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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 禽流感是一种急性呼
吸道传染病 ， 病毒经呼吸道传
播， 也可通过密切接触感染的禽
类分泌物或排泄物被感染。

长沙市第三医院院感科科长
胡立莎介绍， 感染 H7N9 病毒后，
患者一般表现为流感样症状， 如
发热、 咳嗽、 头痛、 肌肉酸痛等
全身不适， 随着病情的发展， 患
者可有高热 、 呼吸困难等症状 ，
初发此病时很多患者常误以为是
普通流感而忽视治疗。 如果有咳
嗽症状， 并伴有 38℃以上的发热，
发病前一周内接触过禽类及其分
泌物、 排泄物或到过活禽市场的
患者一定要赶紧到医院就医。 尽

管 H7N9 禽流感的病毒感染的来
源尚不能确定， 但只要把握好以下
“三关”， 是可以有效预防感染的。

第一关： 注意食品安全 日常
生活中， 尽可能减少与禽类不必要
的接触， 不喂养野禽， 远离家禽的
分泌物。 应在正规场所购买经过检
疫的禽类产品， 不吃病死的动物，
不食用生蛋或半熟的蛋。 吃禽肉煮
熟煮透， 病毒在 65℃持续 30 分钟
或煮沸 （100℃） 2分钟的情况下会
被灭活； 把生肉和熟肉分开处理，
不使用同一砧板及刀具以避免污染。

第二关： 勤洗手 在准备食物
前后、 吃东西之前、 处理动物或
动物排泄物之后， 均要认真洗手。

在处理完生肉后要彻底洗手， 彻
底清洗所有与生肉接触过的器
皿 ； 接触过禽鸟或禽鸟的粪便
后， 要注意用肥皂或洗手液和流
动水彻底清洁双手。

第三关： 防止呼吸道感染 不
轻视流感， 因为禽流感的病症与
流行性感冒症状类似。 因此， 若
出现发热、 头痛、 咳嗽、 全身不
适等呼吸道症状时， 应戴上口罩，
尽快到医院就诊， 并告诉医生自
己发病前是否与病禽类接触或到
过禽流感疫区。 在咳嗽或打喷嚏
时， 用纸巾遮掩口鼻， 用过的纸
巾尽快扔到有盖的垃圾箱。

胡冰峰

轮滑运动是一项有益身心的
运动， 为了保证这项运动的安全，
孩子们需要一双好的滑轮鞋。

儿童滑轮鞋大都是可调节
的， 这样可以满足儿童在不同的
发育阶段长时间使用。 为了安全
起见， 选择鞋子一定要亲自带孩
子去试穿， 要求脚和鞋子的贴合
度要高。 尽量选择质量过硬的滑
轮鞋， 不要贪便宜， 从价格上选
择， 也是一分钱一分货。

选择滑轮鞋时， 一定要选择
厚一点的内胆。 这种内胆有超强
的保护性和包裹性， 给孩子最舒
适的保护， 也不容易变形。

儿童滑轮鞋分为分离式刀架
和一体式刀架。 在儿童 5岁以前，
除身体体重很胖的孩子， 不要选
择比较重的鞋子， 重的滑轮鞋刀
架占很大的比重。 一体式刀架的
鞋子通常为塑料刀架， 鞋子重量
比较轻， 不易使小孩子发生滑行
时踩刃的现象。 轮子一般分为聚
酯和 PVC 两种， 聚酯的就是通
常说的橡胶轮子， 富有弹性且耐
磨， 所以选择聚酯材料的为宜。
最好不要选择带闪光轮的滑轮鞋，
闪光轮靠摩擦发光， 会影响滑行
灵敏度， 一旦不灵活， 会导致滑
行吃力， 影响动作协调而摔倒。
轮子由于装上闪光灯厚度变薄，
会导致滑轮使用寿命减短。 儿童
滑轮鞋轴承的好劣一般很难区分，
但注意的是一定要选会保护鞋子
的轴承， 长时间在户外滑行， 要
定期拆开擦一擦上面的尘土。

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 刘秀芳

近日， 家住重庆渝北区的刘女
士和朋友在外聚餐吃烤羊时， 由于
吃烤羊场地在室外， 气温又特别冷，
原本滴酒不沾的刘女士在朋友 “喝
酒御寒” 的劝说下， 就喝下了二两
白酒。 结果当天晚上回家就发现皮
肤上出现一块块红斑， 而且还特别
瘙痒， 总忍不住要去挠。 第二天虽
然瘙痒症状有所缓解， 但红斑还一
直不见消散， 她便前往重庆新桥医
院就诊。

据该院健康管理科主任、 皮肤
病专家吴军教授介绍， 刘女士身上
的红斑是因为喝酒不适导致的皮肤
过敏。 像刘女士这样的酒精过敏者，
大都是过敏体质， 而过敏体质一旦
接触到酒精这一过敏源， 就会出现
各种过敏症状 。 加上羊肉的刺激 ，
所以过敏症状特别明显。

专家介绍， 人在饮酒后， 会感
到全身温暖、 发热， 之所以会有这
种感觉， 是因为酒中的乙醇经过消
化道进入血液后， 一方面使人体皮
肤的毛细血管扩张， 血液循环加快，
使热量加快散发到体表， 因而使人
感到温暖发热； 另一方面， 乙醇随
着血液循环进入中枢神经系统， 对
中枢神经系统起着麻醉作用， 使人
体对外界环境刺激的敏感性降低 ，
因而对寒冷的反应不敏感。 专家提
醒说， 饮酒御寒只是一种错觉。 酒
精中的乙醇会引起血管扩张， 血液
循环加快， 使人体内大量的热量通
过皮肤散失 ， 进而会使体温下降 。
因此， 饮酒御寒， 不仅起不到御寒
功用， 反而易使人出现感冒、 冻伤
等症状。

曾理

▲喝茶以后， 杯子里面留下难看
的茶渍， 用牙膏洗茶渍， 非常干净。

▲炒肉的时候， 先把肉用小苏
打水浸泡十几分钟， 倒掉水， 炒出
来会很嫩滑。

▲如果鞋子磨脚， 你就在鞋子
磨脚的地方涂一点点白酒， 保证就
不磨。

▲皮包上有了污渍或者是脏了
的话， 可以用棉花蘸风油精擦拭。

▲牙齿黄， 可以把花生嚼碎然
后含在嘴里 ， 用它来刷牙 3 分钟 ，
很有效。

▲在洗完脸后， 用手指沾些细
盐在鼻头两侧轻轻摩擦， 然后再用
清水冲净， 黑头粉刺就会清除干净，
毛细孔也会变小。

▲打嗝的时候喝点醋就不会打
了。

▲吃了有异味的东西 ， 如大
蒜、 臭豆腐， 吃几颗花生米就消除
异味了。

黄英

许多人喜欢使用衣物柔顺
剂， 因为它能令衣服变得柔软，
不起静电 ， 而且闻起来也更清
新 。 然而 ， 美国科学家研究指
出， 衣物柔顺剂中含有多种危险
化学成分， 包括乙酸苄酯、 苯甲
醇、 柠檬烯、 沉香醇、 氯仿等。

乙酸苄酯的气体可刺激眼睛
和呼吸道， 引起咳嗽， 并能透过
皮肤吸收,可能导致胰腺癌； 苯甲
醇可刺激上呼吸道， 造成中枢神
经系统紊乱 ， 并引起头痛 、 恶
心、 呕吐和血压下降等症状； 柠
檬烯是一种已知的致癌物 ， 刺
激眼睛和皮肤 ； 沉香醇有麻醉
作用 ， 能造成中枢神经系统失
调以及呼吸不畅 ， 在动物试验
中， 甚至能导致试验对象死亡；
氯仿是一种毒害神经的麻醉性、
致癌性物质 ， 已被美国环境保
护署列入危险废物名单。

使用柔顺剂后多种物质会残
留在衣物中， 致使这些化学成分

慢慢释放出来， 渗入皮肤或进入
空气。 更糟的是， 大部分衣物柔
顺剂中都添加了香味以掩盖化学
气味。

对于儿童 、 老人和病人来
说， 长期接触这些化学成分尤其
危险， 甚至会造成永久性损伤。
儿童可能会起皮疹、 长时间哭闹
或腹泻。 科学家还指出， 有部分
婴儿猝死症案例是由于过敏性反
应引发的， 而用衣物柔顺剂洗涤
的儿童衣服和被褥很可能是引发
过敏的原因之一。 因此， 为了你
的身体健康， 科学家建议， 最好
少用或不用衣物柔顺剂。

浏阳市疾控中心
副主任医师 谭西顺

长沙市民刘师傅听说
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源还不能

确定， 所以很是担心， 不仅不愿进菜
市场， 甚至连鸡蛋、 鸭蛋都不买来

吃。 禽流感真的那么可怕吗？

生活小窍门

选滑轮鞋
重在选好厚内胆

衣服用柔顺剂
当心损害身体

如果想让衣物柔顺， 不妨试
试以下几种经济、 健康的方法。

▲向洗衣机中倒入 1/4 杯小
苏打， 可以软化衣物；

▲倒入 1/4杯白醋， 也可以软
化衣服， 但不要同时使用漂白剂；

▲将衣物搭在晾衣绳上， 以
消除静电；

▲将一小片铝箔与衣物一起
放进烘干机， 能避免产生静电；

▲较柔软的衣服， 少用洗衣
粉。

衣物柔顺小技巧

把好“三关”，“关”住禽流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