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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健康

去年11月，央视新闻频道报道了某省

一中学结核病聚集性发病事件，让大家再

次认识到肺结核病（痨病）依然潜伏在人群

当中伺机而动。此次事件给教育和卫生部

门敲响了警钟。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一直密切关注学生、幼托儿童、教师、保

育员及保姆等校园相关肺结核病患者，一

旦发现学校肺结核病例，及时到现场进行

流行病学调查、确定密切接触者，并组织筛

查及现场消毒等疫情控制工作。

结核病又称肺痨、痨病，是由结核分枝

杆菌通过呼吸道传播引起的慢性传染病。

带结核菌的飞沫是主要传播媒介，最常见

的病患发生在肺部，称为肺结核。健康人

群吸入排菌的肺结核患者咳嗽、咳痰、打喷

嚏时形成的带有结核分枝杆菌的飞沫气溶

胶，在体内形成感染。感染后约5%的感染

者短期内（通常指1-2年内）发展成为活动

性肺结核；约 95%的感染者体内的结核菌

进入长期的“潜伏”状态，其中，约有 5%人

群会在几年至几十年后从潜伏状态发展成

为活动性肺结核。

调查显示，20-25 岁年龄组存在结核

病发病小高峰，此年龄段与在校年龄有部

分重叠。学校是人员聚集、彼此接触时间

较长的集体单位，更容易发生呼吸系统传

染性疾病。新区疾控中心监测显示，2017
年全区共发生学校肺结核病82例，其中教

师6例，学生76例（大专及本科学生病例占

75%），学校应是结核病防控密切关注单

位。

如果孩子的同学患了肺结核病怎么

办？首先，确定孩子与患者是否有密切接

触史。密切接触史是指是否同班师生、同

宿舍同学。如果在密切接触者筛查中再发

现 1例及以上肺结核病例，需将密切接触

者筛查范围扩大至与病例同一教学楼和宿

舍楼楼层的师生。同时，根据现场情况判

定，也可适当扩大筛查范围。如果没有密

切接触史，但孩子有咳嗽、咳痰超过两周，

也应筛查肺结核。密切接触者需要接受肺

结核病筛查。

在校生若确诊为肺结核病，根据《关于

印发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2017 版）

的通知》（国卫办疾控发〔2017〕22 号）要

求，根据临床及实验室判断，需要病休治

疗，直至治愈/治疗成功，并凭结核病定点

医院证明复课。

痨病，即肺结核病，目前仍是影响我

国人民健康的重大传染病。我国发病人

数仅次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全球排

第三。肺结核的治疗疗程长，一般需要

6-8月，容易发生中途自行停药、漏药等

不规则治疗。新区疾控中心有一群医

师，他们全程跟踪每位确诊肺结核患者

的治疗进程，一旦发现不规则治疗患者，

立即随访催复，避免因不规则治疗而造

成的治疗效果下降，甚至耐药肺结核的

发生。

张懿行医师就是其中的一员，自

1996年参加工作以来，他一直从事结核

病临床治疗和预防控制工作。

入职初期，张懿行在浦东新区肺科

医院从事肺结核病治疗工作，目睹了许

多因重症肺结核而病逝的案例，使他对

这个古老的传染病有了深刻的认识。医

生强烈的使命感在他的内心油然而生，

并确立了为结核病防治事业奋斗终生的

人生目标，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在这

一平凡而伟大的工作岗位上。

浦东新区每年新发肺结核患者超过

1500例，而其中约 10%会发生不能遵从

医嘱治疗。虽然疾控中心及社区公卫医

师不给患者开药，但他们是医疗服务的

延伸。在整个疗程中，他们要掌握患者

服药情况、副反应情况、治疗效果，确保

临床医师的医嘱落到实处。自参加工作

以来，张懿行以解除患者的病痛和困难

为己任，帮助经济困难的结核病人解决

实际问题、纠正患者错误服药方式、指导

患者正确规范的治疗，少走弯路。

不规则中断治疗的原因很多，有过

临床工作经历的张懿行非常清楚不规则

治疗会引发的严重后果，因此，一旦发现

不规则治疗患者，他都实地家访，现场分

析患者胸部X线病灶，详细解释不规则

治疗的危害性，正反举例，耐心劝说、鼓

励和支持，给予治疗方面的建议，让他们

能够重拾信心，及时和结核病定点医院

肺科门诊沟通，共同商讨修改方案，帮助

患者恢复健康。

在十几年的家访工作中，张懿行用

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满怀关切的信念成功

追回网吧中迷茫的青年网管、忙碌的中

年出租车司机、痴迷舞蹈的翩翩少年、走

投无路的外来打工者、焦虑无助的年轻

白领、倔强固执的年长病患……每一个

人都是一个故事，张懿行无怨无悔，坚守

信念，为创建一个无结核病的世界贡献

一份微薄之力。

60 岁以上老年人接种肺炎疫苗项目

是本市重大公共卫生项目之一。自 2013
年以来，该惠民泽民工程一直处于“进行

时”。浦东新区疾控中心每年会将包含有

老年人肺炎疫苗接种的知情同意书、接种

注意事项、全区各接种门诊基本信息的信

件邮寄至家庭，提醒符合条件的人群主动

接种肺炎疫苗，从而有效降低老年人中肺

炎链球菌性肺炎的发病水平，减少因罹患

该疾病导致的疾病负担。

一、受种者需同时满足以下三方面条
件：

（1）具有本市户籍。受种者须在接种

点出示有效证件（户口本和身份证）以证明

其户籍归属；

（2）接种当日需年满60周岁及以上；

（3）无肺炎疫苗接种禁忌。

二、接种肺炎疫苗常见问题解答：
1.肺炎链球菌性疾病常见的症状包括

哪些？会造成什么后果？

答：肺炎链球菌感染人体后会引起肺

炎、脑膜炎、菌血症和菌血症性肺炎等严重

疾病，出现发烧、咳嗽和咳血等症状，最严

重者可导致死亡。

2.什么人容易得肺炎链球菌性疾病？

答：不同人群感染肺炎链球菌的风险

不同，婴幼儿和老年人由于体弱，风险相对

较高。另外，有慢性基础性疾病和免疫功

能受损的人群也易得该类疾病。

3.接种肺炎疫苗的禁忌症有哪些？

答：接种肺炎疫苗的禁忌症包括：

（1）拟受种者为肺炎疫苗说明书明确

认定的禁忌对象；

（2）拟受种者在接种肺炎疫苗当天出

现发热、急性感染或处于慢性病急性发作

期；

（3）拟受种者在五年内已接种过肺炎

疫苗。

4.如果平时从来不生病，有没有必要

打这个疫苗？

答：有必要。健康人群中鼻咽部肺炎

链球菌的带菌率非常高，随时有潜在的发

病可能，尤其是老年人在抵抗力降低时，更

容易发病；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传播给

别人。如无禁忌症，建议接种该疫苗。

5.近期刚得过肺炎的人，还可以接种

吗？

答：导致肺炎的因素很多，而且肺炎链

球菌有多种血清型，得过肺炎并不能保证

以后不会因肺炎链球菌感染导致再次得肺

炎。因此只要符合接种条件，仍可接种该

疫苗。

6.接种后可能会出现哪些反应？

答：接种后可能在注射部位出现暂时

的疼痛、红肿、硬结和短暂的全身发热等轻

微反应，一般不需特殊处理可自行缓解，必

要时可向医生反映，给予对症治疗。

7.老年人到哪里可以免费接种肺炎疫

苗？

答：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带好身份证及

医保本可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

种肺炎疫苗，具体接种时间请咨询接种门

诊医生。

美好的春节长假已经结束，大家陆续

返回工作、学习岗位。但有些人在回到快

节奏的工作、学习状态时，出现了精神不

振、神疲乏力、效率降低，甚至不明原因的

恶心、眩晕、肠道反应、神经性厌食、焦虑、

神经衰弱等症状，这很可能是节后综合征

找上了你。

职场篇
多方调节练就干练精气神

长假期间，人们容易忘记平时对自己

的约束，以至于假期结束后无法适应，针对

节后综合征，可通过调节身心、均衡饮食、

改善生活方式等综合干预，使其恢复正常

状态。

判断依据
1.表现为免疫力下降、头晕、疲惫、精

神不振、易激动、食欲下降、消化不良、难以

入睡、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

2.应排除已诊断为胃肠功能疾病、失

眠症者或酗酒、精神活性物质、药物滥用者

和依耐者所致的胃肠功能紊乱、失眠、焦虑

等；

3.以上情况常在节假日前后发生且超

过3次；

4.常引起焦虑感，精神活动能力下降，

或轻微妨碍生活和工作。

调理方法
1.情志调摄

结合自己的实际确定目标，用积极的

心态正向思维面对新的工作、生活。对于

假日后工作中的不适应不要着急和紧张害

怕，保持内心的安宁。遇到不愉快的事情，

主动找朋友聊聊天，寻求支持和帮助，也可

以求助心理咨询师。

2.生活起居调摄

（1）呼吸新鲜空气，聆听轻松舒缓的音

乐，读书看报，调整身心；

（2）调整生物钟，睡眠是驱除疲劳的

重要手段。提前一两个小时入睡，坚持

在固定时间起床。起床后可散步、做操，

给身体一个缓冲期，以达到尽快恢复体

力的目的。睡眠时可以将脚垫高些，以

利于下肢血液循环，促进疲劳的消除；多

喝些水，及时补充体内水分。睡前坚持

用热水洗脚，按摩脚心和足趾对疏通经

络、调整脏腑、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新陈

代谢等有较好的医疗效能，尤其是对神

经衰弱、失眠、头痛等症均有疗效或辅助

治疗作用；

（3）做到定期或每个礼拜进行一到两

次的体育运动，如做操、跑步或打球；

（4）假期的最后一天在家好好休息，上

班前夕不去参加聚会等容易让人兴奋的活

动。上班后要尽早收心，加强自我调节。

3.饮食调摄

长假后要注意调整饮食结构，不要吃

得过于油腻，以免对肠胃造成更大的负

担。定时饮食，多喝茶、多吃水果和新鲜的

绿叶蔬菜，稀饭、面条汤等“清火”食品可

多吃。还可适当吃一些健胃消食片或山楂

片，饭菜应尽量清淡一些，让已经“不堪重

负”的肠胃得到休息。

校园篇
远离焦虑 三方共建

学生在假期结束后重新投入学校学习

时，容易在上课时出现疲乏倦怠、精神不

振、坐立不安、畏惧逃避、心理不适等症

状，这与节后综合征相似，或许可称为“开

学焦虑症”。具体表现为情绪低落、胆怯

迷惘、心烦意乱、注意力降低、疲劳乏力、

失眠多梦，甚至伴有头痛头晕、食欲不振

和胃肠道不适等多种症状。如何帮助学

生尽快调整身心状态是一门不小的学问。

家长：积极主动来支招
1.新学期家长要为孩子营造轻松的学

习环境，为新学期注入精神动力；

2.过节期间睡到日上三竿是常事，开

学后，家长应循序渐进地引导孩子调整生

物钟，帮助孩子养成早睡早起、按时用餐的

好习惯，以适应开学后的“时差”变化；

3.家长需注意孩子的饮食卫生和食品

营养，多吃蔬菜水果，平均每天摄入 12种

以上食物，保证每天摄入谷薯类食物

250-400 克、蔬菜 300-500 克、新鲜水果

200-350克、饮水超过1500毫升。同时，少

吃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节后胃肠负担，多鼓

励孩子食用牛奶、豆制品、鱼和蛋类食物，

以消除学习的疲惫感。帮助尽快恢复元

气。

老师：责无旁贷当助攻
1.刚开学，老师在规范学生行为时，切

勿过分苛求完美，适当让学生有个循序渐

进的适应过程；

2.正确评估学生的抗压能力，减轻学

生过重的课业压力和学习负担，定期举行

班会，让学生多交流学习心得，减少学生抵

触和逆反心理的产生；

3.制定切合实际的新学期学习计划，

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激励学生

自主学习。

学生：迎难而上克难关
1.自我调节很重要。开学了，莫留恋

寒假无忧无虑的生活，回忆上学期学过的

知识，适当预习本学期将学内容，改善学习

方法，逐步适应开学环境；

2.三餐营养均衡，保证生长发育和学

习生活必须的能量供给。保证充足的睡

眠，小学生每天 10 小时，初中生每天 9 小

时，高中生每天8小时。精力充沛，食欲良

好，才会身心健康；

3.爱上运动。运动能让人心情舒畅，

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育锻炼，

回家后可和家长一起锻炼，每天运动不少

于 60分钟，每天行走 6000步，可有效增强

体质，预防疾病；

4.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加强与人

沟通和交流的能力。社会实践可以提升自

身修养，增加团队和集体意识；

5.遇到问题积极接受心理健康教育。

更好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管理自己，尽

快适应周围环境，控制和去除不适的心理

症状，改善行为，化解内心冲突或不良的思

想与情感。

校园结核病防治警钟再鸣
学生、幼托儿童、教师、保育员及保姆等需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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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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综合征 你有过吗？

肺炎疫苗接种进行时
满60岁本市居民可免费接种

为治痨贡献廿载青春岁月
——记新区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科张懿行

张懿行，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科主管医师，先后

就读于交通大学医学院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获得临床本科和流行

病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

张懿行医师访视不规则治疗肺结核患者。 □疾控中心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