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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媒传染病多发季 户外活动需警惕
酷暑季节，蚊、蝇、蜱、蚤等虫媒生物
活动特别活跃，同时，夏季户外活动也较
为频繁，市民更易被虫类叮咬。由于部分
虫媒生物会携带病原体，因此夏季在户外
活动时，需特别警惕虫媒生物，并积极做
好个人防护。

蚊媒传染病
蚊媒传染病包括登革热和流行性乙
型脑炎。
登革热是登革病毒经蚊媒传播后引
起的急性虫媒传染病，主要在热带和亚热
带地区流行。登革热由伊蚊传播（上海常
见的“花蚊子”即为白纹伊蚊），不会通过
人传染人，流行有一定的季节性，一般在
每年 5-11 月，高峰期在 7-9 月。
登革热的主要临床症状为突然出现
高热，体温迅速达到 39℃ 以上，一般持续
2-7 天；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骨骼和关
节疼痛，明显乏力。脸部、颈部、胸部潮
红，貌似“酒醉状”，甚至出现眼结膜充血，
全身淋巴节可有轻度肿大。发病后 3-6 天
会在颜面或四肢出现充血性皮疹或点状
出血疹，也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
等胃肠道症状。少数重症登革热病例会
出现严重出血、休克、严重脏器损伤等。
流行性乙型脑炎由乙型脑炎病毒引
起，通过被感染的库蚊传播给人。在亚洲
温带地区，病毒传播与蚊子的活动期相
同。病毒在蚊子（主要是三带喙库蚊）与
猪和涉禽等动物之间传播。人类属于偶
然宿主或终端宿主，因为人类血液中通常
无法产生浓度足够感染蚊虫的病毒。
大多数流行性乙型脑炎感染者不会
出现明显症状或症状较轻，但也有少数人
会出现脑炎，症状包括突然头痛、高热、丧
失方向知觉、昏迷、震颤和抽搐等，约 1/4
重症病例可能死亡，存活者中约 30%患者
会出现永久性中枢神经系统损伤。
如何预防蚊媒传染病？
（1）居住地安装纱门纱窗、尽量使用

夏季户外草丛等处蚊虫较多，
避免长时间逗留。
蚊帐，可使用蚊香、电子驱蚊器、电蚊拍或
家用杀虫剂杀蚊驱蚊；
（2）早晨及傍晚为蚊媒活动高发期，
尽量减少外出活动；避免在树阴、草丛等
蚊虫较多的地方逗留过久；
（3）外出时应穿着长袖衣服和长裤，
在外露的皮肤及衣服上喷涂蚊虫驱避药；
（4）开展环境整治，清除杂草、积水，
消灭蚊虫孽生地，及时清理花盆、水缸、废
弃罐子的积水；
（5）登 革 热 主 要 以 输 入 性 病 例 为
主，在高发季节应避免去东南亚等病毒

流行地区。

蜱传染病
蜱传染病包括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
合征和莱姆病。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是一种经
蜱传播的感染性疾病，病例多分布在我国
东、中部的农村山区和丘陵地带，呈高度
散发。该病多发于春、夏季，不同地区可
能略有差异。很多病例发病前有明确的
蜱叮咬史。

新区居民的健康
“小 U”
“疾控 U 健康”是上海市浦东新区
疾控中心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人们
亲切地称它为
“小 U”
。

堂”
“ 你问我答”以及“留言点赞”等活
动。其中“接种知识小课堂”包括 8 篇实
用性强、形式活泼的预防接种科普文章，
阅读总数达 4.6 万人，分享人数 2.5 万人；
“留言点赞”活动收到了一千多条宝爸宝
通俗易懂的
“小 U”
妈的留言信息。
U 代 表 英 文“YOU”，谐 音 中 文
2017 年 8 月，浦东新区预防接种微
“优”，疾控 U 健康将以居民需求为核
信分时预约系统正式启动。47 家社区
心，以
“优秀”
“优质”为目标，利用新媒体
卫生服务中心可通过“疾控 U 健康”微
为居民提供高效、准确的公共卫生健康
信号接受居民预防接种预约，在全市范
信息和服务，
实现
“无服务不微信”
。
围内，浦东率先实现预防接种线上预约
截至 2018 年 7 月底，
“ 疾控 U 健康” 全覆盖，居民足不出户完成接种预约。
共推送图文 590 余篇，阅读总量超 260 万
该系统通过提前预约、自动流量控制实
人次，最高单篇图文阅读量达 19.8 万余
现“削峰填谷”的作用，最大限度减少家
人次，公众号用户数超过 22 万人。
长现场排队等候时间，每年为新区 10 余
疾 控 U 健 康 信 息 及 时 专 业 ，语 言
万家庭提供便利。至今，微信预约已累
通俗易懂。微信图文以健康科普为
计 服 务 60 万 人 ，微 信 预 约 率 达 到
主，涵盖了全周期全人 群的健康信息
58.02%，
“削峰填谷”、提高市民接种服务
和服务，内容包括慢性病防控、传染病
体验的效果显著。
防治、疫苗接种、健康教育信息以及疾
今年 3 月，新区学校供餐企业学生
病风险提示等健康领域 ，并通过开发
午 餐 设 计 大 赛 在“ 疾 控 U 健 康 ”上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科 普 内 容 如 漫 画 、视 频 、 开。新区疾控中心向 37 家供餐企业发
flash、动画、音频、一图读懂等为本市居
出活动邀请，征集 9 元标准的一日午餐
民特别是新区居民提供公共卫生健康
作品。活动吸引了新区学生家长和学校
科普信息。
师生的大量关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
应。参与投票数 15 万余人次，阅读数
19.8 万人次，
点赞数 480 次，
留言 466 条。
实用有趣的
“小 U”
2017 年 4 月，新区疾控中心在微信
平台上举办
“全国儿童预防接种周”系列
宣传活动,近 4 万热情市民参与了在线答
题。此外，还先后开展了
“接种知识小课

互动解忧的
“小 U”
“小 U”除了是新区居民健康科普的
小帮手，还为疾控中心与广大市民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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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面对面交流的渠道。
不少居民把日常生活中对健康相关
的疑问通过留言的形式向疾控中心反
馈。
“小 U”工作组专门制定了工作规范，
对居民留言做到工作时间 2 小时内回
复，
非工作时间 24 小时内回复。
自预防接种预约功能开通后，微信
后台每天会收到几十条相关咨询，
“小
U”工作组均会及时反馈给咨询者；今年
3 月，四价 HPV 疫苗在浦东开针期间，市
民对相关知识存在很多疑问，
“ 小 U”工
作组均第一时间及时解答。

近百位
“小 U”
为你服务
微信平台建设是新区疾控中心“一
把手工程”，以扁平高效、迅速响应为主
要原则。中心成立微信平台工作领导小
组，
中心负责人任组长，
分管副主任任副
组长；微信平台工作小组成立了包括 21
个部门在内的近百人 U 小编团队。
平台工作小组实行严格的质量控
制，建立规范的信息报送流程，从撰稿、
编辑、审稿到发布，逐级审核，确保内容
的科学性、正确性、权威性。实时监测平
台每月后台数据，
定期进行整理分析，
对
效果进行评估，并及时在工作例会上进
行反馈。
“疾控 U 健康”已经成为全市健康
科普领域中影响力较大、用户数较多、科
普宣传效果较好的新媒体科普平台，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健康科普文章数据库，
满足了全人群的全周期健康科普知识需
求。
今年 2 月，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上
海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授予中心微信公
众号“2017 年上海市十大健康微信公众
号提名奖”荣誉称号。3 月，中国疾控中
心和《健康报》发布《2017 年全国疾控机
构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排行榜》，
“小 U”获
得全国区县级疾控微信影响力年度总冠
军。此外，
“疾控 U 健康”综合影响力在
全国疾控行业排行榜中名列前茅，
其中，
2017 年 11 月和 2018 年 3 月位列第五，
2018 年 4 月位列第三。

此病起病急，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
体温多在 38℃ 以上，重者持续高热，可达
40℃ 以上，部分病例热程可长达 10 天以
上，伴乏力、明显纳差、恶心、呕吐等，部分
病例有头痛、肌肉酸痛、腹泻等。少数病
例病情危重，出现意识障碍、皮肤瘀斑、消
化道出血、肺出血等。急性期病人及尸体
血液和血性分泌物具有传染性，直接接触
病人血液或血性分泌物可导致感染。
莱姆病是一种由伯氏疏螺旋体引起、
经蜱叮咬传播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研究
发现，鼠类是莱姆病的主要传染源和保存

宿主，自然感染率很高。蜱叮咬人类造成
该病传播，也可因蜱粪中螺旋体污染皮肤
伤口而传播。莱姆病的发生和流行有一
定的地域性，多发生在林木茂密的地区，
丘陵和平原地区少见；多发于 6-10 月的夏
秋季。
莱姆病潜伏期 2-20 天，是多器官、多
系统受累的炎性综合征。莱姆病典型临
床表现有局部皮肤损害期——皮肤有游
走性红斑、慢性萎缩性肢端皮炎和淋巴细
胞瘤；播散感染期——发病 2-4 周后，出现
神经和心血管系统损害；持续感染期——
病后 2 个月或更晚，出现关节损害，以膝、
踝和肘等大关节为主，关节和肌肉僵硬、
疼痛为常见症状，此外，还可能出现慢性
萎缩性肢端皮炎。
如何预防蜱传疾病？
在丘陵、山地、森林等地区生活、生产
的居民和劳动者以及赴该类地区户外活
动的旅游者都有较高感染风险。预防蜱
传疾病，
关键要做好个人防护。
（1）尽量避免在蜱类主要栖息地如草
地、
树林等环境中长时间坐卧；
（2）前往树林、原始山丘、湖泊湿地等
地旅游时应做好个人防护，穿长袖衣裤，
扎紧裤腿或把裤腿塞进袜子或鞋子里；穿
浅色衣服可便于发现蜱；针织衣物表面应
当尽量光滑，这样蜱不易粘附；不要穿凉
鞋；在衣物和裸露的皮肤上喷涂含有避蚊
胺 DEET 的驱避剂；
（3）当从草地、树林等地遛完宠物回
家后，
注意检查其身上是否有蜱附着。
蜱常附着在人体的头皮、腰部、腋窝、
腹股沟及脚踝下方等部位。若发现被蜱叮
咬，
用酒精涂在蜱身上，
使其头部放松或死
亡；也可用尖头镊子等尽可能夹住蜱虫口
器将其取出，
或用烟头等点灼蜱体，
使其头
部自行退出。取出后，叮咬处伤口用酒精
或碘酒消毒。若出现发热、叮咬部位发炎、
破溃及红斑等不适症状，
应及时就诊。
一旦出现发热等疑似症状或体征，应
当及早就医，
并告知医生相关旅行史。

夏季莫贪凉 谨防空调病
空调综合征的中医预防及干预
炎炎夏日中，
很多人在高温时都选择
开足空调凉爽一下。你是否在使用空调
后出现下肢酸痛无力、头痛头昏、头胀头
重、疲劳失眠、恶心便秘、口干鼻痒、注意
力不集中等症状？如果有，
那么你可能已
经得了
“空调病”
。

引发空调病的 3 大因素
引发空调综合征的因素主要有三种，
其中包括空气干燥、微生物滋生和过冷的
刺激。
开启空调后，
房间内湿度降低、
空气干
燥，就会对眼、鼻等处的黏膜产生不利作
用，导致黏膜病。开空调时，房间密闭性
强、
空气流动性差、
风量小、
长时间不开窗、
阳光不足，
此时致病微生物容易滋生。同
时，
空调机的风管、
吹风机也适合病菌和病
毒生存繁殖，
病菌和病毒被空调吹送出来，
易于引发较大规模的感染。
此外，
室内外温差较大，
人体的神经系
统难以适应，
会造成生物节律及植物神经
功能紊乱。
“冷”
感还能使交感神经兴奋，
导
致腹腔内血管收缩，
胃肠运动减弱，
从而出
现诸多相应症状，
包括体表血管急剧收缩、

血液流动不畅，
关节受冷导致关节痛等。

空调病的 3 种调理方式
空调病可以通过生活起居、穴位按
摩、食疗等方式调理。
首先，
使用空调时，
房间温度尽量控制
在 26℃ 到 28℃ ，
室内外温差不宜超过 5℃ ，
对人体比较适宜，
若室内外温差过大，
易患
感冒。使用空调后应常开窗换气，
确保室
内空气的对流交换，
保持清洁卫生，
减少疾
病污染源。办公桌不可安排在冷风直吹
处，
长时间打字、书写，
应适当增添穿脱方
便的衣服，
膝部覆盖毛巾等予以保护，
同时
注意间歇站起活动，
以增进末梢血液循环。
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穴位按摩。头
痛、咽痛、疲倦者，可按摩风池、大椎、风
门、肺俞、中府等穴位；胃肠道不适者，可
按摩中脘、章门、气海、脾俞、胃俞等穴位。
食疗也是一种有效的调理方式。中
医理论有讲，夏天暑湿之气弥漫，进入空
调房内因冷而汗孔紧闭，
体内湿热不能通
过出汗发散，
郁积体内，
形成
“寒冷外束肌
表，
湿热内蕴脾胃之证”。中医常采用
“疏
散外寒，
清化内湿”之法。

4 款食疗方推荐
荷藿薏仁粥
健脾利湿，
增强免疫。
原料：鲜荷叶、薏苡仁各 100 克，
藿香 30 克。
做法：鲜荷叶和藿香加水 800 毫
升煮沸，小火熬 20 分钟，取药液与薏
苡仁 100 克煮成稀粥，
早、
晚各吃 1 次。
健脾祛湿汤
适合脾胃差者。
原料：淮山 10 克，土茯苓、溪黄草
各 10 克，
猪胰 300 克。
做法：食材洗净放入砂锅，加适
量清水煲开，
转小火煲 1 小
时即可。

葱豉豆腐汤
辛散解表，清热润燥，适宜于发
热、
口渴、
咽干等症状。
原料：豆腐 250 克，淡豆豉 12 克，
葱白 15 克。
做法：豆腐切小块，加入淡豆豉
放水同煮，煮沸 10 分钟后加入葱白，
略煮片刻即可。
葛根参茶
益气健脾，
升清聪耳。
原料：
葛根、
太子参各 15 克，
绿茶
10克。
做法：将葛根、太子
参和绿茶放入茶杯中，开
水泡茶，
代茶频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