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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汤雪

核心提示：天气一冷，人体抵抗
力下降，不少冬季病开始“活跃”起
来了。 很多冬季病都擅长 “乔装打
扮”， 有时会伪装成其他疾病出现，
若不及时识破“骗术”，就容易延误
病情，甚至危及生命。

感冒，可能是肺炎或病毒
性心肌炎的伪装

病例： 家住铁道学院12岁的小雨深
受 “感冒 ”之苦 ，前几日 ，他突然感觉发
热、咳嗽，还直流鼻涕，妈妈以为他感冒
了，就给他吃了些退烧药，但小雨体温依
然时高时低。昨日，小雨在参加完校园活
动后，就突然感觉到心慌、气促，父母这
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到医院诊断为
病毒性心肌炎。

分析： 鼻塞、流涕、打喷嚏、咽痛、乏
力、高烧……很多人常常认为是感冒，然
而， 可能是被肺炎或病毒性心肌炎起初
的表象所蒙蔽了。 长沙市中心医院新生
儿科主任王团美介绍， 受气候等因素影
响，近期小儿肺炎高发，就诊的患者中，
有一半以上的小儿肺炎患者， 由于初期
症状不明显，被当成普通感冒，延误了最
佳的治疗时期。

提醒：若患儿无发烧症状，但咳嗽一
周以上不见好转， 要警惕小儿肺炎的可
能；若感冒持续两周以上，并伴有心悸、
气短、胸闷等症状，请一定要及时就诊，
警惕病毒性心肌炎。

莫把心梗当颈椎病
病例：56岁的陈师傅，当了20多年的

司机，最近1个月经常脖子痛，以为是颈
椎病没当回事。前两天凌晨，陈师傅在睡
觉时突然发现脖子疼痛加剧、 左上肢发
麻、胸闷，还伴随恶心，到医院急诊科检
查，才发现是急性心肌梗死。医生立即对
陈师傅进行了急诊溶栓处理。经过1个多
小时急诊处理后，陈师傅的脖子不痛了，
胸闷也明显缓解，病情转危为安。

分析：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急诊科主任文爱珍教授介绍， 急性心
肌梗死常以胸痛，特别是胸骨体上端、中
段持久压榨性疼痛为典型表现。 但少数
患者无明显胸部疼痛，疼痛位于上腹部，
易被误认为胃穿孔或急性胰腺炎等急腹
症， 部分患者疼痛放射至下颌、 背部上
方，被误认为骨关节痛、牙痛等。 陈师傅
当时的脖子痛其实是心梗时疼痛放射至
颈部而引起。

提醒： 冬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时期，中老年人，尤其是有高血压、冠心
病病史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的左肩部，左
颈部， 甚至左下颌部疼痛应警惕急性心
肌梗死可能，及时就诊。有些患者出现冬

季感冒头痛，也可能是脑血管病引起的。

错把青光眼当高血压，险失明
病例：68岁的陈娭毑有8年多的高血

压史， 常年都在服药控制血压。 上周开
始，她外出回来就感觉头犯晕，眼前像蒙
了一层雾气似的， 过马路时差点被车撞
倒。昨日从菜市场买菜回来，还没走到家
门口，就感觉头疼恶心，胃里翻江倒海，
她忍不住在路边吐了起来， 好心人赶紧
将她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血压等一
切正常，但一查眼压竟高达45毫米汞柱，
专家诊断她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需立
即进行降眼压和手术治疗， 否则将会有
失明的危险。

分析： 长沙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朱
学春介绍， 青光眼在发病初期症状和高
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病极其相似，需要做
专业的检查才能发现。 老年人出现头晕
恶心等症状，不能单单考虑血压问题，因
为青光眼也可能会表现出此症状。”情绪
波动、光线偏弱、小眼球、年龄偏大等因
素，都特别容易导致瞳孔增大、眼压升高
等表现，容易诱发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提醒： 有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有
青光眼家族病史、高血压、糖尿病和50岁
以上的人群， 每年要定期到医院做眼压
和眼底检查，一旦确诊为青光眼，则要长
期用药控制眼压， 还需时刻注意情绪控
制， 不要长时间在黑暗环境中看电视或
看报等。 此外，冬季气温低，特别容易

发生感冒，如果市民在感冒后出现眼红、
眼痛、怕光、流泪或视力减退等症状，请
及时到医院检查是否患上了病毒性角膜
炎。

鼻出血误当消化道出血
病例：56岁的陈先生最近老是流鼻

血，在吐痰时还会夹杂一些血丝，他以为
自己患了肠胃道出血，吓得脸色苍白。昨
日上午，他急匆匆地到医院看病，检查发
现是鼻出血在“作祟”。

分析： 长沙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主
治医师周定刚介绍，秋冬季节，是鼻出血
的高发期。冬天干燥寒冷，人体鼻腔黏膜
也会变得干燥脆弱， 特别容易受伤导致
小血管破裂， 一些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
人，血管质脆、弹性差，鼻出血的几率会
更高。鼻出血主要是从鼻腔内流出，有时
可以倒流到咽部，再夹杂着痰吐出，会显
现出痰中带血的假象，而上消化道出血，
则主要以吐血、咯血为主。不少病人都不
了解这个疾病，以为自己患了肺结核、上
消化道出血等重症，吓得魂不守舍。

提醒： 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吐血或流
血， 市民都应该引起重视。 如果频流鼻
血， 首先要清理鼻内分泌物， 然后再紧
按鼻子， 持续20分钟左右， 可采用半坐
或侧躺下， 头部稍向前低的姿势， 可改
用嘴巴呼吸来保持呼吸道通畅。 此外，
在干燥寒冷的天气下， 最主要的还是保
持饮食清淡， 并适当加强锻炼。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段
涵敏 通讯员 谢丹 ） 冬季流感
等呼吸道疾病易发 ， 长沙市疾
控中心今天发出提醒： 2岁以下
儿童、 60岁及以上老人、 2至59
岁伴高危因素 （慢性肺病 、 心
血管系统疾病 、 糖尿病 、 慢性
肝病 、 免疫功能低下 ） 人群均
可通过接种肺炎疫苗获得有效
免疫。

长沙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
科科长林希建介绍 ： 引发肺炎
的病原体有很多种， 约有50%重
症肺炎由肺炎链球菌引起 。 临
床研究均显示 ， 肺炎链球菌是

肺炎及呼吸道感染患儿的首位
病原体。 其广泛存在于自然界，
可通过咳嗽或者打喷嚏传播 。
该菌大多 “潜伏 ” 在人的鼻咽
部 ， 一般不会发病 ， 当人体免
疫力下降时 ， 即可乘虚而入 ，
引发肺炎。 细菌侵入血液循环，
还可引起侵袭性感染 ， 导致脑
膜炎 、 菌血症等严重疾病 ， 儿
童患病可导致耳聋 、 瘫痪 、 智
力低下等后遗症 。 据统计 ， 肺
炎是我国5岁以下儿童的重要死
因 。 每年60岁以上老年人肺炎
发病率约为25‰， 是青年人的3
倍， 肺炎病死率高达20%。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段
涵敏 通讯员 左少良 ） 11月20
日 ， 长沙市芙蓉区湘湖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联合湘湖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为老人开
展血糖 、 血压检测 ， 心电图检
查 ， 健康咨询 、 健康讲堂等健
康宣教活动。

考虑到做血糖测验不能吃
早餐，该中心特地为来参加活动
的老人准备了牛奶和面包。 据统

计 ， 该社区60周岁以上老人共
281人，80周岁以上的老人共 17
人， 空巢老人1户， 高龄老人17
人，该社区为每一位老人建立健
康档案， 设立专门医生管理，指
导治疗，以及专人定期跟踪随访
服务，建立老人健康问题的长期
规范化治疗和随访管理机制。 今
年已开展集中医疗服务4次 ，共
计为380余人体检， 服务居民群
众1000余人次。

佳佳今年3岁了，从出生6个
月开始就歪着头看东西，原以为
是习惯不好，但随着年龄增长不
仅没一点改善，症状还越来越明
显。 无奈之下，妈妈只好领着佳
佳到医院来就诊 ， 原来是生病
了。

“斜颈”俗称歪脖子，是儿童
常见的疾患，大多数孩子一出生
便存在，随后症状逐渐明显并加
重，少数由不良习惯导致的斜颈
不需治疗也能自行消失。 但顽固
性斜颈会导致面部发育不对称，
此外还可影响颈部骨骼的发育
甚至造成颈椎侧弯，严重者还可
能造成下颌骨发育畸形。

斜颈的原因很多，儿童常见
的斜颈有以下几种：

1、肌性斜颈：表现为颈部肌
肉异常挛缩或纤维化， 导致颈部
活动受限引起歪头。 在孩子颈部
的一侧胸锁乳突肌可摸到硬结样
肿块，类似于紧绷的绳索，早期可

通过理疗等方法得以改善， 部分
患儿必须手术。 严重者可引起患
儿颈椎变形、大脑供血不足，出现
头晕、头痛、智力下降等现象。

2、骨性斜颈：由颈椎先天性畸
形造成，同时可伴有短颈等症状，
严重者颈部活动明显受限。 若孩
子没有不适感则不需要特殊治
疗，如果出现颈椎滑脱、疼痛等不
适，便需要通过手术来改善症状。

3、眼性斜颈：多数是由于先
天性眼部肌肉麻痹所造成，最为
常见的是单眼或双眼的上斜肌
麻痹，是临床上常常容易被忽视
的一类斜颈。 对于颈部肌肉、骨
骼未发现明显异常且歪头总不
改善的孩子，需高度警惕眼睛的
上斜肌麻痹 。 若长期得不到改
善 ，会使更多的肌肉受损 ，最终
丧失立体视觉。 尽早接受眼科手
术治疗，大多数孩子术后便能改
掉歪头的习惯。

（省儿童医院眼科 罗瑜琳）

冬季流感、 肺炎易发

专家建议尽早接种疫苗

医疗服务进社区

■健康提醒

孩子喜欢歪脖子可能是病了

■健康话题

小心！ 这些冬季病善“伪装”

11月18日， 浏阳利尔口腔医院的工作人员给市民发放免费普查卡。 当日， 浏阳市口腔
健康万人行免费普查活动启动， 将惠及万余群众。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本报11月21日讯（记者 姚学文）今天，
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区的100余名专
家学者，相聚长沙研讨高校家庭服务专业。
研讨活动由发展家庭服务业促进就业部际
联席会议办公室主办、湖南女子学院承办。

家庭服务业， 近年来在我国不断发展壮
大。与此同时，家庭服务专业也逐步走进了高
校课堂。 近年来，广东、浙江等地的30多所高
校相继开设了家庭服务专科专业。 今年9月，
教育部首次将家政学列入本科专业。

作为一个新设专业， 家庭服务专业的

理论基础是什么？教学课程该如何设置？教
材建设怎么推进？教师队伍如何培养？与会
专家围绕这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
省教育厅副厅长申纪云在肯定家庭服务专
业的同时，呼吁高校在开设专业时，要理性
对待，避免盲目跟风。 他说，近几年一些高
校在开设动漫专业时，出现过 “一窝蜂 ”现
象，结果造成了动漫专业毕业生就业难。 为
此，他呼吁高校在开设专业时，首先一定要
准确把握社会需求， 要进行广泛的社会调
研，要确保学生进得来、出得去。

首届大学生
模拟法庭竞赛结束

本报11月21日讯 （通
讯员 刘建湘 李和平 记者
何国庆 ） 为期3天的我省首
届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日前
在湘潭大学结束。 此次竞赛
共有中南大学 、 湖南大学 、
湘潭大学等高校的30支代表
队参赛 ， 经过5轮共30场的
激烈角逐， 吉首大学摘得桂
冠， 湘潭大学获得亚军。

本次竞赛由省教育厅主
办， 是面向全省高校全日制
法学本科生开展的学科竞赛
活动， 旨在推动省内法学院
校之间的交流， 强化各院校
的法学实践教学， 突出学生
法律实务能力的培养与提
升。 竞赛包括书状竞赛和言
词辩论竞赛， 试题来源于真
实民事诉讼案例。 “原、 被
告方” 参赛队员结合事实和
法律， 摆证据， 析法理， 你
来我往， 针锋相对， 展开了
激烈的反驳和精彩的辩论 ，
充分展示了湖湘法科学子的
风采和湖湘法学教育的成
果。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
员 邓建英）文化铸就品牌，文化培育人才。
近日， 湖南建工集团举行庆祝建司60周年
职工运动会，进一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弘
扬爱岗敬业精神， 增强职工队伍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

近年来， 湖南建工集团实现了跨越式
的发展， 经营规模连续多年突破600亿元，
综合实力连续9年跻身 “中国企业500强”。
成绩的背后，是企业文化的强大支撑。 60多
年来，集团坚持开拓创新 、与时俱进 ，并不
断吸取湖湘文化的精华 ，构建了以 “创新 、

诚信、和谐、进取”为核心理念，以“一流、超
越 、精作 、奉献 ”为企业精神 ，以 “创新 、转
型、升级”为发展战略的特色文化体系。

在企业文化建设上， 湖南建工集团坚
持文化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反复循
环，不断提升，以共同的理念和愿景来凝聚
全体员工，巩固员工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他们要求各级管理部门做到三个 “换 ”字 ，
即热心为民换群众放心， 专心工作换群众
安心，耐心服务换群众舒心，努力解决职工
实际问题。 近年来解决1万多员工医疗保险
和1078户困难职工住房问题。

以文化建设增强企业凝聚力
湖南建工集团文化建设坚持群众路线

百余专家聚长研讨“家庭服务”

本报11月21日讯（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姚家琦 李奇）“洗手”
这个平常看似简单的事情，直接关
系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却被很多人
忽视。特别是培养儿童正确的洗手
习惯尤为重要。

11月20日是“国际儿童日”，联
合国设立这个纪念日，旨在促进儿
童保护、 福利和教育等事业的发
展，今年的主题是“孩子在学校”。
省儿童医院院长、著名儿科急救专
家祝益民教授介绍，洗手是切断人
与外界病原微生物接触的最重要
方式之一，在预防疾病中有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群居儿童和在
公共场合如学校等， 特别需要洗
手。 国际上洗手的步骤有七步，着
重加入了对手腕等的清洗。因此看
似简单的洗手，从清洁手掌、手指、

手背，扩展到手腕、手臂。
有数据显示 ， 我国居民洗手

行为和知识状况不容乐观 ， “正
确洗手率” 仅为4%。 幼儿园、 学
校是儿童生活、 学习的地方 ， 专
家特别提醒家长： 要注意让孩子
从小养成科学洗手的习惯， 据调
查 ， 中国肠道寄生虫感染率达
63%， 其中以5至6岁年龄组感染
率最高。 在吃东西前、 上厕所后、
在室外玩耍沾染了脏东西之后 、
接触过体 （血 、 泪 、 痰 、 唾 ） 液
之后、 接触钱币后、 去医院或接
触病人后等情形下每次都要洗手；
洗手时使用流动水冲洗， 并将手
指尖向下， 让水顺手指冲下 ， 防
止 “二次污染 ”； 洗手时使用肥
皂 、 香皂 、 洗手液等清洁用品 ；
洗手时长不少于20秒。

正确洗手防儿童“病经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