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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攻击幼童脑部？卫计部门回应该传言不实

预防流感，
接种疫苗最有效
中山正处于冬春流感高发期。本周，
“本次冬春流感专门攻击幼童脑部”、
“这次 EB 流感
很严重”等传言在互联网流行。1 月 9 日，市卫计局、市疾控中心专门召开 1 月份重点传染病
风险通报会，
强调上述传言不实，中山市目前暂未报告流感重症病例。
另一方面，
广东省名中医缪英年向市民提供了容易操作的各类流感预防技巧。
记者 范展颢 通讯员 黄海航 黄琳 王蓉

辟谣 1：
未有证据显示
“专门攻击幼童脑部”
“关于互联网流传的言论。截至目
前，未有证据显示‘本次冬春流感专门攻
击幼童脑部’
。”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专家
陈楚莹指出，
“坏死性脑炎是流感的罕见
并发症。近几年，
中山未有报告流感引起
的坏死性脑炎病例。如果有，
就一定会公
布。
”
据介绍，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疾病患
者、免疫力低下者、肥胖者、孕妇感染流
感，有可能出现严重并发症，包括肺炎、心
肌炎、脑膜炎等。
陈楚莹告诉记者：
“最近 1 周，全市报
告季节性流感病例 841 例，超出预警行动
线。”
我市疾控部门在各监测哨点收集的
数据显示，甲型 H1N1 流感病毒是主要流
行毒株。目前，总体流行强度略低于去年
同期的 B 型流感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10 岁以下儿童是主要
受影响人群，预计本次流感高发期将持续
到今年 1 月下旬。

辟谣 2：
“EB 流感”不存在
近期，互联网流传的“这次 EB 流感很
严重，要保持喉咙湿润防病”言论，
让不少
市民感到无所适从。
对此，陈楚莹强调说：
“医学上不存在
‘EB 流感’
和‘EB 流感病毒’
这两样东西。”
陈楚莹表示，医学上有“EB 病
毒”，并无“EB 流感病毒”。EB 病毒
是一种人类疱疹病毒。感染 EB 病
毒 后 ，约 50% 的 感 染 者 无 明 显 症
状，约 50%的感染者可发展为典型
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主要表
现是发热、咽峡炎、淋巴结肿大。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症状，
与流感症状有着明显区别。”
据介绍，EB 病毒引起的疾病，
通常预后良好，多数患者可自愈。
EB 病毒主要通过唾液传播，常见传
播行为包括接吻、看护者为婴儿咀
嚼食物后喂养孩子等。
与 EB 病毒不同的是，流感病毒的传
播途径更为广泛，包括了空气飞沫、人与
人之间接触、人与被污染物品接触等渠
道。

治疗：
轻症去卫生站，重症要找大医院
陈楚莹指出，国家卫生部
门每隔数年都会公布一次《流
行性感冒诊疗方案》，各级医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
站的医护人员都要掌握。最
新版的《方案》在 2018 年公布。
据介绍，流感的临床表现
不同于感冒，症状包括急速发
生的高热、打冷颤、全身疼痛、
乏力、咽喉痛、头痛、打喷嚏、
流鼻涕等，部分流感还会合并
腹痛、恶心等消化道症状。
陈楚莹建议说：
“如果市民
患有轻症流感，
应首先前往镇级

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卫生
站就诊。大医院人员密集，
此举
可避免交叉感染，
加重病症。
”
她进一步指出：
“ 如果患
者出现超过 3 天的持续高烧、
呼吸困难、神志改变、肺炎，或
原有的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
疾病加重等情况，应及时前往
上一级的大型医院就诊。”
陈楚莹强调说：
“ 流感患
者症状消失 2 天后，方可返校
上课或到单位上班，不能提
早，以免造成病毒扩散，诱发
流感传染。”

预防：接种疫苗最有效，饮食起居多留意
中山市博爱医院小儿呼
吸科主任医师王桂兰告诉记
者：
“ 一般情况下，流感病毒
的流行毒株每年都有变化。
对此，每年的流感疫苗是针
对当年预期的流行毒株进行
配制。在流感流行高峰前
1—2 个月接种疫苗，能更有
效发挥疫苗的保护作用。”
广东省名中医、中山市
中医院退休专家缪英年，给
出了多个饮食起居的预防措
施：
♦中医有句话是
“正气存
内，
邪不可干”
。身体强健，
便
不受外邪（病毒）的干扰。只
消除感冒的不适而不提高体
质，很容易再度
受到病毒的入
侵。
♦流感病毒
借助空气和飞沫
传染，水池也能

传播。避免前往酒楼、
餐厅、
集
会、
超市、
泳池等人员密集空气
混浊场所，
将减少感染机会。
♦窗户常开通风。每日
早晚用食醋在房内各蒸一
次，每次不少于 15 分钟，尽管
此法有不同意见，我觉得可
用。
♦患者和家人每天多次
用肥皂洗手，平时常用水洗
脸 ，可 洗 去 手 、脸 沾 附 的 病
毒，避免互相传播。
♦冬春天气变化多，注
意衣服保温，补充足够水分，
饮食选择清淡、易消化、富含
维生素的蔬菜、
水果等。
♦保证足够睡眠，保持
旺盛精力。婴幼儿每天睡觉
12 小时，学龄儿童要有 10 小
时睡眠，成人减少夜生活。

消化内科医生谈体重管理——

改变生活方式
吃饱也能减重
张泉山是中山市博爱医院小儿消化内科的主
治医师，也是即将成立的非药物体重管理门诊的
出诊医生。在这位年轻医生眼里，减重方法包括
运动、节食、抽脂、针灸、手术等“五花八门”的方
式。然而，就安全性而言，减肥不一定要依赖药
物，也不必借助饿肚子去“虐待”自己。体重超标
者只要改变生活方式，
吃得饱的同时也能减重。
记者 范展颢 通讯员 王蓉

●影响：儿童肥胖会影响最终身高

“事实上，中国是全球体重超标者人数最多
的国家。”张泉山列举了“肥胖”的定义，他说，
“这
是机体能量摄入超过能量消耗，多余的能量在体
内转化为脂肪，过度积聚而引起的代谢失衡。”
据介绍，早在 1997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召开
首届全球肥胖大会时明确指出，肥胖本身就是一
种疾病。2013 年，美国医学会也指出，肥胖是一
种涉及多重病理生理学因素的疾病状态，需要一
系列干预方案来治疗和预防。
“肥胖是多种慢性疾病滋生的温床。”张泉山
表示，肥胖对健康的危害可大致分为两类。首
先，诱发与代谢相关的疾病，诱发高血压、高脂血
症、冠心病、脂肪肝、糖尿病、痛风等。另一类是
非代谢性疾病，如脊柱受损、膝关节疾病、胆囊
炎、胆结石、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肿瘤等。
这位儿科医生强调说：
“ 儿童、青少年时期，
是脂肪组织发育和调控的关键时刻。对此，儿童
青少年期肥胖的危害更大。”
他指出，
儿童期肥胖不仅诱发高血压、
脂肪肝、
胰腺功能受损等疾病，
还会让孩子出现性早熟、
骨
龄超前等问题，
影响生殖系统发育和最终身高。

●关注：肥胖甚至影响生育和后代

“肥胖不仅影响个人健康，还对生育能力、后
代智商及情商等产生影响。”张泉山表示，2017 年
美国曾有医学研究显示，
与体重正常的父母相比，
肥胖父母怀上孩子的时间要延长 55%至 59%。
他分析说，肥胖会影响女士的生育能力，原
因是引起胰岛素抵抗、高雄激素等一系列内分泌
问题和代谢紊乱，从而导致排卵障碍，影响卵子
和胚胎的质量。此外，肥胖还使怀孕晚期的并发
症发生几率增加。
张泉山告诉记者：
“对男士而言，肥胖将直接
影响性功能和精子质量。”
张泉山还分析说：
“肥胖者生下娃娃后，后代
同样受影响。美国匹兹堡大学经过长期研究，发
现母亲怀孕前的体重指数，与小孩智商呈现负相
关的关系。也就是说，母亲的体重指数越高，小
孩的智商可能比较低。另外，父亲或母亲肥胖，
对儿童的情商也有不良影响，导致孩子在社交能
力、精细动作、行为习惯等方面偏弱。”

●数据：减肥不能乱来，节食也要吃饱

张泉山表示，
全国有100家以上的医院开设了
非药物减重门诊。截至目前，
累计服务人数超30万
人。数据显示，
两年内82%患者的反弹率，
小于最终
所减体重的40%。也就是说，
反弹率只有18%左右。
张泉山强调，减重的最终目标是改善机体代
谢功能、预防疾病，不能单纯地“为减重而减重”。
目前，
市面上流传了数不清的减重方法，
但多数缺
乏科学的医学依据，
甚至以损害健康为代价。
“市民选择减重方法时必须谨慎。科学合理
的营养治疗，联合运动干预，仍是目前有效、安全
的基础治疗。”这位医生说，
“符合规范的医学减
重，有着严格的适应症、禁忌症和科学的方法。
不同原因、不同类型的肥胖，采取的方案必须做
到‘一对一’
个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