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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生活 健康

手足口病易传染
如何才能有效防治
记者 杨梅

是什么引起了手足口病

预防手足口病要做到这五点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
的一种急性传染病，
发病后以手、
足、
口
腔等部位的斑丘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
因此被称为手足口病。但在这里要说
明的是，
不同病毒引起的疾病特点也会
稍有不同，
手、
足、
口只是常见部位。
值得一提的是，
引起手足口病的病
毒种类特别多，
患过病的孩子只会对其
中一种病毒产生免疫力，如果不注意，
在短期内也有可能再次感染。

1. 疫苗接种。目前国内已经有针
对 EV71 这种病毒的手足口病疫苗，6
个月以上 3 岁以下的宝宝都可以接
种。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接种了这种
疫苗，孩子仍可能感染手足口病，只是
它可以预防重症手足口病的发生。
2. 勤洗手。爸爸妈妈在照顾宝宝
时，应该时刻注意手部卫生，在处理完
宝宝的尿片或者其他污秽物后，要用
肥皂和清水洗手。大一些的宝宝，已
经能听懂妈妈的指令了，要告诉宝宝
在把手洗干净之前，不要揉眼睛、抠鼻
子、吃手，
或者伸手抓东西吃。
3. 保持居家通风换气。对于一些
多半时间呆在家里的小朋友，要保证
家里勤开窗，
通风换气。
4. 减少接触。不要让宝宝和疑似
手足口病、急性胃肠炎的病人亲密接
触，如接吻、拥抱等。手足口病流行期
间尽量避免带宝宝参加聚会聚餐活
动。少去人群密集、空气流通差的场
所，
外出尽量给宝宝戴口罩。

如果孩子出现了以下几种症状，
家长们就需要小心啦！
一是突然发烧、伴有感冒症状。
孩子会突然发烧，体温多数在 38℃以
上，且表现为体温持续不退。也有一
些孩子在患病初期会有流鼻涕、咳嗽、
头痛等类似于感冒的症状。这时候如
果给孩子吃治疗感冒方面的药，是得
不到控制的。
二 是 孩 子 食 欲 减 退 ，口 腔 不
适。一般来说，孩子在发烧一
两天后，会出现食欲减退的症
状，主要原因是孩子的口腔黏
膜、嘴唇等地方会出现疱疹，疱
疹破后形成溃疡，这种溃疡比
较疼，孩子会因为疼痛影响
食欲，同时伴有烦躁、哭闹、
流口水等现象。
三是身体部位出现一些
红色的丘疹。这些红色的丘
疹呈圆形或椭圆形状，大小
不一，内部较硬，疱疹周围有
红晕。慢慢地，这些红色的丘
疹发展成一个个小水疱，小水
疱内常含有浑浊的液体。

心理社区

让热度不止
维持三分钟
记者 骆忱

“手足口病”这个名字家长一定不会陌生，每到春夏之际，它就会影响无数儿童的健康。
症状轻微的孩子在发病一周后就能自行缓解，
但发展为重症的话，
将出现脑膜炎、
脑炎、
脊髓
炎，
以及肺出血、
肺水肿和循环衰竭等并发症，
死亡率极高，
也因此令家长们闻之色变。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向家长们告知了一个坏消息：今年是手足口病的高峰年！
感染人数与发病人数都远超往年！那么，
如何预防才能避免宝宝中招呢？

手足口病的发病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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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增强体质，
加强锻炼。不要纵容
宝宝挑食，要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水，
保证营养均衡。另外，要带孩子多晒
太阳（但要避免日光暴晒），每日都坚
持户外运动，
增强体质。

患病宝宝该如何护理
如果家中的宝宝已经患病，那么
家长要注意几点护理方法，让宝宝早
日康复。
口腔护理：保持宝宝的口腔清洁，
每次餐后应用淡盐水漱口。口腔有糜
烂者可予一些中成药喷剂，促使创面
早日愈合。
皮肤护理：父母每日可以用温水
帮宝宝擦洗皮肤 2 次，清洗的过程中
不要使用肥皂，动作也一定要轻柔；
宝
宝还要勤换衣服，穿宽松柔软的棉质
衣裤；
父母还要修剪宝宝的指甲，防止
宝宝搔抓皮肤后，
疱疹溃破感染。
生活护理：宝宝的用品要严格消
毒，防止交叉感染；宝宝的唾液、痰等
分泌物要用纸包好丢到垃圾桶，宝宝
的便便收集好后丢入厕所，同
时消毒便盆；接触宝宝后
或处理宝宝便便后都要
洗 手 ；最 后 还 要 照 顾 宝
宝 情 绪 ，尽 量 消 除 其
烦躁心情，以免加重
病情。
看 护 宝 宝 ：孩
子患病后，父母要密
切观察病情，如果宝
宝 出 现 高 烧 、精 神 萎
靡、烦躁、呕吐、肢体
抖 动 、无 力 、站 立 不
稳、呼吸快等症状，
要及时就医。

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这样的自
己：减肥半途而废，运动激情只能维持
几天，学习英语时背背单词便草草了事
……这便是“三分钟热度”现象，比喻人
们在开始的时候情绪高昂，但坚持不了
多久便失去兴趣。
那么，
我们该如何逐步走出
“三分钟
热度”
的怪圈呢？

分阶段去完成一件事
许多人在太想做成一件事时，都会
因为太想，所以慌张，到最后，事情没做
成，
耐心也被消磨殆尽。
其实，渴望成功这并没有什么错，
但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时候你想
拔苗助长，但拔完以后会发现，其实你
的根基是很不牢固的。
在你摇摇欲坠却又心急如焚的时
候，你该考虑的不是加快步伐去追赶
一些你现在还没法追赶到的东西，而
是静下心来好好稳住自己的根基，踏
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完成之前
的计划。
你 想 瘦 身 ，你 想 考 证 ，你 想 提 高
写作水平，前期都需要花时间去积累
实力。
你可以给自己制定目标，
但这个目
标不要定得太大，
太死，
太不切实际。目
标定小一点，
容易让自己去完成，
这样反
而能够增强自信心，
更加有动力去为下一
步做准备。不然，你就会因为失败而气
馁，
进而怀疑自己。

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一起努力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体验，一个人抱
着一堆书去图书馆，看了没几天觉得很
孤独；报了减肥健身的课程，一个人去
上课会觉得无聊没劲。
一个人孤军奋战是会寂寞的，也不
容易坚持下去。当你觉得独自奋斗很
难挨的时候，你可以召集几个志同道合
的小伙伴，大家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而
努力。

潼南区人民医院：彰显公益对口支援基层
记者 何君林 通讯员 蒋晓玲

今天，在潼南区各基层卫生院，总
能看到区医院对口支援专家的身影。
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到“心连
心”地帮助，
“ 手把手”地扶持，
“ 点对
点”地指导，以高超的医疗技术和高尚
的医德医风，受到基层医护人员和广
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潼南区人民医院坚持不
懈地实施对口支援工作，积极对基层
乡镇卫生院开展业务指导、技术扶持
和人员培训，帮助乡镇卫生院建立健
全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医疗服务质量
管理，努力提升乡镇卫生院的管理水
平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乡镇卫生院
的服务能力和接诊能力。
对口支援工作是国家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方便群众

看病就医，减轻群众经济负担的一项
重要举措。据潼南区人民医院党委副
书记、院长谭彩翔介绍，为了让广大基
层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医疗改革成
果，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优质
的医疗服务，今年 2 月 17 日，潼南区人
民医院分别与该区上和中心卫生院、
玉溪中心卫生院院长签订了对口支援
目标责任书。
为切实做好对口支援基层医院相
关工作，使各项帮扶工作真正落到实
处并取得成效，4 月 21 日，谭彩翔带领
潼南区人民医院相关科室一行 9 人到
玉溪卫生院进行业务指导。当天，两
家医院院长分别介绍了各自医院的基
本情况，双方就推进分级诊疗、双向转
诊、技术协作、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深

入交流，区医院还向玉溪卫生院捐赠
了价值数万元的物资。
谭彩翔表示，在接下来的对口支
援工作中，潼南区人民医院将充分发
挥自身技术优势，定期选派骨干专家
前往玉溪卫生院进行查房、医务人员
技术指导和业务能力培训，并欢迎玉
溪卫生院输送医务人员到区医院学习
交流，力争更好更快地提高玉溪卫生
院服务能力和水平，改善医疗条件，让
广大农村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
质、高效、方便、价廉的医疗服务，真正
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据了解，为有效解决基层患者看
病贵、看病难等问题，潼南区人民医院
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深化公立医院
改革，扎实开展医联体建设。去年，该

院在对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情
况、医院管理运转情况、医院业务开展
情况、地区常见病多发病、医院业务技
术发展困难及需求等进行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与桂林、塘坝等 11 个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建区人民医院
医疗集团，促进区域内医疗资源的下
沉和优化，推进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
作为“医联体”医院，潼南区人民
医院充分发挥医院专业优势，全力推
动联合体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努力实
现“基层首诊，分级诊疗，急慢分治，双
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就医新格局，同
心协力为全区患者提供更为专业、优
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