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 岁的美术艺考生小丁常常
觉得耳朵里有种“老式电视机信
号不好时发出的口兹口兹声”， 且近
来越来越严重了。 日前， 小丁来
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耳鼻喉科检
查， 结果被确诊为突发性耳聋
（简称突聋）。 原来， 小丁马上要
高三联考了， 压力很大， 所以经
常戴耳机听歌缓解压力， 往往一
听就是 1 个小时以上， 有时睡前
忘了摘耳机就听上一整夜。

该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郭
仿介绍 ， 突发性耳聋多见于成
人， 儿童罕见， 病毒感染、 压力
过大 、 长期熬夜等都可能引发 ，
但大部分 （约有 90%） 突聋的病
因尚不明确。 由于该病常常单侧
发病， 一侧耳朵听力正常， 故不

易被患者察觉， 而该病的最佳治
疗时间为 1 个月内， 故容易延误
最佳的治疗时间。 因此， 如果听
力突然下降， 出现耳鸣、 耳闷胀
感 、 眩晕或头晕 ， 都不可轻视 ，
要尽早到医院诊断治疗。

同样是耳鸣， 21 岁的大四学
生小李却没有这么 “幸运 ”。 有
一次， 她用右耳接电话时感觉杂
音很大 ， 但换左耳听却很清晰 ，
于是来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耳鼻喉
科就诊 。 医生初步诊断为突聋 ，
建议她住院治疗， 但因为临近期
末， 小李忙着准备论文， 所以开
了些药回家了。 一个月后， 小李
听力突然下降厉害， 且由间断耳
鸣变为持续性高调耳鸣， 再次来
到医院， 这一次在医生的建议下

做了个内耳磁共振检查， 没想到
结果竟然是 NF2 型神经纤维瘤
病。

郭仿介绍 ， 神经纤维瘤病
NF2 型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病例 ，
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 随着
肿瘤不断长大， 会侵犯邻近的脑
神经， 以致连简单的穿衣、 扣纽
扣这类动作都很难完成， 同时伴
有走路摇晃不稳、 发音困难、 声
音嘶哑、 吞咽困难、 饮食呛咳等
症状， 甚至出现神志恍惚； 如果
发生脑脊液循环梗阻， 还会出现
头痛、 呕吐等症状。 神经纤维瘤
切除手术目前是耳科难度较高的
手术之一， 早期诊断该病尤为重
要。

黄琢玉

������狂犬病是目前医学仍未攻克
的疾病， 狂犬病一旦发作， 传染
性强， 死亡率极高， 几乎为百分
之百。 因此， 如果不慎被猫狗咬
伤，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注射狂犬
疫苗。 那么， 狂犬疫苗到底有几
种呢？

目前， 狂犬疫苗主要分为两
种， 一种是咬伤抓伤后的预防，
第二种是无咬伤抓伤的预防。 咬
伤后的预防， 例如是被犬、 猫、
狐狸、 狼、 臭鼬、 浣熊和吸血蝙
蝠等动物咬伤或抓伤， 破损皮肤
或黏膜被动物舔到， 都必须接种
本疫苗， 且一定要在 24 小时内到
附近的防疫站， 或指定的医院进
行接种。

那么哪类人员在没有咬伤的
情况下也需要预防呢？ 他们包括
在疫区的兽医、 动物饲养管理人
员、 屠宰人员，
与哺乳动 物 接
触频繁的 人 员
等 ， 因长 期 跟
动物有密 切 接
触 ， 故 也 应 接
受预防接种。 医疗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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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痘

水痘是由带状疱疹病毒初次
感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主要发
生在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 但成
人一旦发病， 症状比儿童更严重。
发病初期有低热、 厌食、 乏力等
全身症状， 继而在全身皮肤、 粘
膜分批出现典型的水疱， 且伴有
瘙痒。

水痘传播途径多， 主要通过
飞沫或直接接触传播。 打个喷嚏
能传播———水痘属于呼吸道传染
病， 早期很容易误以为 “感冒”，
患者打个喷嚏或咳嗽， 其喷出的
飞沫都有可能把病毒传播出去 ；
接触患者能传播———在学校， 孩
子们亲密接触机会多， 抵抗力低
下的孩子若接触水痘患者飞沫 、
水泡液或呼吸道分泌物则很容易
感染 ； 接触被污染的物品能传
播———接触被水痘患者的水泡液、
呼吸道分泌物污染的物品能感染。

疾控专家提醒， 近期应注意
开窗通风， 家长请及时带适龄儿
童到辖区接种单位接种水痘疫苗；
一旦儿童出现发热、 水痘样皮疹
等不适症状时家长及时带到正规
机构就诊； 患病期间应避免到人
群聚集公共场所， 易感人群应尽
量不去探视病人， 以免造成疾病
的传播。

猩红热

猩红热是一种由 A 组溶血性
链球菌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

染病， 临床主要表现为发热、 咽
峡炎、 全身弥漫性鲜红色皮疹和
疹退后明显的脱屑， 少数患者患
病后由于变态反应而出现心、 肾、
关节的损害。 本病一年四季都可
发生 ， 尤以冬春之季发病为多 。
猩红热的典型症状为： 1. 起病急，
高热， 咽痛， 全身鸡皮疙瘩样红
色丘疹， 脸色潮红， 口唇周围苍
白 ； 2. 皮疹从耳后 、 颈部开始 ，
一天内遍及全身； 3. 初期舌红像
草莓， 后期像杨梅。

猩红热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
播， 偶可经伤口、 产道污染而感
染。 有人不禁要问： 猩红热可以
通过疫苗来预防吗？ 答案是 “不
可以”。 所以， 猩红热应以预防为
主， 积极控制、 切断猩红热的传
播途径， 做好预后处理， 避免引
发并发症。 如隔离患者至症状消
失， 隔离时间不得少于 7 天； 做
好班级、 单位、 家庭、 个人用品
消毒工作； 加强体育锻练， 多去
户外活动 ， 提高自身抗病能力 ；
出疹时避免挠抓， 以免引发皮肤
感染， 可用温水擦洗皮肤， 不要
使用肥皂 ， 避免受风 ， 脱皮时 ；
不要用力搓或撕剥患处。

病毒性腹泻

近几年常见的病毒性腹泻主
要由诺如病毒引起。 诺如病毒是
一种引起非细菌性急性胃肠炎的
病毒， 也被称为诺沃克病毒。 诺
如病毒感染全年都可能发生， 但
11 月至次年 2 月的寒冷季节发病

率最高， 因此又被称为 “冬季呕
吐病”。

诺如病毒广泛分布于自然界，
水果 （草莓等）、 绿叶蔬菜以及贝
类 ， 尤其是牡蛎极易被其污染 。
诺如病毒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
触、 食物和水经口摄入传播， 主
要引起感染性腹泻， 表现为： 恶
心、 呕吐、 低烧、 腹痛和腹泻等
症状， 潜伏期多在 24～48 小时。

诺如病毒的特点 ： 1.群发性
强： 多为集体发病， 幼儿园这样
的人群密集场所尤其容易群发 。
2.儿童易感染： 学龄前儿童尤其
容易感染诺如病毒， 在我国 5 岁
以下的腹泻儿童中， 诺如病毒检
出率高达 15%。 3.无特效药或疫
苗： 目前还未出现针对诺如病毒
的特效药或疫苗 。 4.自限性强 ：
诺如病毒有明显的自限性， 即两
三天后会自己好转， 家长不必太
过恐慌。

疾控专家提醒大家近期除了
做好 “勤洗手、 吃熟食、 喝开水”
等预防措施外， 有呕吐或腹泻征
状者， 切勿上班或上学， 并应及
时就医； 确诊患者不应加工处理
食物或作陪护， 避免污染食物或
传染别人； 应及时清理患者的呕
吐物或粪便， 彻底消毒被污染的
衣物或床单。

福州总医院 文于 整理

服止头痛药
忌饮酒

酒精进入人体后， 需要先被氧
化成乙醛， 再进一步氧化成乙酸，
才能被代谢掉。 而止头痛类药物会
妨碍乙醛氧化成乙酸， 导致体内乙
醛蓄积， 加重头部疼痛症状。 因
此， 服止头痛药时千万不要饮酒。

图/文 陈望阳

流感未消停
这三类病又来了

�������入冬以来， 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出现了乙型流感高发现
象， 就在流感疫情尚未消停之时， 疾控部门提醒， 又将进
入水痘、 猩红热高、 病毒性腹泻的高发期， 大家除了预防
流感， 还应积极预防这三类疾病。

同样是耳鸣
一个是突聋， 一个却是听神经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