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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海天气是又湿又寒，各种取暖设备便“登堂入室”。这些产品在带

来温暖的同时，也存在许多安全隐患，甚至引起低温烫伤。如何安全使用取暖

设备？今天就一一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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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健康

暖宝宝
1、使用前要查看产品是否过期，有

无破损，以防内部制热材料漏出造成危

险；

2、不能直接接触皮肤，应贴在贴身衣

物（不要太薄）的外侧；

3、不要贴着暖宝宝入睡，否则极易在

睡着后造成“低温烫伤”；

4、不要贴在脚底，行走或站立时容易

使脚底温度升高造成烫伤，可贴在脚踝

处；

5、避免 12岁以下儿童接触，以防误

食或烫伤。

热水袋
1、充电热水袋：充电时要放在儿童不

可触及且两米开外的地方，更不得让儿童

操作充电过程，充电完成后应及时拔掉电

源线；

2、注水热水袋：不要直接注入沸水，

且灌水量不能超过总容量的 2/3，灌好后

一定要拧紧盖子；

3、使用热水袋时需用棉套包好，避免

与皮肤直接接触。不要抱着热水袋入睡，

以免睡熟后压破热水袋造成危险，可放于

脚部或仅用于睡前暖被。

电热毯
1、电热毯应作为睡前暖被使用，避免

睡眠时开启，以免发生“低温烫伤”或触电

事故；

2、电热毯上要另铺一层褥子，防止电

热毯被弯折或搓动出现漏电，也可避免与

身体直接接触；

3、幼儿不能使用电热毯，一旦夜间尿

床，浸湿的电热毯会有触电危险。

取暖器（包括暖气片、电油汀、暖风
机、小太阳等）

1、取暖器表面温度较高，要远离易

燃物品（如窗帘、桌布等）和有明火的地

方；

2、禁止儿童接触取暖器，以免烫伤。

在使用小太阳时，还要防止儿童直视造成

角膜灼伤；

3、在取暖设备上烘烤衣物时应设置

专门的烘烤架；

4、不要在浴室使用取暖器，以免遇水

发生漏电事故。

浴霸
1、浴霸要由专业人员安装，与人体安

全距离要达到40厘米以上；

2、洗澡时在浴霸下站立时间不宜过

长，以免造成“低温烫伤”；

3、婴幼儿仰面洗澡时，直视浴霸灯会

造成虹膜灼伤，长期暴露可能引起白内

障。家长需将浴盆放在离浴霸远一点的

地方，并侧身挡住浴霸灯光；

4、浴霸若长时间未使用，要检查线

路和灯泡，启动 3-5 分钟后无异常再使

用；

5、购买取暖用品时应选择正规厂家

出产的合格产品，如使用年限过长或频率

过高也应及时更换，以免因产品本身质量

问题造成危险。

健康小贴士

什么是低温烫伤？

低温烫伤是指皮肤长时间接触高于

体温的低热物体而造成的烫伤。

低温烫伤后，创面疼痛感不明显，仅

在皮肤上出现红肿、水泡、脱皮或发白的

现象，面积也不大，烫伤皮肤表面看上去

不太严重，但创面深的严重者甚至会造成

深部组织坏死，如果处理不当，严重者会

发生溃烂，长时间无法愈合。

每年11月到来年3月，是心血管病高

发和猝死的高峰期。

心脏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泵”，通过

动脉将血液输送到全身各处，而供应心

脏本身的动脉则称为“冠状动脉”。冠

心病的形成是由于胆固醇沉积在血管

壁上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心脏的血流减

少，因心肌供血不足引起心绞痛。若冠

状动脉粥样斑块破裂并形成血栓，堵塞

管腔使心肌完全失去供血，便会引起心

梗或猝死。

冬季气温逐渐降低，人体血管收缩，

易导致血液流通受阻，血管阻塞，从而诱

发冠心病的发作和复发。为了安全度过

寒冷的冬季，心血管疾病患者和中老年人

要注意以下 8个方面，提前做好预防，安

全度过冬季。

1、规范用药
心血管疾病是一种慢性疾病，患有心

血管疾病的人要按时、规范用药，并要根

据气候变化，在医生指导下调整药物，尤

其是合并高血压的患者，更应严格用药，

控制好血压。

2、注意保暖
冬季做好防寒保暖很关键。血管，尤

其是冠状动脉，在天气寒冷时容易收缩、

痉挛，发生供血不足，并可能导致栓塞。

冬季气温低，室内外温差较大，会反射性

地引起血管收缩，诱发心绞痛，增加心血

管意外事件的风险。

3、避免食用冷饮
由于现在家庭普遍使用空调或取

暖设备，有时候冬季室内气温很高，血

管处于扩张的状态。在进食冷饮后，大

多数患者肠道会遭受刺激，并导致血管

收缩、血压飙升，可能诱发心绞痛、心

梗。

4、适当运动
长期坚持运动锻炼能改善心脏功

能，但要合理安排运动时间和运动量。

冬季，老年人睡醒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

床上躺一会。清晨人体血管应变力最

差，是急性心梗发生高峰时段，心脏不好

的人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

锻炼时间和形式，如果是心血管病患者，

冬季不宜晨练。冬季可选择在中午或下

午气温较高时运动，此时温度回升，可避

免机体突然受到寒冷刺激而发病。冬季

健身推荐散步、慢跑、太极拳等不太激烈

的运动。

5、合理膳食
日常饮食中要低盐低脂，成年人每

人每日摄盐量宜小于 6克，多食用膳食纤

维充足的食物。由于冬季人体运动量减

少，大量进补热性食物和滋补药酒，很容

易造成血脂增高，诱发心血管疾病，因

此，冬季一定要根据个人体质，适宜进

补。此外，冬季气候干燥，早起或晚睡前

最好喝杯温开水，有利于稀释血液、预防

便秘。

6、预防便秘
心血管疾病患者发生便秘时，不要

用力屏气排便，也不要急躁，不妨用温

水冲点蜂蜜，或者喝一小勺香油、橄榄

油，也可用蓖麻油润肠。另外，使用润

肠药、番泻叶冲水或开塞露等药物也可

以。心血管疾病患者首先要养成每天

定时排便的习惯。在膳食平衡的基础

上，多吃富含纤维素的食物、绿色蔬菜

和水果等，例如芹菜、韭菜、苹果等。喝

水也必不可少，尤其是晨起后喝一杯白

开水或蜂蜜水，有利于通便。最后，自

我按摩和运动也对通便有好处。心血

管疾病患者应保证至少两天一次大便，

如超过两天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口服

缓泻药、应用开塞露等。

7、心态平衡
情绪激动是心血管病的大忌，心血管

疾病患者尤其要放宽胸怀，避免情绪起伏

太大。

8、戒烟限酒
烟草中的烟碱会使人心跳加快、血压

升高、心肌耗氧量增加、血小板的粘附性

增加，过量饮酒会造成心肌收缩力降低，

因此，心血管疾病患者必须严格戒烟限

酒，防止增加心脏负担，引起严重的心律

失常或促使动脉粥样硬化。

张琦，陆家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一名公共卫生主管医师。1986年

从卫校毕业后，他在工作岗位上一干

就是 30多年。多年来，工作模式、工

作内容不断改变，不变的是他一如既

往的工作态度和热情。

真诚工作 实意为民

张琦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医务人

员，一直为社区百姓的健康服务。刚

参加工作时，张琦还是个年轻小伙，身

高1.8米，身形魁梧。在协助上级机构

做好卫生监督协管时，他热情负责的

办事态度给辖区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留

下深刻印象，有些人至今还记得他真

心实意指导规范行商的工作态度。

工作早期，张琦多年从事公共场所

卫生监督工作，对辖区里各类场所了如

指掌。后来，张琦接手了性病、艾滋病

防治工作。根据要求，新工作需要开展

三小场所（小发廊、小足浴店、小旅馆）

的性病、艾滋病监测，女服务员需要验

血和体检，如果对方不配合，工作开展

难度就较大。张琦每月上门两次，与经

营者沟通、聊天，每次去还都带些对方

喜欢的宣传品及小礼物等，同时宣传各

类防病知识。渐渐地，相关场所的从业

人员对张琦产生了信任感，感受到他真

心实意帮助大家预防疾病的心意，对于

抽血、体检等要求，都会主动报名，即便

遇到需要更多采样对象的情况，张琦也

能顺利完成任务。一年时间里，张琦的

工作成绩排全区第一，之后的每年，也

都是名列前茅，在他的传帮带下，潍坊

社区等周边几个兄弟单位的工作成效

也有了显著提高。

迎接挑战 以勤补拙

2015 年开始，张琦根据单位安

排，负责传染病防治和消毒条线。这

项工作需要每天留意传染病专报网上

的疫情，一旦发现，及时处理，并指导

工厂企业、社区、居委、学校、居民家庭

开展消毒工作，防止二代病例产生。

此时，张琦已年近 50，新岗位对于他

是个巨大的挑战。从最初的疫情处置

的流程、应急物资准备、资料整理的摸

索阶段，到现在各项工作都得心应手，

张琦付出了大量努力，充分体现了以

勤补拙的工作态度。

一年365天，除了外出旅游，张琦

每天两次登录网站，查看传染病报告

卡，及时发现疫情，与患者沟通，跟踪

病情最新进展。2018年的大年初一，

单位领导在巡视时惊讶地发现，张琦

已在办公桌前浏览疫情近 1个小时。

在随访追踪患者病情时，张琦也经常

加班。

2018年 9月，某四川籍外来务工

人员陈某先后在两家医院就诊肝病，

第一家医院报告出来后，其肝功能指

标4000多，张琦从网上发现疫情后，当

天就跟他联系，要上门了解情况并指

导消毒。此时已晚上6点多，陈某还在

第二家医院等化验单。张琦连忙赶到

医院，发现患者是个文盲，遂根据化验

单提示告诉患者，检验报告要第三天

才能出来，劝其早点入住新区传染病

医院，并核实了患者身份信息，直到晚

上8点多才到家。类似的情况，在张琦

的日常工作中很常见，有时候患者还

会带有防备心理，都是张琦耐心解释，

才让患者消除戒备，将个人真实信息

告诉张医生，并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热情周到 一丝不苟

传染病应急事件处置也是张琦的

主要工作之一。张琦需要每天上网浏

览疫情，主动识别出可能的聚集性疫

情，一旦发生，他便立即赴现场进行处

置。居委小区、幼儿园、小学、中学、工

厂、企事业单位等，每到一个地方，张

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热情周到的

服务意识都能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2017年 3月春季开学伊始，辖区内一

所小学的卫生老师打来紧急电话：该

校二年级某班近期许多学生出现呕吐

症状。接报后，张琦第一时间赶赴学

校，了解基本情况，协助疾控中心的医

生做好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消毒措施

的指导。第二天早上 7点，张琦又早

早来到学校参与校方的晨检工作，掌

握新发病例情况；下午3点，学校放学

后，张琦再一次来到学校，督促并指导

学校做好终末消毒工作。每天周而复

始，直至连续 3天学校没有新发病例

报告，疫情终止，警报解除，张琦才放

下心来。

如果说家庭医生是每个家庭的健

康守门人，那么，张琦就是社区的健康

守门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作为一名

公共卫生医师，我愿更好地为社区群

众服务，做好社区群众的健康守门

人”。曾经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两鬓

斑白，张琦就像国家公卫事业的一颗

螺丝钉，在基层挥洒自己的青春，发光

发热，永不生锈。

冬季取暖谨防低温烫伤

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记陆家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张琦

规范用药 注意保暖 合理膳食 适当运动

提前预防 安度心血管疾病高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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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协办：浦东新区疾控中心 浦东新区健康教育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