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员 陈慧

最近，全省新冠肺炎疫情又出现

反复波动，不过还好，绝大多数都是

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经过治疗，越

来越多的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出舱。

那么，康复者具有传染性吗？他们是

否会再次被感染？

郑州人民医院新冠肺炎专家组

组长贾金广和中医科主任付利然就

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汇总整理，刊

登如下，以飨读者。

康复后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康复后会不会留下后遗症？？

大多数新冠肺炎患者在治愈之

后是不会有后遗症的，特别是轻症患

者。部分患者出院后可能有乏力、气

虚等症状，但这不是永久性的器官损

伤，通过艾灸、中药进行调理，都会逐

步康复。

转阴出舱后是否需要复查转阴出舱后是否需要复查？？

新冠肺炎治愈后患者需要到医

院进行病毒核酸检测、胸部CT以及肺

功能复查，如果复查结果没有问题，

以后不用再进行复查。

什么时间复查最佳什么时间复查最佳？？

新冠肺炎转阴出舱并完成居家

隔离后，方可到医院复查。

去哪里复查去哪里复查？？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都可以开展

正常的检查。郑州人民医院为进一

步做好新冠肺炎患者康复后的随访

复诊、健康监测，缓解其焦虑抑郁情

绪，提高其身体免疫力，特制定联合

门诊，由中西医专家联合坐诊。

康复者具有传染性吗康复者具有传染性吗？？

国内外研究均表明，新冠肺炎治

愈患者没有传染性，所以，单位、社

区、邻居等应该关爱帮助这一群体回

归正常生活。

康复后是否会被再次感染康复后是否会被再次感染？？

新冠肺炎病毒的特点是变异性

强，每一次变异都意味着病毒免疫逃逸

能力的进一步增强。患者康复后如果

再次接触到新的变异株，是有可能再次

被感染的。所以，日常生活中要营养均

衡，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免疫能力。

返家如何做好清洁消毒返家如何做好清洁消毒？？

返家途中，应全程佩戴医用外科

口罩，避免与同行人员交谈，下车后及

时做好手部卫生。到达小区门口，配合

工作人员对行李表面进行消毒。到达住

处后，将随身物品和换下的外衣、鞋子放

置在阳台通风处，及时用肥皂或洗手液、

流动水洗手，并沐浴更衣。外衣、鞋子和

更换下来的衣物分类使用250mg/L二氧

化氯或500mg/L的含氯消毒液浸泡消毒

30分钟后，再进行清洗。随身行李如无

需要，建议放置30天后再打开。

康复康复居家如何保养居家如何保养？？

患者出院后需居家隔离，以免受

其他病毒感染，因为身体虚弱，需要

快速补充体能，可以多吃一些含蛋白

质丰富的食物，如瘦肉、蛋类、豆类、奶

类等，新鲜的蔬菜水果也不能少。同

时，注意作息规律，切忌熬夜，注意个

人卫生，勤洗手，衣物消毒，每天开窗

通风。身体情况允许的话，可在室内

适当走动，做健身操等温和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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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看来，牙病算不上什么

大病，更不会将它与心脏病联系起

来，然而，医学研究发现，心脏病与牙

病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牙病的最常见表现为牙龈红

肿出血、牙龈溢脓、口气腥臭、牙齿

松动、龋齿等。导致牙病的主要病

菌是变形链球菌、放线杆菌、厌氧

菌以及乳酸杆菌等。其中变形链

球菌、放线杆菌、厌氧菌与细菌性

心内膜炎的主要病原微生物完全

一致。这些细菌常滋生于牙病患

者的龋齿和牙周，一般药物很难将

其清除干净。牙病患者牙龈出血

时，特别是刷牙时，这些致病菌会

持续不断地通过破裂的血管进入

血液，通过血液循环，滞留于心脏

血管和心脏瓣膜，进而引起心内膜

炎。患有风湿性和先天性心脏病

的患者以及体质虚弱、机体免疫力

低下的中老年人、糖尿病患者极其

容易因牙周病灶诱发细菌性心脏

疾患。

今年爱牙日国家提出“口腔健

康，全身健康”的宣传主题，就是提醒

公众要注意口腔卫生，不可小视牙

病，患了牙病要及时就医，不可拖延，

要及时消除口腔病灶，也消除引发心

脏病患的潜在因素。

（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贾文超）

25岁的小刘最近因急性胰腺炎

住院了，根据抽血化验和检查结果，

接诊医生对他说，他的病是吃出来

的！

原来，热爱美食的小刘平时最爱

吃火锅、烧烤，这次发病就发生在和

两个好友吃烧烤、喝啤酒之后。他先

是感觉胃疼，自行口服了一点吗丁

啉，之后疼痛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

严重，这才半夜来急诊。

小刘百思不得其解：“我平时挺

健康的，也不胖，不过是吃了顿好的，

怎么就得了胰腺炎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胰腺。胰腺

位于腹腔、胃的后方，作为重要的

消化器官，也被称为人体“最大的

化工厂”。胰腺有两个功能：一是

分泌胰液，其含有的各种酶可以帮

助我们消化食物；二是分泌胰岛

素、胰高血糖素，维持我们的血糖

稳定。

正常情况下，胰液中的酶在胰

腺内以酶原的形式储存，分泌到肠

道后才被激活，发挥其消化功能。

在异常的生理情况下，如暴饮暴

食，一次性摄入过多的高脂、高蛋

白食物，加上饮酒，就会促使胰腺

分泌大量的胰酶，造成胰管堵塞。

胰酶不能正常进入肠道发挥功能，

在胰腺内被激活，造成胰腺和周围

组织自我消化，从而引发急性胰腺

炎。

急性胰腺炎发作时通常会出现

上腹部剧烈疼痛、腹胀、恶心、呕吐、

发热、黄疸等症状，化验可知血、尿中

淀粉酶含量升高等，严重时危及生

命。急性胰腺炎常见的诱因除暴饮

暴食外，还包括胆道感染、胆结石、高

脂血症、外伤等。

预防胰腺炎的第一要务是养成

规律的饮食习惯：清淡饮食，少吃油

腻、熏制、腌制食品；避免摄入胆固醇

含量过高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适

度饮酒，减少对胰腺的损伤。另外，

还要积极锻炼，控制体重。如果患有

胆胰疾病，要积极治疗。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陈建设
冯光耀）

孩子，如果你的“蛋蛋”痛，一定

不要因羞于向家长启齿，而错过最佳

治疗时机。

这是泌尿外科医生对患者尤其

是青春期孩子的忠告。

“蛋蛋”，即睾丸，维系着从“性”

福生活到传宗接代的一系列功能。

引起孩子“蛋蛋”痛的原因有睾丸扭

转、睾丸炎、外伤等。临床上因睾丸

扭转而错过最佳治疗时机，最后只能

切掉坏死“蛋蛋”的案例并不罕见。

什么是睾丸扭转？睾丸扭转是

指支配睾丸的精索发生扭曲、扭转，

进而阻断睾丸的血液供应，导致睾

丸缺血、坏死。上到七八十岁的老

人，下到刚出生的宝宝，都可能发生

睾丸扭转，但青春期前后的男孩子

最常见。患者出现突然阴囊疼痛，

初为隐痛，很快转为剧痛，睾丸肿

大、触痛明显，常在睡眠时或剧烈运

动后发生。不少患儿同时伴有恶

心、呕吐。

根据统计数据，睾丸扭转发生

的6小时内是黄金急救时间；如果在

发生之后的6~12小时才处理，睾丸

存活率约 70%；如果在发生之后的

12~24小时处理，睾丸存活率骤降至

20%；如果睾丸扭转发生 24小时后

还没有施救，睾丸基本无存活可能。

扭转程度越严重，睾丸坏死的时间就

会越短。扭转 380°的，睾丸 12小

时之内就会坏死，而扭转超过720°

的，睾丸两小时内就会彻底坏死。

临床上诊断睾丸扭转并不难，阴

囊彩超是简便、快捷的诊断方法。笔

者前一段时间曾接诊一个10岁左右

的男孩，发病不到 1个小时，加急彩

超确诊，第一时间予以复位，孩子将

来的生育功能不会有任何后遗症。

笔者也曾看过不幸的案例报道，一家

长认为大夫危言耸听、乱检查、乱收

费而拒绝做彩超及手术探查，错过了

最佳治疗时机而最终切除了孩子的

睾丸。

（郑州市中医院 王晓燕）

啥是耳石症？耳石症又称良

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病如其名，

首先，它是一种良性病，患者和家

属无须惊慌；其次，它主要指头部

运动至某一特定位置时出现的短

暂性眩晕；最后，它是一种内耳引

起的眩晕病，属自限性外周前庭疾

病。

哪些人易患耳石症？临床上

以 50岁左右的患者居多，也可见

于儿童和老人，年轻人精神压力

大、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等，也可

能成为该病高发的诱因。

耳石症有啥特点？多因劳累、

睡眠不好、感冒诱发，常发生于体

位变换时，如起床、左右翻身、从平

卧位变为坐位、从坐位变为平卧位

或扭头，患者出现天旋地转的眩晕

感，常伴恶心呕吐、心悸出汗等症

状，持续时间多为 1分钟左右，多

半不超过5分钟。

患了耳石症咋办？如果出现

类似耳石症的眩晕，应及时到正规

医院的神经内科、耳鼻喉科就诊，

进行前庭功能检查。该病最主要

的治疗方法是复位，包括手法复位

和机器复位两种方式，多需联合改

善内耳循环的药物治疗。耳石症

有自愈的可能，但顽固性耳石症需

手术治疗。

耳石症患者应该注意啥？在

发作期间，患者要注意休息，合理

膳食，保持身心愉快，避免剧烈活

动，防跌伤。需要警示的是，“三

高”人群如果出现类似耳石症的眩

晕，最好先排除是后循环脑梗死的

恶性报警信号，然后再进行相应治

疗。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李桂英）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只螨虫吸附

在你的肌肤、头皮上。”

“3个月不晒被，600万螨虫陪你

睡。”

“脸上发油瘙痒，挤出白色的颗粒

就是游走的螨虫。”

…… ……

正值青春期的张同学脸上最近长

了大量痘痘，局部还出现了炎症，到某

知名药妆专柜咨询，营业员说他是脸

上螨虫太多所致。他在度娘上搜索

“螨虫”二字，显示的如上信息看得他

头皮发麻、胃里翻江倒海。皮肤问题

真是螨虫引起的吗？

“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螨虫，所以

先别急着把锅甩给螨虫。”省人民医院皮

肤科副主任医师王建波坚定地回答。

据王建波介绍，螨虫的“作案团队”

很庞大，是目前已知的超强过敏原，和大

家最密切的有两种，第一种是尘螨，常

见于枕头、被褥等纺织品，但只要身体

免疫系统健全，环境干净，一般不会大

量繁殖，大家无需担心；第二种是寄生

在人毛囊导管和皮脂腺中的蠕形螨，它

靠吃皮脂、角质、肌肤代谢物为生。有

调查显示，约97%的人脸上都有螨虫；

在自然环境中，至少有5万种螨虫存在。

“正常情况下，螨虫的分泌物、代

谢物、分解产物是可以及时排出毛孔

的，不会引起病理反应。但当皮肤屏

障或肌肤代谢平衡遭到破坏时，比如

长期熬夜、不认真洗脸或过度清洁、吃

大量油腻辛辣的食物等行为，过量的

螨虫及其代谢产物会对人体组织细胞

造成机械性和化学性破坏，导致皮肤

屏障受损及肌肤代谢紊乱加剧，使毛

囊、皮脂腺失去正常的结构和功能，毛

孔弹性变差，皮肤油脂分泌过多，黑头

粉刺自然跟着增加，严重的还会引起

皮肤发生炎症反应。不止如此，过量

的螨虫及其代谢产物还会破坏头皮表

皮细胞及其 pH值（酸碱度），打破头

皮微生态平衡，引起头皮炎症，产生头

屑、脱发等问题。”王建波解释说。

螨虫能彻底消灭吗？王建波给出

的答案是：“不能！而且也没必要，因

为螨虫是除不尽的。”

记者由此来看，标榜某护肤品是

“螨虫克星”，可以彻底消灭脸上螨虫，

纯属营销噱头。

“假如皮肤炎症或脱发问题严重，

还是要及时找专业医生，进行对症治

疗的。”王建波告诫道。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员 胡晓军）

11月13日，多机构联合制订发布

首部《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其中

对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做出调整，推荐

将我国成人高血压的诊断界值由140/

90mmHg下调至130/80mmHg。

“这体现了防线前移的理念，借以

减少高血压导致的心血管疾病和其他

疾病危害。”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神

经内科五病区主任、教授、医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蒋超对下调诊断标准进行

了这样的解读。他提醒说，血压不是

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季节发生变化，通

常呈现秋冬高、春夏低的特点。冬季

血压控制良好的高血压患者，可能在

夏季出现血压过度下降；夏季血压控

制良好的高血压患者，冬季血压可能

明显上升，甚至超过目标值。对普通

人群来说，血压季节性变化一般不会

造成病理损伤，无需治疗，但对于高血

压患者来说，血压的季节性变化需要

格外关注，因为相关研究表明，高血压

患者冬季发生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风

险较其他季节增加一倍。

那么，去南方过冬能否避免冬季对

高血压患者的影响？蒋超解释说，北方

居民到南方过冬、南方居民到北方避

暑这种候鸟式的生活方式都可能因为

短时间内环境温度显著变化导致血压

明显波动，甚至诱发心脑血管事件。在

远途旅行前后数周内应注意增加血压

测量的次数，及时了解血压变化。

除了冬季温度下降对高血压产生

影响外，吸烟、饮酒、高盐饮食、高脂饮

食、肥胖等因素对高血压也有很大影

响，要牢记健康生活方式“六部曲”——

限盐、减重、多动，戒烟、限酒、心态平。

蒋超提醒，高血压患者冬季出现以

下症状，建议住院治疗：1.血压显著升

高，≥180/110mmHg，经短期处理仍

无法控制；2.新出现心、脑、肾并发症或

其他严重临床情况；3.伴蛋白尿或血尿；

4.阵发性血压升高，伴头痛、心慌、多汗；

5.双上肢收缩压差异>20mmHg。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马珂）

俗话说：“人老先从腿衰。”随着老

龄化社会的到来，膝关节疼痛患者临

床日趋多见。膝骨关节炎是最常见的

关节退行性疾病之一，以软骨退变、关

节间隙变窄、骨赘形成为特征，导致关

节疼痛，活动受限。

目前认为该病是包含多种病症的

综合征，而非单一的疾病。膝骨关节炎

的治疗方法大概分为四种，即基础治

疗、药物治疗、修复性治疗和重建治疗。

基础治疗的作用是预防保健、康

复治疗。预防保健主要通过科学运动

和生活指导来完成，比如减少不合理

的运动（如爬楼梯、爬山等），避免长时

间跑、跳、蹲，肥胖者减轻体重，戴护膝

等保护关节，发作期使用手杖、助步器

等协助活动，减轻受累关节负荷等。

康复治疗的方法有按摩、热疗、水疗、

针灸、推拿等，主要目的是急性期止

痛、消肿和改善关节功能，慢性期增强

局部血液循环和改善关节功能。

药物治疗包括局部外用药物治

疗、口服药物治疗和关节腔内注射药

物治理。外用药物主要集中作用于局

部，全身性毒副作用相对较轻。最常

用的口服药物是非甾体类消炎药，如

塞来昔布、艾瑞昔布、依托考昔等，也

可以选用一些可通过各种途径改善关

节功能、减轻疼痛的中成药。关节腔

内注射药物，常用的注射药物包括糖

皮质激素、几丁糖、玻璃酸钠等。因为

该方法是侵入性治疗，可能会增加感

染的风险，必须严格无菌、规范操作。

修复性治疗包括关节镜清理术和

关节软骨修复术及生物治疗，前者主

要针对伴有机械交锁或半月板撕裂等

症状的早中期患者，通过关节镜游离

体清理、半月板成型等减轻症状；后者

采用干细胞、软骨移植、微骨折技术、

富集血小板血浆等多种组织工程及外

科手段修复病损的透明软骨，其疗效

尚需进一步研究探索。

重建治疗包括膝关节部分置换术

（如单髁置换术，适用于单个胫股关节

骨关节炎）、髌骨关节置换术（适用于

髌骨关节炎）、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全

膝关节置换术后 20年以上假体生存

率超过90%，可作为晚期的终极有效

治疗方法）。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医院 张庆普）

如何治疗膝骨关节炎？

约97%的人脸上都有螨虫，自然环境中
至少有5万种螨虫存在

脸上炎症都是螨虫惹的祸？

血压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呈现秋冬高、春
夏低的季节性变化

患高血压的您如何安全过冬？

牙病可致心脏病

拓展健康扶贫成果推进健康乡村建设
省卫生健康委向全国介绍河南经验做法

新冠肺炎康复知识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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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石症让人眩晕
吃出来的胰腺炎

“蛋蛋”痛别忽视

□本报记者 郭培远

11月18日，在全国2022年巩固拓

展健康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工作电视电话会上，省卫生健康委党组

成员、副主任路修德介绍了河南的经验

做法：在总结攻坚期健康扶贫经验基础

上，探索实践“12345”健康帮扶工作模

式，实施县域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专项

行动，着力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紧盯一个目标紧盯一个目标健全两项机制健全两项机制

紧盯基本医疗有保障、公共卫生服

务全覆盖目标，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底线，推动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一体

化、均等化。

健全两项机制，一是动态监测机

制，对监测对象一周内入户核实信息，

一个月内落实帮扶措施，每周与乡村振

兴、医保部门交互数据信息，每季度进

行一次全省通报。二是精准健康帮扶

机制，聚焦重点人群，精准落实各项健

康帮扶措施。目前全省监测对象入户

核实率99.61%，救治管理率99.82%。

强化三个协同强化三个协同抓实四项措施抓实四项措施

一是成立以分管副省长为组长的

工作专班，强化部门协同。二是建立省

市县乡村齐抓共管工作体系，强化上下

协同。三是压实各处室职责，强化内部

协同，构建“部门一张网、上下一条线、

内部一盘棋”的工作格局。

同时，抓实四项措施，一是抓实大

病专项救治。大病救治范围扩大到县

域 所 有 患 者 ，30 种 大 病 救 治 率

99.83%，确保应治尽治。二是抓实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将已脱贫人口和“三

类户”全部纳入家庭医生签约范围，已

签约 505.17万人，其中“三类户”签约

率 99.63%，确保应签尽签。三是抓实

城乡对口帮扶。83家三级医院、438家

二级医院对口帮扶 296所县级医院和

2211 所乡镇卫生院，确保应帮尽帮。

四是抓实先诊疗后付费。政策覆盖所

有脱贫人口和“三类户”，力求应免尽

免。

推动五个提升推动五个提升

一是办好县级“三所医院”，提升县

级医院服务能力。全省所有县（市、区）

综合医院已全部达到二甲水平，53家

医院已设置为三级综合医院。二是以

“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为抓手，提升乡

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省乡镇卫生

院达到服务能力基本标准和推荐标准

比例分别为87.5%、12.2%，公有产权村

卫生室占比64%。三是以疫情防控为

契机，提升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推

进县级疾控中心建设标准化，所有县

（市、区）建设公共卫生医学中心，所有

乡镇卫生院建成发热诊室。四是以高

质量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为抓手，提

升县域医疗卫生综合服务能力。全省

103 个县共组建 179 个医共体，基层

医 疗 机 构 门 急 诊 人 次 占 比 达 到

60.8%，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

施新一轮基层卫生人才工程，推动落

实乡村医生“乡聘村用”制度。五是

全面推进健康促进行动，提升群众自

我防病能力。深入实施爱国卫生运

动，持续开展“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

心”等乡村振兴公益活动，全省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明显提高，达到29.3%。

11月 23日，禹州
市卫生计生监督所监
督员组成专项工作组
深入禹州市褚河留观
站、禹州市寺后王隔离
点等，全方位排查隔离
场所风险隐患，确保健
康监测、环境消杀、核
酸检测、垃圾处置等各
环节工作认真细致，隔
离点安全、规范、有序
运行。 关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