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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4个符号代表啥
H7N9是禽流感的一种亚型。 流感病毒颗粒

外腊由两型表面糖蛋白覆盖， 一型为血细胞凝集
素 （即H）， 一型为神经氨酸酶 （即N）， H又分15
个亚型， N分9个亚型。 禽流感病毒中， H5、 H7、
H9可以传染给人， 其中H5为高致病性。 依据流
感病毒特征可分为HxNx共135种亚型， H7N9亚
型禽流感病毒是其中的一种， 以往仅在禽类身上
发现， 未发现过人感染的情况。 这个病毒的生物
学特点、 致病力、 传播力， 还没有依据进行分析
判断。

鸡喂板蓝根
能防禽流感？
本报记者 张权 黄晓辉 荆彩

近期，网上流传给鸡喂板蓝根可预防H7N9禽
流感。对此，记者咨询了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流行病防治科副科长、流行病学专家刘富强。

问：给鸡喂板蓝根 ,人吃了这种喂了板蓝根的
鸡肉，真的可以预防H7N9禽流感吗？

答：“板蓝根最主要的功效在清热减毒、 增强
抵抗力，对预防普通的感冒、流感有一定功效，但
是否对禽流感有预防作用， 目前还没有得到医学
验证，况且是药三分毒，市民还需注意板蓝根的副
作用，切不可随便服用。 ”板蓝根肯定不能治疗禽
流感，而预防作用也有待验证。

养殖场的工作人员最好采取正规的防疫办
法， 不宜乱给鸡喂药， 平时应保持鸡舍的整洁卫
生，经常对鸡舍进行消毒，定期给鸡注射疫苗等。

问：现在的菜市场禽类摊点和卖鱼、卖菜、卖
猪肉的摊点都挺近的，这些鱼、猪、羊肉会不会被
感染？

答： 流感病毒的传播途径既可以经呼吸道传
播， 也可通过密切接触感染的禽类分泌物或排泄
物等被感染，直接接触病毒也可被感染。目前杭州
市150家农贸市场及各相关企业，都已经要求加强
对家禽区的清理、消毒、通风，并且家禽区与其他
摊位相对隔离。 建议最好不要自行处理宰杀活禽
鸟类。

问：冰箱能杀死H7N9禽流感病毒吗？
答：流感病毒对低温不敏感，在自然环境，尤

其是凉爽和潮湿的条件下能够存活较长时间。 但
是对高温、紫外线、各种消毒剂都很敏感。 因此从
正规渠道、正规农贸市场购买的各种蛋类，经过高
温烹煮加工，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肉价跌 青菜涨
现在能吃些什么， 菜市场是一个“晴雨

表”。
在荷花池菜市场，过往人声鼎沸的禽类摊

位前几乎无人问津。 记者刚走上摊前，老板就
开始热情招呼：“我自家昨晚炖了半只鸡，没问
题，放心吃咯！ ”

老板自我体验式的推销方法，并没有打消
记者的顾虑。 毕竟光凭肉眼，难以判断这些鸡
有没有受到疾病感染。

在毛家桥市场，经营活鸡销售已经多年的
何老板， 经历过SARS以及历年来的禽流感事
件。 他认为，此次禽流感事件对家禽行业的影
响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前几天我们店里零
售加上给饭店供应， 每天至少能卖上百只。
自从禽流感传出后， 昨天卖了3只， 今天1只
都还没卖出去。” 面对这样的市场形势， 他更
担心开在老家的养鸡场的经营， “平时有固
定饭店来采购， 现在要是这样下去， 家里的
鸡怎么办？ ”

4月8日，在已经暂停活禽交易的长沙市马
王堆蔬菜批发市场，活禽摊位“禽”去“笼”空，
摊主更是难觅踪影。 销售家禽“白条肉”摊位前
也显冷清。 鸽子交易则已经完全移出市场以
外。

尽管我省尚未查出H7N9型禽流感感染病
例，但市民已开始“闻鸡色变”。 有意思的是，家
禽不好卖，“鱼老板”却忙坏了。 马王堆菜市场
一位活鱼供应商介绍，以前鲢鱼每天卖七八百
斤，现在每天可卖到千斤以上。 鳊鱼每天能多
卖三四百斤。

小菜摊前也门庭若市。 而跟着人气一起
“火爆” 的还有蔬菜价格。 “前两天茄子还两
块八一斤， 今天就涨到四块五， 豆角都卖到
四块五一斤了。” 正在买菜的望麓园社区刘婆
婆说。

长沙马王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主任王定邦说， 马王堆蔬菜市场承担着全省
60%、 长沙市85%以上的蔬菜供应。 蔬菜价格
有所上涨， 除受疫情影响外， 还因为目前长
沙蔬菜主要由外地供应。 他表示， 按照经验，
通常5月中下旬本地菜上市后， 菜价自然就会
回落。

不用刻意改变饮食习惯
针对目前市民普遍的担心，湖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防治科副科长、流行病学专
家刘富强博士表示，只要注意采取科学正确的
防护措施，不用刻意改变饮食习惯。

“虽然大部分的传染病与动物有关，但并
不代表就不能吃肉类食物了。 需要注意的是活
禽的宰杀加工等环节，最好不要自己处理。 烹
调的时候，一定要蒸熟煮透。 禽流感病毒普遍
对热敏感，65℃加热30分钟、煮沸（100℃）两

分钟以上可灭杀。 所有正规渠道购买并且烹调
熟透的禽肉和蛋类都是安全的，完全可以放心
食用。 ”刘富强介绍说。

在生活中， 人们喜欢吃开水冲鸡蛋、“溏
心”蛋、白斩鸡，或者把鸡血或鸭血涮火锅吃，
觉得这些东西鲜嫩可口、有营养。 其实，禽流感
病毒对低温抵抗力较强，在4℃水中可存活1个
月。 正是这些半生不熟的食物里才带有禽流感
病毒，食用过程中就可能进入人体，使食用者
患禽流感的危险性明显增大。

刘富强建议，五六分熟的鸡排、动物血类
制品、半生的鸡蛋、有血丝的白切鸡、火锅等最
好暂时别吃。 最安全的做法是，煮鸡蛋时要先
把鸡蛋外壳洗净放入水中， 水开后再煮7-8分
钟就可以拿出来吃，鸡肉、鸡血、荷包蛋都要煮
熟煮透或者煎熟了再食用。

刘富强认为， 预防传染性疾病， 注意饮
食卫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关键是健康生活
习惯的养成。 积极乐观的心态、 充足的睡眠、
适量的运动、 均衡的营养有助于身体保持健
康状态， 增强身体抵抗力。 同时要注意保持
室内空气流通， 注意个人卫生， 勤洗手， 打
喷嚏、 咳嗽时注意遮掩口鼻， 不随地吐痰，预
防感染他人。

蔬菜价格不断上涨， 叫人连呼“吃不起”；“带翅
膀”的，想吃却又不敢吃……在流感疾病易发、H7N9
禽流感阴影不散的当下———

吃什么，怎么吃
吃什么 ？ 最近

成 了 不 少 人 的 心
病。

4月11日，本报
96258新闻热线接

到家住长沙市芙蓉区蓉园小区
一名张姓女士的电话咨询 ：这
段时间受H7N9禽流感疫情的
影响， 长沙不少菜市场禽类交
易暂停。 这下张女士犯难了:今
天，吃什么？

张女士的女儿已经怀孕8
个多月，马上就要临产，生产以
后，是最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

但现在人们都在传， 最近不能
吃鸡 、鸭等禽类 ，更有甚者 ，凡
是 “带翅膀 ”的 ，一律不能吃 。
“原来坐月子，都要喝鸡汤补身
体。 现在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可
怎么办啊？ ”想着诸多“忌口”，
张女士开始担心女儿和她肚里
的宝宝。 荤菜现在只能吃鱼了，
猪牛羊肉也不敢买，怕有问题，
对 “孙子”产生不良影响。

张女士的困惑， 有一定的
代表性。 在流感疾病易发的季
节，吃什么？ 怎么吃？ 的确是个
问题。

本报记者 张权 黄晓辉 荆彩

热点“晒”场
编者的话

亲爱的读者 ， 呈现您面前
的 ， 是第一期 《96258·为您服
务 》 专版 。 我们的96258新闻热
线每天都接到读者大量新闻爆
料， 也有许多求助信息和希望通
过党报释疑解惑的诉求。 我们有
专职人员24小时接听电话， 并从
来电中选择带有普遍性的话题 ，
呈现在 《96258·为您服务》 专版
上， 集中为您解答和服务。 我们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进一步加强
与读者互动 ， 更好地为读者服
务。

请拨打我们的热线———为您
守候， 听您倾吐； 请关注我们的
专版———因您而生， 为您服务。

■小知识

为 您 服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