近

日，广信区妇幼保健院组织

医护人员走进区佳诺智慧

托育中心，开展了《 春季常

见 呼 吸 道 传 染 病 及 其 预

防》 、《 儿童常见意外伤害事

故预防及处理》健康教育知

识培训。

课堂上，该院儿童部部

长余成爱通过

PPT

课件的

展示和通俗易懂的话语 ，

向师生们形象直观地讲解

“ 诺如病毒 、流感 、流行性

感冒 、风疹 、水痘 、流行性

腮腺炎” 等春季常见呼吸

道传染病的主要症状 、传

播途径、 易感人群及预防

措施等内容。 其中特别强

调了诺如病毒具有高度传

染性和快速传播能力 ，呼

吁 师 生 们 一 定 要 高 度 重

视，严加防范。她倡导大家

要养成科学、文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牢

固树立“ 每个人是自己健

康第一责任人” 的健康理

念。 余成爱还通过现场模

拟及示范， 针对儿童常见

的“ 烫伤 ”、“ 跌落伤 ”、“ 摔

伤 ”、“ 鼻出血 ” 等意外事

故， 详细地讲述了各种相

应的急救方法以及预防措

施。 在场的老师纷纷表示

学到了很多科学防控知识

和实用的急救技能， 活动

获得一致好评。

此次培训，让师生们提

高了春季传染病预防相关

知识及自我防范意识，掌握

了正确的急救技能，大大提

升了对意外事故的应急处

置能力。 今后，该院将一如

既往地开展健康教育知识

进校园活动， 为构建安全、

和谐的校园环境，筑起健康

“ 防护墙”。

免费 “两癌 ”筛查送下乡

玉山县黄家驷医院

开展“世界肾脏日”义诊宣传活动

健康知识进校园

春天来了 高血压患者要格外注意

高血压与季节有一定关系，如冬季血压偏高，夏季

血压相对偏低容易控制。 随着春季的到来，气温渐渐升

高， 很多高血压患者放宽了对自己的药物控制和血压

监测。 但其实，春季血压更容易波动。 由于春季天气变

化多端，早晚温差明显，一冷一热会使得血管收缩和舒

张，使得人体血压高低波动幅度大。 因此在春天，高血

压患者很容易在气温波动影响下发生病情的反复。 而

血压一旦波动，患者就容易出现头晕、头痛、心悸、失眠

等症状，会对生活起居造成一定的影响。

春季如何预防血压波动？

保持身心愉悦，注意“ 春捂”人们在发脾气时血管

收缩加强、激素分泌上升，继而血压升高。 而高血压患

者受情绪影响引起的血压变化更为明显， 即便科学服

用降压药、均衡饮食，调节作用也微乎其微。 因此，高血

压患者尤其是老年患病人群，应保持积极乐观心态，这

样才能稳定血压和心率，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做好“ 倒春寒”气候的防寒保暖，预防春季感冒，避免血

压飙升。

合理膳食，控制好每天的饮食热量。 建议选择粗粮

杂粮当主食，如玉米、燕麦或小米等。 保持清淡饮食，忌

油腻，多蔬果。 高血压患者要控制盐的摄入，食盐过多

会导致血压升高。 柑橘、果汁、甘蓝菜、萝卜、芹菜、黄

瓜、卷心菜以及其他绿叶蔬菜对心血管均有保护作用，

可经常食用， 还能辅助降血压。 高血压并发肾衰的患

者，不宜食含钾多的食物，以防体内钾过多而导致心律

失常。

个体化服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药。 一般医生会建

议晨起服药，因晨起后交感神经兴奋，血压逐渐上升。

部分人群如晨起服药控制不好，就需要作

24

小时动态

血压测量，结合自行记录的血压情况和波动规律，在医

生的建议和指导下确定科学的服药时间。 高血压患者

一定要坚持服用降压药物，不能随意停药。 即使没有感

觉不舒服，也应该坚持吃药。 随意的停药和等血压高了

之后再吃药， 很容易造成血压的反弹。 在反弹的过程

中，身体的一些器官就会不知不觉受到伤害。

坚持在家测量并记录血压 ， 对血压情况心中有

数，才能更好地预防高血压的发作。 医生建议高血压

病友最好在家里准备血压仪，定期监测血压。 如果血

压确实出现持续升高，建议及时就诊。 医生会帮助排

除一些紧急的临床情况和潜在的继发性原因，不要因

为短期的血压波动而过度焦虑。 目前的降压药大多数

是长效药物，起效比较慢 ，大多数需要

1

至

2

周药物

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

3

至

4

周达到稳定状态。 因

此，听从医嘱合理地调整药物，而不要自行增减。

（记者 黄珠慧子 整理）

关爱女性 守护健康

春天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近期爆发的流感

就是其中一种。 据上饶市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我市季节性流感疫情活动强度呈现上升趋势，病毒

类型以甲流

A(H1N1)

为主、

A(H3N2)

亚型流感病毒

共同流行。

测试结果为确诊甲流

中医专家为患者把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