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 武汉不明原因的病
毒性肺炎疫情牵动了全社会的目
光 。 继 8 名患者治愈出院后 ， 1
月 9 日一早又传来好消息， 专家
组认为， 本次不明原因的病毒性
肺炎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
型冠状病毒。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教授指
出， 冠状病毒感染在全世界范围内
都非常普遍， 公众不必恐慌。 冠状
病毒是一类主要引起呼吸道、 肠道
疾病的病原体。 这类病毒颗粒的表
面有许多规则排列的突起， 整个病
毒颗粒就像一顶帝王的皇冠， 因此
得名 “冠状病毒”。 目前为止， 已
知的人类冠状病毒共有六种。 其
中 ， HCoV -229E、 HCoV -NL63、
HCoV-OC43 和 HCoV-HKU1 四种
冠状病毒感染机体后大多呈自限
性经过， 以鼻塞、 流涕、 打喷嚏
等 “普通感冒” 症状为主， 少数
可 有 神 经 系 统 并 发 症 。 但 是

SARS-CoV 和 MERS-CoV 两种冠
状病毒均具有较高的致病性， 可引
发致死性肺炎。 该两种冠状病毒临
床特征相似， 可以有明显的发热、
头痛和肌痛 、 乏力等全身症状 ，
部分病例也可以腹泻等消化道症
状起病， 可快速进展至呼吸急促、
进行性呼吸困难等呼吸衰竭表现，
也可伴有急性肾损伤等其他器官
功能损害。 冠状病毒感染后， 治
疗主要为对症及支持疗法。

卢洪洲认为， 对不明原因肺炎
需加强认识， 同时满足： 发热 （腋
下体温≥38℃）； 具有肺炎的影像
学特征； 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降低
或正常， 或淋巴细胞分类计数减
少； 经规范抗菌药物治疗 3~5 天病
情无明显改善或呈进行性加重四个
临床特征后， 需考虑不明原因肺
炎。 若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后， 对于
一定程度上呈现时间空间聚集性的
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医院要强化临
床分诊以快速发现和报告不明原因

肺炎病例， 对疑似或确诊病例进行
隔离观察和治疗。 广谱抗病毒药物
对冠状病毒仍无确切疗效， 神经氨
酸酶抑制剂奥司他韦对流感有效，
对冠状病毒则无效果。

卢洪洲提醒， 预防病毒性肺
炎还是要增强卫生健康意识， 平
时加强锻炼， 规律作息， 提高自
身免疫力。 此外， 即使天气寒冷，
也要注意居室和办公室通风， 通
风可以减少空气中的病毒数量 ，
从而减少感染； 家人或办公室同
事在流行季患病了， 其他人应该
注意隔离， 以减少传染机会； 病
毒性肺炎和流感流行季， 要尽量
少到人群密集的场所； 外出乘地
铁、 公交等公共交通回家后， 要
及时换掉外套， 洗手、 洗鼻。 卢
洪洲表示， 全人群对流感普遍易
感， 药物预防不能代替疫苗接种，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病毒感
染及其严重并发症的最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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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出现 如何预防感染

家庭医生 052020年1月14日 星期二 编辑：刘莉 邮箱：1712639576@qq.com� �版式：洪学智

状 况 一
划伤、扭伤、摔伤

常备药推荐： 创可贴、 风油
精、 云南白药粉

赶火车时不小心扭到脚、 赶
路太急而摔伤、 削水果时意外
割伤手……过节期间总有一些
小意外不期而至。 面对这些可
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建议大家
小药箱里备几片创可贴和一瓶
风油精 （药店可以买到的万花
油、 万金油、 白花油、 青草膏均
可）， 它们包装小、 携带方便。
有扭伤内瘀情况， 可擦风油精；
小面积的擦伤、 割伤则可及时
贴上创可贴。

春节期间如果外出旅行或
参加有一定危险的运动 ， 比如
爬山、 攀岩等， 建议再备一包
云南白药粉 （4 克/瓶的小包装
即可）。 一旦出现开放性伤口，
可先用稀释的盐水清洁 ， 再撒
上药粉。 当然 ， 伤口太大的话
就需要立即就医。

状 况 二
腹痛、腹胀、拉肚子
常备药： 山楂片、 风油精、

藿香正气水、 保济丸
旅途中由于水土变化、 饮食

过度、 饮食不洁等原因， 经常会出
现胃肠功能紊乱， 特别是坐长途
车的人， 抵抗能力低下， 易引起
消化不良、 拉肚子等胃肠道问题。

对于轻度的消化不良， 出现
食欲不振、 胃胀、 精神状态不好
的情况， 可以吃点山楂片或陈
皮， 这两种小零食并非药物， 但
也有健脾消食、 提神的功效， 方
便携带又可以作为零嘴。 如果腹
部隐隐作痛， 风油精可以再度登
场， 用风油精在肚脐周边抹一
圈， 有助于缓解症状， 轻微肚子
痛也可以用元胡止疼片。

如果已经出现拉肚子， 甚至
上吐下泻、 精神不振， 则可用藿
香正气水、 整肠丸、 保济丸等药
店常见而又方便携带的药物。 需
要注意的是， 呕吐、 腹泻不见好

转甚至次数明显增加者应立即就医。

状 况 三
晕车、晕机、精神差

常备药： 晕车药、 风油精、 安定
类药物

有晕车、 晕机史的人， 除了旅途
前要备好晕车药外， 关键在出门前一
晚要休息好、 保持充足的睡眠， 身体
疲劳、 精神状态差的人更易中招。 症
状出现时， 可用风油精内服， 滴 1~2
滴在开水中服用， 能起到缓解作用。

睡眠质量差、 精神状况不好的
人， 出门要备上安定类药物， 如舒乐
安定等。 安定类药物有抗焦虑、 促睡
眠功效， 可缓解旅途中的焦躁。

小儿同行， 备上退烧药
家长带着年幼的孩子出行， 别忘

了要备上退烧药和感冒药。 小儿抵抗
力差， 更难适应旅途的颠簸和环境变
化， 特别是 6 岁以内的孩子， 家长勿
忘备上一盒小儿感冒退烧药。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药剂科副主任 丘振文

回家过年、开心旅行

随身备好“三样宝”

春节期间因温差变化、 饮食不
节、 饮酒过度、 情绪波动、 生活作
息被打乱等原因， 易突发各种急症。
具体来说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消化系统急症 虽较夏季而言，
冬春季的急性胃肠炎少一些， 但由
于春节的特殊性， 饮食不节、 不洁
原因， 仍可致消化系统急症。 专家
提醒 ， 应在 “吃 ” 上面多加留心 ，
尤其是肠道功能较弱、 抵抗力较差、
发病率高的老人和孩子。

心脑血管急症 春节期间天气
冷、 昼夜温差大、 血管弹性差、 不
注意保暖， 加上亲友欢聚情绪波动、
饮酒过度、 饮食不节、 大鱼大肉等，
引起血液供应缓慢， 抵抗力降低 ，
致原有高血压、 冠心病、 动脉粥样
硬化的患者旧病复发， 应做好防护。

呼吸系统急症 感冒也常见于春
节假期。 引起呼吸系统急症的原因
不仅仅是气温变化， 假日长时间的
不活动、 室内不通风也是罪魁祸首。
很多人的生活规律被打断， 长时间
卧床、 活动少， 加上通风不良、 空
气不对流、 室内细菌密度高， 造成
呼吸道感染从而引发呼吸系统急症。
公众应注意多做户外运动， 室内多
通风换气， 调整作息等。

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主任 王正维

春节期间防“急症”

春节假期临近， 许多人将进入“在路上” 模式： 无论是回家过年、 走访亲朋， 还是长途旅行、 出
国玩乐， 我们的节日难免有在路上度过的时间。 在这期间， 饮食、 作息规律被打乱等， 都有可能对身
体造成负担， 引起一些不适症状。 要让自己和家人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假期， 应对“在路上” 的各种意
外状况， 就要记得出门随身携带小药箱或小药包， 备好 3样宝贝： 创可贴、 风油精和胃肠道疾病药物。

������冬季常见雾霾天， 各大医院接
诊的呼吸道疾病患者明显增多。 湖
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将呼吸内科副主
任医师曾祥伯提醒， 雾霾对人的身
体健康有多重的危害， 公众应做好
防护。

空气中大量的灰尘会导致传染性
病菌的活性增强， 致传染病发病增
多； 雾霾中的大部分气溶胶可被人
体吸入 ， 沉积于呼吸道和肺泡中 ，
引起鼻炎、 支气管炎等， 加重哮喘、
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等患者病情； 雾
霾中的微粒通过支气管及肺泡进入
血液， 有害物质、 金属颗粒等溶解
在血液中， 会阻碍正常的血液循环，
致使心血管疾病多发， 引发心肌梗
死、 心肌缺血等。

曾祥伯建议， 人在雾霾天气下应
尽量避免户外运动， 并适度减少运动
量及运动强度。 因此时汗液不易排
出， 人易出现胸闷、 血压升高； 人体
皮肤也有呼吸功能， 长期裸露在雾霾
中， 皮肤上附着的大量粉尘等污染
物， 一部分经皮肤吸收， 一部分粘着
在皮肤上， 导致皮肤不适。 特别是过
敏体质的患者， 在外出回家后应立即
清洗面部及其他处裸露部位的皮肤；
外出时尽量使用鼻子呼吸， 人的鼻腔
最前部鼻前庭处有皮肤覆盖， 富有皮
脂腺和汗腺， 并长有鼻毛， 可以吸附
大量的微粒、 粉尘。 此外， 年老体弱
者外出最好戴上防护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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