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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健康

今年 6 月 26 日是第 30 个国际禁毒

日。近年来，国内外禁毒形势不容乐观，

因毒品引发的犯罪和社会问题日益增多，

包括导致艾滋病的感染与传播。一旦沾

染上毒品，不仅会花费巨资，使得个人和

家庭陷入“泥潭”，更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

价。

近年来，不少新型合成毒品广泛流通

于市场。这些毒品无色无味，可能被包装

成奶茶、跳跳糖、巧克力的样子，也可能伪

装在茶叶、果冻、干花中。这种毒品渗透

进歌厅、舞厅等娱乐场所中，使很多人在

不经意间染毒，走进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曾经的“毒王”海洛因，是一种镇静

剂，新型毒品的代表——冰毒，是一种兴

奋剂。两者最大的区别是，海洛因主要是

生理上的依赖，而冰毒主要是心理上的依

赖。冰毒吸一次必上瘾，吸两年可造成精

神疾病。因它产生的精神症状是不可逆

的，而且冰毒很难戒掉，吸食者的结局通

常是“身体搞垮、家破人亡”，其威力已经

赶超海洛因成为新的“毒王”。

冰毒带来强烈的性快感，是吸毒者选

择冰毒的重要原因。吸毒者多为中青年，

毒品会大大增强性欲，吸毒后极易发生滥

交和群交，很容易导致艾滋病的传播。许

多吸毒者承担不起巨额的花费，不得不卖

血或卖淫以获取毒资，这样也很容易感染

艾滋病或其他性病；吸毒者毒瘾发作时，

会急不可待地由静脉推入毒品，一个注射

器常常多人共用，只要有一人是HIV感染

者，其他共吸者就很容易被传染艾滋病。

艾滋病有很长的潜伏期，处于潜伏期

的感染者还没有发病，他们看起来和健康

人一样。我国目前大约有三成艾滋感染

者或病人，还不知道自己已感染艾滋病，

他们很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HIV
传给其他人。HIV有三种传播途径，包括

性接触、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其中性接

触为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因吸毒而感染

HIV，不仅可能通过血液传播，也可能因

致幻、兴奋而发生性传播。

远离毒品小贴士

1、拒绝接受陌生人的馈赠；

2、慎重交友；

3、不要轻信他人；

4、远离染毒场所；

5、及时反映、求助于长辈或警察；

6、态度坚决，绝不尝试第一次。

近期，本市一些中小学校、托幼机构

受到了诺如病毒的“打扰”，出现了聚集性

的呕吐、腹泻病例，引起了社会广泛关

注。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孩子养成良好卫

生习惯，有助降低诺如等肠道传染病的感

染风险。

诺如病毒传染快

诺如病毒传染途径多、存活时间长。

该病毒可以通过人传人、经食物和经水传

播，人传人主要通过病人的排泄物、呕吐

物产生的气溶胶或间接接触被污染的环

境而传播。诺如病毒的感染剂量低，在环

境中存活时间长，对常用消毒剂有抵抗

力。普通人群对诺如病毒普遍易感，且感

染后不能获得持久免疫力，此外，诺如病

毒的健康带毒者也是传染源。

诺如病毒潜伏期通常为 12-48 小

时，病人在潜伏期即可排出病毒，排毒高

峰在发病后 2-5天，持续约 2-3周。诺如

病毒感染发病以轻症为主，最常见的症

状是腹泻和呕吐，其次为恶心、腹痛、头

痛、发热、畏寒和肌肉酸痛等。有研究显

示，在成人中，腹泻更常见，而儿童比成

人更易出现呕吐。诺如病毒感染病例病

程较短，症状持续时间平均 2-3天，为自

限性疾病。

可防可控讲卫生

肠道传染病可防可控，喝开水、吃熟

食、勤洗手——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能有

效降低各类肠道传染病的感染风险。

诺如病毒具有发病急、传播速度快、

波及范围广等特点，在托幼机构、学校、老

年护理院等集体单位常引起聚集性疫情。

从个人角度预防诺如病毒感染需要

做到 5 个方面：平时养成正确的洗手习

惯，掌握正确的洗手方法，勤洗手、认真

洗手、勤剪指甲；注意饮食饮水卫生：瓜

果蔬菜洗后再吃，不吃无证路边摊、吃熟

食、喝开水；发生感染症状及时就医，不

隐瞒病情；发病期间居家休息，严格掌握

隔离期，隔离至症状消失后 72小时方可

入园、入校；健康学生与发病学生应减少

密切接触。

作为家长，也应做到以下 3点：积极

配合学校工作，做好患儿的居家隔离工

作，及时反馈病情及就诊信息；做好家庭

卫生：餐具、水杯等一人一用，不能多人合

用，衣被等及时清洗消毒；养成良好的食

品加工习惯，贝壳类水产品应当采用烧熟

煮透的深加工，并注意生熟分开存放。

每年暑假都是旅游高峰期，此时，不

仅天气炎热，且景区往往人数众多，在“游

山玩水”之时，要提前做好攻略和应急预

案，远离意外伤害。

提前做好出行预案

在出行前对景区有个了解，提前知晓

相对危险区域，以便应对。夏季出行还需

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并注意喝水，防止晒

伤和中暑。前往险峻处观光时应充分考虑

自身条件，不强求或抱侥幸心理。参与各

类惊险刺激项目时，应根据自身身体状况

进行，避免参与自身身体无法适应的活动，

同时做好防护工作。参加水上游览或活动

时，注意乘船安全，一定要穿戴好救生衣，

防止溺水。不要因为天气炎热，看到江河、

溪流、瀑布或湖泊等水域就私自跳下去游

泳或者玩水，一旦发生溺水事故，后果不堪

设想。乘坐缆车或观光运载工具时，应服

从景区工作人员安排，碰到超载、超员或其

他异常时千万不要乘坐。游览期间游客尽

量三两成群，不要独行，防止走散或者迷

路。学会识别旅游区危险标识，经过危险

地段（如陡峭、狭窄、潮湿易滑的道路等）不

要拥挤，迅速安全通过。

夏季旅游还有可能遇到雷雨、台风、热

带风暴、泥石流、洪水、海啸等恶劣天气和

自然灾害，碰到这些情况应听从景区工作

人员或导游指挥，远离危险地段或危险地

区，切勿进入景区规定的禁区内。旅行途

中不乱丢烟头等易燃物品，以防发生火灾。

带孩子出行注意事项

年龄太小的儿童不宜被带进地势险

要的景区，建议带这些孩子去儿童游乐园

或以人文历史为主的景区。不要抱着孩

子在栏杆边或悬崖边等高处张望，以防高

处坠落。不要带着孩子前往深水水域或

危险河道，以防孩子发生溺水事故。不要

让孩子脱离大人的视线，尤其在进行漂

流、爬山或追逐嬉闹时，家长要做好引导、

教育工作，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陡峭的岩石

上、湍急的水流边张望、拍照。

发生意外事故如何处理

如果人群发生慌乱拥挤，你一定要顺

着人流的方向靠边走，尽量保持身体平

衡，千万不要弯腰捡东西或系鞋带。万一

被人群挤倒，要用手抱头蜷起身体保护好

头、胸、腹部安全，并大声呼救。如果不小

心迷失方向，原则上应原地等候导游或其

他人员的到来或打电话求救。

如果不幸落水，又不会游泳，应保持

镇静，大声呼救，争取救援时间。碰到意

外落水的人，你不会游泳，就大声呼救，叫

别人来施救；如果看到救生圈等救生物品

就丢给落水者；有长度合适的物体，可以

伸给落水的人让他抓住，把他拉上来，绝

对不能擅自下水救人。

在炎热的夏季，老年人、婴幼儿、儿

童、精神疾病患者及慢性病患者最易中

暑。在高温天气里进行重体力劳动或剧

烈的体育运动，即使是健康的年轻人也可

能发生高温中暑，甚至死亡。日常生活

中，如何避免在高温天发生中暑？

1、大量饮水。在高温天气里，需要增

加液体的摄入，不能等到口渴才喝水。饮

水应少量多次，水温不宜过高。同时，不

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这些饮

料会导致失去更多的体液。还应避免饮

用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胃部痉挛。

2、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大量出

汗导致体内盐分与矿物质流失，运动饮料

可以帮助人们补充身体所需要的盐分与

矿物质。如正在进行低盐饮食，喝运动饮

料或服用盐片之前，应当咨询医生。

3、注意饮食及休息。夏季饮食尽量

清淡，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多补充蛋白质、

维生素和钙，多吃水果、蔬菜。夏季应保

证充足的睡眠。

4、穿着合适的衣服并涂抹防晒霜。

尽量选择轻薄、宽松及浅色的服装。在室

外活动时，要注意防晒、降温，可以佩戴宽

帽檐的遮阳帽、太阳镜，并涂抹SPF 15或

以上的防晒霜。

5、待在凉爽的环境里。高温天气尽

量在室内活动，有条件的应开启空调。电

扇虽可暂时缓解热感，但气温升高至32℃
以上，电扇对减少中暑发生效果甚微。如

果家里没有空调，可以借助商场、图书馆

等公共场所避暑。

6、仔细计划行程。高温天气尽量避

免外出。如果一定要在室外活动，尽量将

时间安排在早晨或者傍晚，避开正午时段，

多在背阴处活动或休息，避免太阳直晒。

寻医问药 政策咨询 投诉建议
市民朋友可以拨打卫生热线

1231232020
上海市12320卫生服务热线网站：www.12320.sh.cn

上海市健康在线网站：www.she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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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猛如虎 生命贵如金

诺如病毒的出现和发现可谓是“历

史悠久”了。1968年，美国诺瓦克镇一所

小学发生急性胃肠炎暴发，1972年，科学

家在此次暴发疫情患者的粪便中发现一

种病毒颗粒，命名为诺瓦克病毒（Nor-

walk virus），此后世界各地陆续从急性胃

肠炎患者粪便中分离出多种形态与之相

似但抗原性略有不同的病毒颗粒，统称

为诺瓦克样病毒。2002 年，国际病毒命

名委员会统一将诺瓦克样病毒改称为诺

如病毒。诺如病毒变异速度快，每隔2-3

年即可出现全球流行的新变异株。2002

年以来，GII.4 基因型一直占据全球诺如

病毒暴发疫情的主导地位。我国自2014

年冬季以来，GII.17变异株所致的疫情大

幅增加。2016 年底起，我国在诺如病毒

疫情中检测出 GII.2 型，成为流行暴发的

优势毒株。

诺如病毒发展史

高温防中暑 有这六招就够了

安全“游山玩水”远离意外伤害

陆家嘴地区健康促进平台整合资源优势

警民合作把健康带进校园
自 2013年起，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第一分中心、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

局交警支队二大队合作在陆家嘴地区内

建立“健康生活、安全出行”健康促进合作

平台，围绕公共卫生问题、交通安全问题，

整合合作单位现有的资源优势，开展并提

升健康促进工作。

积极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健康促进合作平台旨在倡导健康的

支持性环境，以社区为基础，固定受众，提

高辐射能力，普及健康、安全知识，增强人

们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平台自运行以来，两家单位已联合举

办了20余场主题宣传活动，将高血压、脑

卒中等宣传册及健康知识送到了社区的

居民手上；将手足口病、猩红热、水痘等幼

儿常见传染病知识送到了幼儿园老师和

家长的手里；将肿瘤预防保健、中医养生

理念在地铁口向来来往往的上班族宣传；

将预防高温中暑和夏季虫媒传染病预防

的小贴士送到了在工地战高温的农民工

手里。

今年，平台根据新区疾控中心全年

的主题健康宣传日，结合中小学和幼托

机构的实际需求，开展校园健康促进主

题活动。

在社区建立校园健康
促进平台

今年，该平台在潍坊社区开展先行先

试，将健康知识送进辖区内的每一所学校和

幼儿园，将实践与演练深入到每一间教室。

今年3月，新区疾控中心协同潍坊街

道办事处、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召集了

潍坊社区 11家中小学和 6家托幼机构的

卫生负责人，召开 2017年学校重点传染

病防控工作会议。同时，建立了以街道办

事处为支撑、区疾控中心为技术指导、学

校和幼托共同参与的潍坊社区校园健康

促进平台，开启了 2017年陆家嘴地区健

康促进平台“把健康带进校园”的系列活

动。

4月手足口病宣传周期间，平台走进

潍坊社区的幼儿园，与幼儿们开展手足

口病健康知识的互动游戏、向教师和保

育员开展手足口病消毒隔离的现场技能

培训、向家长开展手足口病患儿护理的

健康宣教。今年“12.1世界艾滋病日”之

际，还将与新区艾滋病健康讲师团一起

在潍坊社区的中学校园开展巡讲。

开展传染病防控知识
健康巡讲

近年来，聚集性手足口病、聚集性

腹部不适、聚集性水痘在中小学和幼儿

园频发，事件发生后给校园的教学秩序

带来不少影响，有些事件甚至会给家长

带来恐慌。若学校和幼儿园能够在平

时工作中重视并落实预防措施，这些情

况都能避免。2017年，健康促进平台计

划让传染病防控知识讲座走进教室，面

向学生、教师、保育保洁等职业人员开

展针对性的培训，通过健康讲座、现场

演练、实践操作等多种形式，将学校和

幼托机构常见传染病预防宣教落到实

处。

良好卫生习惯可降低感染“诺如病毒”
喝开水、吃熟食、勤洗手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