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上经常会遇到两类家长,一
类家长非常依赖抗生素， 孩子稍有
个头疼脑热的就要求用抗生素； 一
类家长则非常抵触抗生素， 认为抗
生素用多了没有好处。 其实， 这两
类家长都过于偏激， 抗生素在某些
情况下还是有必要的， 但以下四种
情况还需慎用。

1.�感冒 90%~95%的感冒都是
由病毒感染所致， 如果没有合并细
菌感染， 是不需要服用抗生素的，
尤其是广谱抗生素。 这样做不仅对
病毒没有杀灭作用， 还会使细菌产
生耐药性。

2.�非感染性腹泻 腹泻可分为

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 ， 过
敏、 饮食不当、 消化不良、 滥用药
物、 天气突变等原因引起的属于非
感染性腹泻， 这些情况都不需要使
用抗生素。 另外， 病毒感染引起的
腹泻也不需要使用抗生素， 如轮状
病毒感染引起的腹泻， 这时的大便
呈水或蛋花汤样， 没有腥臭味， 这
时只需注意宝宝的饮食和保暖就可
以了。

3.�咳嗽 咳嗽并不是疾病， 而
是一种症状， 目的是为了排出呼吸
道的分泌物或异物而做出的一种保
护性反射动作。 因此， 对于咳嗽一
定要弄清楚原因再对症下药， 而不

是盲目用抗生素。
4.�夏季热 夏季气温高， 年幼

的宝宝很容易发生夏季热， 主要表
现为发热、 口渴、 多尿、 少汗， 体
温在 38℃~38.5℃之间， 天气愈热，
体温愈高。 夏季热并非细菌感染引
起， 而是因为宝宝体温调节中枢和
排汗功能不完善， 机体散热差造成
的。 对于这种情况， 不需要使用抗
生素， 要做的是保持居室要通风凉
爽， 给宝宝多洗几次澡， 勤换衣服
和尿布， 饮食清淡易吸收， 并鼓励
宝宝多喝开水。

湖南省儿童医院
新生儿一科 李玲

4种情况慎用抗生素

统计资料发现， 我国每 1 个
小时就会有 1 个人死于口腔癌，
口腔癌的死亡率在过去 30 多年
里没有下降， 72%的患者直到二
期或三期才会被诊断出来， 而晚
期发现的存活率仅有 52%。 早期
发 现 不 仅 可 以 可 提 高 存 活 率
（80%~90%）， 而且能明显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

湖南省属于口腔癌相对高发
地区， 该病早期多表现为黏膜表
面粗糙， 无疼痛， 患者易忽视。
随着病情进展 ， 肿瘤向深层浸
润， 可引起颊部溃破， 甚至张口
困难， 此时往往已是晚期了。 目
前， 口腔癌主要采取以手术为主
的综合治疗， 一旦出现肺、 肝、
骨等远处脏器转移， 往往预后极
差。 那么， 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
何预防口腔癌呢？

湖南省肿瘤医院头颈内科王
伟主任建议： 1. 戒烟戒酒； 2. 注
意个人口腔卫生； 3. 消除或减少
致癌因素， 如尽早处理病牙， 尤
其是残根、 残冠、 错位芽以及磨
牙锐利的尖， 去除不良修复体；
4. 定期检查， 及时发现并处理癌
前病变， 如白斑、 红斑、 扁平苔
藓等， 对于口腔溃疡长期不愈合
者， 应尽早到口腔科或肿瘤专科
医院就诊， 早诊断， 早治疗。

通讯员 彭璐

老年护理实践指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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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评估与观察要点
1. 了解患病情况、 跌倒史及

活动能力。
2. 评估视听障碍的程度及对

生活的影响。
3. 评估居住环境、 心理、 社会

支持情况及照护者的能力与需求。
二、 护理要点
1. 提供安静、 光线充足、 地

面平整及无障碍的环境。
2. 采取措施预防跌倒。
3. 严重视听障碍者， 协助做

好生活护理。
4. 清洁眼部及耳部， 加强眼

耳部卫生。
5. 根据视听情况， 采取有效

的沟通方式。
三、 指导要点
1. 指导佩戴合适的眼镜及助

听器， 定期维护。
2. 指导居家老年患者定期检

查视听力， 症状加重时及时就诊。
3. 教会居家老年患者做眼耳

保健操的方法。
四、 注意事项
1. 选择白天运动， 避开强光

照射。
2. 严重视听障碍者， 外出活

动宜有人陪同。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视 听 障 碍

溃疡久不愈
警惕口腔癌

什么是“空调肺”？
嗜肺军团菌第一次被发现是

1976 年， 这一年在美国费城召开
了一次退伍军人大会， 期间突然
爆发流行了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
后来从死者肺组织中分离出一种
新的革兰氏阴性杆菌， 遂命名为
军团菌。

研究发现， 90%以上的军团菌
肺炎是由嗜肺军团菌引起， 同时
该致病菌也是引起呼吸系统感染
的重要致病菌之一。 该菌具有较
强的传染性， 我国 1982 年首次报
道该菌的感染， 至今已发生十余
起爆发流行。

嗜肺军团菌极易在空调中滋
生 ， 空调若长时间未清洗消毒 ，
可导致嗜肺军团大量繁殖， 并通
过空调的排风以及排水系统在周
围环境中扩散传播， 甚至引发嗜
肺军团菌肺炎的爆发和流行。 所
以我们把嗜肺军团菌引起的呼吸
道感染疾病叫“空调肺”。

“空调肺”是如何发生的？
嗜肺军团菌主要生活在水中，

并通过带菌的飞沫、 气溶胶被吸
入呼吸道而传播致病。 空调冷却
塔中的冷却水、 风机盘管中冷凝
水是嗜肺军团菌的滋生地， 这些
致病菌通过空调送风进入周围环
境中， 加之使用空调时往往会关
闭门窗， 导致有限空间内的细菌
含量越来越多， 一旦进入呼吸道
便可诱发 “空调肺”。

另有研究发现， 空调内部阴
冷潮湿的环境除了适合军团菌生
存， 还适合霉菌、 金黄色葡萄球
菌 ， 及病毒的大量生存和繁殖 。
曾有人实验发现， 家用空调散热
片上的细菌总数大约有 160000
个/cm2， 这些病原微生物一旦被
人体吸入 ， 极易导致 “空调肺 ”
等疾病的发生。

“空调肺”有哪些症状？
“空调肺” 一般约有 2~10 天

的潜伏期， 临床上有两种感染类
型， 即流感样型和肺炎型。

流感样型亦称庞蒂亚克热 ，
为轻症感染 ， 主要表现为发热 、
乏力 、 寒战 、 肌肉酸痛等症状 ，
持续 3~5 天缓解， X 线无肺炎征
象， 预后良好。 肺炎型则起病急
骤， 以肺炎症状为主， 并伴有多

器官损害， 起病之初即出现高热
寒战 、 头痛 、 肌痛剧烈 、 干咳 ，
后出现浓痰和咯血， 常伴有中枢
神经系统和消化道症状， 不及时
治疗可导致死亡， 死亡率为 15%~
20%， 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

如何预防“空调肺”？
嗜肺军团菌主要是通过空气

中含菌的气溶胶进行传播， 而空
调冷却塔就是产生气溶胶的高危
场所。 因此， 加强对空调冷却塔
冷却水 、 风机盘管冷凝水的监
控， 是控制 “空调肺” 发生流行
的关键。

预防 “空调肺” 主要就是控
制军团菌在空调制冷系统冷却水
及冷凝水中的增殖， 减少有菌气
溶胶的产生。 具体措施是定期对
冷却塔进行清洗消毒， 并保持注
入水清洁， 对嗜肺军团菌的主要
滋生地定期使用对嗜肺军团菌敏
感的消毒抑菌剂进行消毒处理 ，
有效控制细菌的繁殖。

除了定期清洗空调外， 个人
防护也很重要， 比如注意个人卫
生， 加强居室清洁、 通风换气及
定期进行体育锻炼， 经常进行室
外活动， 提高个体免疫力。

株洲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谢璨灿

专家：定期清洗消毒是防范关键

男子长期吹空调 吹出“空调肺”
李先生几天前出现咳嗽、 咳

痰等症状， 本以为是普通感冒
没有在意， 然而几天后病情明
显加重， 直至出现了呼吸困难
才被送到医院就诊。 医生让他
做了个肺部 CT， 结果显示李先
生左肺全“白” 了， 已经达到了
重症肺炎的诊断标准。 病情危
重， 医生立即将李先生转入了
重症监护室 （ICU）， 并迅速为
其插上了呼吸机， 且摒弃常规
检测方法， 直接采取肺泡灌洗
液做高通量基因测序找到了致
病菌———嗜肺军团菌。 经过积
极救治， 李先生 11 天后成功脱
离呼吸机， 转危为安。 医生分
析， 李先生的肺部感染主要与长
期处于空调环境中有关， 即患
上了我们平时说的“空调肺”。

什么是“空调肺”？
嗜肺军团菌第一次被发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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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力 、 寒战 、 肌肉酸痛等症状 ，
持续 3~5 天缓解， X 线无肺炎征
象， 预后良好。 肺炎型则起病急
骤， 以肺炎症状为主， 并伴有多

器官损害， 起病之初即出现高热
寒战 、 头痛 、 肌痛剧烈 、 干咳 ，
后出现浓痰和咯血， 常伴有中枢
神经系统和消化道症状， 不及时
治疗可导致死亡， 死亡率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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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菌的气溶胶进行传播， 而空
调冷却塔就是产生气溶胶的高危
场所。 因此， 加强对空调冷却塔
冷却水 、 风机盘管冷凝水的监
控， 是控制 “空调肺” 发生流行
的关键。

预防 “空调肺” 主要就是控
制军团菌在空调制冷系统冷却水
及冷凝水中的增殖， 减少有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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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也很重要， 比如注意个人卫
生， 加强居室清洁、 通风换气及
定期进行体育锻炼， 经常进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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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谢璨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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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活动， 提高个体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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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空调肺”？
嗜肺军团菌第一次被发现是

1976 年， 这一年在美国费城召开
了一次退伍军人大会， 期间突然
爆发流行了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
后来从死者肺组织中分离出一种
新的革兰氏阴性杆菌， 遂命名为
军团菌。

研究发现， 90%以上的军团菌
肺炎是由嗜肺军团菌引起， 同时
该致病菌也是引起呼吸系统感染
的重要致病菌之一。 该菌具有较
强的传染性， 我国 1982 年首次报
道该菌的感染， 至今已发生十余
起爆发流行。

嗜肺军团菌极易在空调中滋
生 ， 空调若长时间未清洗消毒 ，
可导致嗜肺军团大量繁殖， 并通
过空调的排风以及排水系统在周
围环境中扩散传播， 甚至引发嗜
肺军团菌肺炎的爆发和流行。 所
以我们把嗜肺军团菌引起的呼吸
道感染疾病叫“空调肺”。

“空调肺”是如何发生的？
嗜肺军团菌主要生活在水中，

并通过带菌的飞沫、 气溶胶被吸
入呼吸道而传播致病。 空调冷却
塔中的冷却水、 风机盘管中冷凝
水是嗜肺军团菌的滋生地， 这些
致病菌通过空调送风进入周围环
境中， 加之使用空调时往往会关
闭门窗， 导致有限空间内的细菌
含量越来越多， 一旦进入呼吸道
便可诱发 “空调肺”。

另有研究发现， 空调内部阴
冷潮湿的环境除了适合军团菌生
存， 还适合霉菌、 金黄色葡萄球
菌 ， 及病毒的大量生存和繁殖 。
曾有人实验发现， 家用空调散热
片上的细菌总数大约有 160000
个/cm2， 这些病原微生物一旦被
人体吸入 ， 极易导致 “空调肺 ”
等疾病的发生。

“空调肺”有哪些症状？
“空调肺” 一般约有 2~10 天

的潜伏期， 临床上有两种感染类
型， 即流感样型和肺炎型。

流感样型亦称庞蒂亚克热 ，
为轻症感染 ， 主要表现为发热 、
乏力 、 寒战 、 肌肉酸痛等症状 ，
持续 3~5 天缓解， X 线无肺炎征
象， 预后良好。 肺炎型则起病急
骤， 以肺炎症状为主， 并伴有多

器官损害， 起病之初即出现高热
寒战 、 头痛 、 肌痛剧烈 、 干咳 ，
后出现浓痰和咯血， 常伴有中枢
神经系统和消化道症状， 不及时
治疗可导致死亡， 死亡率为 15%~
20%， 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

如何预防“空调肺”？
嗜肺军团菌主要是通过空气

中含菌的气溶胶进行传播， 而空
调冷却塔就是产生气溶胶的高危
场所。 因此， 加强对空调冷却塔
冷却水 、 风机盘管冷凝水的监
控， 是控制 “空调肺” 发生流行
的关键。

预防 “空调肺” 主要就是控
制军团菌在空调制冷系统冷却水
及冷凝水中的增殖， 减少有菌气
溶胶的产生。 具体措施是定期对
冷却塔进行清洗消毒， 并保持注
入水清洁， 对嗜肺军团菌的主要
滋生地定期使用对嗜肺军团菌敏
感的消毒抑菌剂进行消毒处理 ，
有效控制细菌的繁殖。

除了定期清洗空调外， 个人
防护也很重要， 比如注意个人卫
生， 加强居室清洁、 通风换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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