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E-mail:yaoqin@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姚琴 美编/吴婷 2015.4.14

本报社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716号B楼 邮政编码：200135 总机：021-68540066转各部门 广告经营许可证：3101520080003 浦东时报社南汇工作站：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北门大街58号 邮政编码：201300 电话：021-58000312 印刷：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HEALTH 健康

疟疾，俗称“打摆子”“瘴气”“冷热

病”，是常见的危害人体健康的寄生虫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信息，

2012 年全球 97 个国家和地区约有 34
亿人受疟疾威胁，并约有 2.07亿疟疾

患者，大多数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的五岁以下儿童。在2000年至2012年

期间，通过大力推广疟疾干预措施，全

球疟疾死亡率下降了 42%，约拯救了

330 万人的生命。在世卫组织非洲区

域，五岁以下儿童的疟疾死亡率下降

了54%。同时，2000年存在疟疾传播的

103个国家中有 52个正在按计划实现

“到 2015年使疟疾发病率减少 75%的

目标”。尽管有此进展，但疟疾在全球

多个国家仍在流行，全球仍有数百万

疟疾患者仍不能得到预防和治疗。

我国政府积极响应联合国提出的

在全球根除疟疾的倡议，在 2010年全

面开展消除疟疾工作，上海市也于

2010年颁布《上海市消除疟疾行动计

划》，计划在2015年上海市范围实现消

除疟疾目标。浦东新区政府高度重视疟

疾的防治工作，全面贯彻“预防为主、科

学防治”的方针，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的原则，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做好疫点

处置与防灭蚊，提高居民健康知识，同

时建立了以疾病预防控制部门为主包

括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在内的相对完善

的疟疾监测体系。浦东已经连续5年无

本地疟疾病例，无疟疾死亡病例。

认识疟疾

引起疟疾的病原体是疟原虫，疟

原虫是一种很小的寄生虫，由蚊子传

播，当蚊子咬人吸血时，把疟原虫带入

人体血液，引起传播流行。寄生于人体

的疟原虫有四种，即间日疟原虫、三日

疟原虫、恶性疟原虫、卵形疟原虫。

疟疾根据发作周期可分为每天发

作、隔日发作、隔两日发作三种。得了

疟疾以后最主要的症状是“发冷”，并

且发抖得很厉害，这在医学上叫做“寒

战”，大约持续几分钟左右就开始发高

烧了，热度可以高达 40℃，大约经过

3-4 小时以后就出大汗，体温逐渐下

降到正常。

除了发冷、发烧以外，病人常常感

到无力、疲乏、不想吃东西，头晕、背部

四肢酸困。若是小孩，有时可出现抽

风。重症疟疾病人，可见昏迷、谵语、脖

硬、危及生命。

人口流动容易造成疟疾的传播。

疟疾的传播媒介——蚊,叮刺吸入患

者或带虫者的血后，再叮刺吸入正常

人的血时，就将疟原虫传给后者。疟疾

的流行与当地的温度、雨量是否适合

蚊虫和疟原虫的发育、繁殖关系密切。

如何预防疟疾

做好防蚊、灭蚊。清除垃圾、杂草、

填平污水坑；挂好门帘、窗纱、使用蚊

帐；可喷洒灭蚊灵，也可点蚊香、灭蚊

片及艾蒿等。由于疟疾的传染来源主

要是患疟疾的病人和带虫者，故要积

极治疗疟疾病人和带虫者。

可以用药物来预防疟疾，目前常

用预防药物有乙胺嘧啶等，一般每星期

吃药一次就可以达到预防目的，但需要

经常服用。患了疟疾，应及时治疗，常用

药物有氯喹和伯喹，治疗恶性疟疾使用

青蒿素类复方制剂疗效较好。

今年 4 月 25 日是第 30 个“全国儿童

预防接种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预防接

种——孩子的权利，社会的责任”。预防

接种工作是政府提供的一项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直接、最

有效、最经济的策略和措施，是我国卫生事

业中成就最显著、影响最广泛的工作之

一。我国自1978年实施免疫规划以来，通

过接种疫苗，显著减少了麻疹、百日咳、白

喉、结核、破伤风等疾病的发病和死亡，乙

脑、流脑等发病人数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2000年我国已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

在第 3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即

将来临之际，浦东新区疾控中心提醒市民：

儿童预防接种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的工作，关系到儿童的健康和家庭的幸福，

所以，请家长一定要支持、配合儿童的预防

接种工作，按照免疫程序，及时带儿童到居

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接种各

类疫苗。目前上海市免费接种的一类疫苗

种类有 11种，可预防 12种疾病，另外各接

种门诊还提供适合儿童接种的预防水痘、

肺炎等自愿自费的二类疫苗。

儿童出生后，家长应详细阅读预防接

种证上介绍的预防接种常见问题解答，带

儿童前往接种门诊接种疫苗前，应仔细阅

读预防接种证上所附的需接种疫苗的知情

同意书，以了解本次要接种疫苗的信息、疫

苗的禁忌症、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等，并将

儿童近期的健康状况如实地告诉医生。

儿童接种疫苗后须在接种门诊至少留

观 30分钟后再回家，回家后应适当休息，

多饮温开水，并注意接种局部的清洁。个

别儿童接种后1-2天会出现低烧或局部红

肿，不用特殊处理，1-2天即可自行消退。

若体温较高（≥38.5℃）且持续数日，或出

现其他更严重的症状，应及时就诊治疗，以

免延误病情。

儿童家长或监护人要妥善保管预防接

种证，每次接种时都要携带此证，并按预约

日期给儿童接种疫苗。我国明确规定，托

幼机构、学校在办理入托、入学手续时，要

实行查验预防接种证制度，所以，家长应长

期妥善保管预防接种证。

进入 4 月，天气开始转暖，也即将

进入肠道病毒的流行期，其中手足口病

的发病也将进入高峰期，值得引起关注。

引起手足口病的病毒属于肠道病

毒，可由多种型别引起，常见的有

CoxA16、 EV71、 CoxA10、 CoxA6 等 。

同一儿童可因感染不同型肠道病毒而出

现多次发病。

手足口病症状

手足口病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均为

本病的传染源，无症状感染者难以鉴别

和发现。发病前数天，感染者咽部与粪

便就可检出病毒，通常以发病后一周内

传染性最强。肠道病毒可经胃肠道（粪-
口途径） 传播，也可经呼吸道 （飞沫、

咳嗽、打喷嚏等）传播，亦可因接触患

者口鼻分泌物、皮肤或粘膜疱疹液及被

污染的手及物品（如玩具、奶瓶、餐饮

具等）造成传播。人对人肠道病毒普遍

易感。发病人群以5岁及以下儿童为主。

手足口病潜伏期为 2-10 天，平均

3-5天，病程一般为7-10天。

一般起病较急，出现发热，病人口

腔内出现疱疹，手脚和臀部出现斑丘疹

或疱疹。部分患儿无发热，仅有皮疹。

手足口病一般多为轻症，预后良好。但

有少数病例病情凶险，可能发展成重症。

肠道病毒传染性强、隐性感染比例

大、传播途径复杂、传播速度快，控制

难度大，容易出现暴发和短时间内较大

范围流行。所以，托幼机构、看护点、

学校、社会早教机构等儿童聚集场所都

是手足口病流行的重点场所。

预防手足口病措施

●重视手卫生
保持手的清洁卫生在预防手足口病

中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儿童应从小培养起

良好的洗手习惯，而且照护儿童的家长、

保育员等护理人员也应保持良好的手卫

生习惯。

正确的洗手方法：
1、采用流动水洗手，使双手充分浸湿；

2、取适量肥皂或者皂液，均匀涂抹至

整个手掌、手背、手指和指缝；

3、认真揉搓双手至少 15 秒钟，应注

意清洗双手所有皮肤，清洗指背、指尖和

指缝，可按以下操作：

（1）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揉搓；

（2）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揉搓，交

换进行；

（3）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指缝相互揉搓；

（4）弯曲手指关节在掌心揉搓；

（5）右手握住左手大拇指旋转揉搓，

交换进行；

（6）将五个手指尖并拢放在另一手掌

心旋转揉搓，交换进行；

（7）注意手腕部的清洗。

4、在流动水下彻底冲净双手，手洗净

后用干净纸巾或毛巾擦干双手，毛巾不得

共用。

●注意环境卫生
1、居室要经常通风，勤晒衣被；

2、婴幼儿使用的奶瓶、奶嘴及儿童使用

的餐具、杯子等使用前后应充分清洗、消毒；

3、注意居家周围环境整洁，垃圾不随

意乱扔，做好防蝇、防鼠、防蟑螂等措施；

4、手足口病流行期间不宜带儿童到

人群聚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

5、入托儿童应每日配合保健老师进

行晨检；

6、定期对玩具、活动室、寝室、教室、

门把手、桌面等物体表面进行擦拭消毒；

7、集体机构每日对厕所进行清扫、消毒。

目前,恶性肿瘤已成为严重危害广大

市民身体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浦东新

区恶性肿瘤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据

浦东新区肿瘤登记报告数据显示，浦东新

区发病前五位的恶性肿瘤依次为肺癌、结

直肠癌、胃癌、肝癌及乳腺癌。其中男女

发病顺位略有不同，男性发病前五位依次

为肺癌、结直肠癌、肝癌、胃癌及前列腺

癌，女性发病前五位依次为乳腺癌、结直

肠癌、肺癌、甲状腺癌及胃癌。

以“科学抗癌，关爱生命——抗击癌

症，从了解开始”为主题的上海市第二十

七届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4月15日至21
日在浦东新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院

同时展开。

近期国际抗癌联盟（UICC）在世界范

围内做了一次调研，发现在中低收入国

家，人们对癌症的看法很悲观，往往谈癌

色变，认为癌症没有什么治疗办法，患癌

症就等同于被判死刑。而在高收入国家

人们对癌症持此看法的较少。随着医学

的发展，人们对癌症认识的加深，尤其在

各个国家都普遍重视癌症的病因预防和

早诊早治，以及临床医学诊疗技术的提

高，全世界范围内对癌症的治疗现状较以

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目前关于对抗癌症的科学研究已经

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个人和社会需要

认识到至少 1/3 的癌症可以通过减少饮

酒、健康饮食和加强体育锻炼得到预防。

如果减少吸烟，50%的癌症可以预防。虽

然没有熟知所有癌症的早期表现，但对于

一些癌症，如乳腺癌、宫颈癌、结直肠癌、

皮肤癌、口腔癌和一些儿童恶性肿瘤，实

施早期筛查计划和治疗，益处是显而易见

的。有数据表明，通过筛查可以使女性宫

颈癌的死亡率降低 80%甚至更多，30-40
岁的女性进行宫颈癌筛查，其患病风险可

降低25%-36%。

多年来，我国对癌症控制的策略是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重在“三早”（早期发

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上海市每三年

开展一轮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浦东新区

2014-2016年开展第二轮社区居民大肠癌

筛查。通过开展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提

高市民大肠癌防治知识知晓率，提高大肠

癌及其癌前病变早诊率和治疗率，降低大

肠癌死亡率和未来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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