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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心脑血管病高发 自我管理可以预防
按时作息“3个半小时”缓动慢起“3个半分钟”

新冠病毒感染防护攻略

咳嗽症状不一样咳嗽症状不一样应对方法有不同应对方法有不同

冬季气温低，易造成冠状动脉收缩，引

起心脑供血不足，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

要特别注意居家管理。

按时作息“3个半小时”
情绪大幅波动，血压会随之升高，心率

增快，心肌细胞耗氧量加大，导致心肌缺

血，所以，心脑血管病患者要规律生活，不

熬夜、不纵酒，按时三餐、按时吃药，每天作

息坚持“3个半小时”，即每天上午步行半小

时，晚餐后步行半小时，中午午睡半小时。

缓动慢起“3个半分钟”
心脑血管病患者平时动作幅度不宜过

大，尤其是夜间突然起床，常伴有一过性

心肌缺血和心律失常，因此，起床前要做

到“3个半分钟”，即夜间醒来静卧半分钟，

然后坐起半分钟，再双下肢下垂床沿半分

钟，最后下地活动，从而减少心肌缺血的

危险。

科学运动“10点钟”
早晨是一天中温度最低的时段，过早出

门易受寒，加上太阳出来之前空气的含氧量

较低，此时进行锻炼会引起大脑供血不足，

加剧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心脑

血管病患者尽量上午10点太阳出来之后再

进行活动，并做好防寒保暖措施，同时也要

避免穿得太厚，影响散热，使心率增快，心肌

耗氧量增加。另外，因为进食后流至胃肠帮

助消化的血量增加，易导致心脏供血不足，

从而发生心绞痛，所以运动前不宜饱餐。

需要提醒的是，心脑血管病患者要随

身携带装有硝酸甘油、消心痛、速效救心

丸等药物的保健盒，以便发病后能在第一

时间服用。另外，大便干结，排便费力，会

增加腹压而诱发心脏不适，心脑血管病患

者平时要多吃水果和含纤维素多的食物

及蔬菜，晨起喝一杯温开水，以保持大便

通畅。 （省胸科医院 兰云霞）

寒凉之时，宝宝容易出现鼻塞流涕、咳

嗽、喘不过气、发低烧等症状，有的家长按

照普通感冒进行对症治疗，宝宝却一直不

见好转。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副主

任医师张宏提醒：“宝宝很可能患上了毛细

支气管炎，治疗时应与普通感冒有所区

别。”

张宏介绍，毛细支气管炎简称“毛支”，是

一种下呼吸道感染疾病，冬季高发，80%的患

儿是1岁以内的婴幼儿，6个月以下的宝宝最

为常见，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免疫系统不

完善，抵抗力差，加上支气管细小，发生感染

时更容易因分泌物、水肿和呼吸肌收缩而发

生梗阻，常见症状就是咳嗽、喘憋，家长经常

描述为“呼哧呼哧”或者“呼噜呼噜”类似拉风

箱的喘气声。

张宏解释，“毛支”主要是由病毒感染

引起的，因此发病早期一般不必用抗生素

治疗，如发病后期怀疑继发细菌感染，可用

抗生素治疗，感染部位虽说是毛细支气管，

但常可累及肺泡和肺间质，所以也可以认

为它是肺炎的一种特殊类型。

“毛支”的主要表现为患儿早期有呼吸

道感染症状，包括鼻塞、流涕、打喷嚏，偶尔

轻度咳嗽，无热或者低至中等程度发热，1~

2天后出现阵发性咳嗽，3~4天后咳嗽加

剧，并可能出现喘息（少部分孩子喘息可能

出现的时间更早）。第五天后咳嗽、喘息加

重，之后逐渐进入好转期，经过2~3周症状

逐渐消退（少部分幼儿病程更长或更短）。

“毛支”的初期症状与普通感冒十分相似，

许多家长将其当作普通感冒来治疗，从而

延误病情。

多数“毛支”患儿临床表现较轻，且呈

自限过程，可以在家护理，关注饮食、呼吸

及体温情况即可。如果是中等或重度感

染，患儿出现吃奶呛咳，拒食，高热不退，呼

吸频率大于60次/每分钟，鼻翼扇动或者呻

吟，哭闹不安或者精神萎靡等症状，需要立

即住院治疗，避免病情加重和恶化。

张宏提醒，对于“毛支”患儿，除了治疗

之外，护理也非常重要，家长应该做好防护

工作：保持居住环境通风；如果家庭成员有

呼吸道感染，应佩戴口罩，远离宝宝，尤其

不要亲吻或口对口喂食，同时勤洗手，尤其

是在清理鼻涕后、接触宝宝前，以此减少交

叉感染；流感高发期避免带宝宝去人群聚

集场所；避免二手烟，临床研究表明，烟雾

暴露的孩子患呼吸道感染的概率更高，病

情严重程度也会比无烟雾暴露的孩子更严

重。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员 张翠丽）

李女士是一名38岁孕妈，11年前由于

头胎臀位无奈选择了剖宫产，多年来一直

认为这是一件憾事。自从顺利怀上二胎，

李女士就萌生了顺产的想法，并多次前往

医院咨询。但因高龄，加上头胎是剖宫产，

多家医院均告知李女士，其顺产的风险太

大。

抱着最后一试的想法，2022年 12月 3

日，李女士经人介绍来到郑州人民医院南

院区，找到了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国贺。

王国贺与妇产科副主任田兆华对李女士的

生产条件进行了充分评估：身高超过 165

厘米，骨盆情况良好，宫颈质地柔软，胎儿

头位且体重适中，遂决定为李女士进行试

产。为保障李女士分娩安全，王国贺与妇

产科团队做了充足的准备和预判。考虑到

李女士有妊娠期糖尿病，2022年 12月 26

日，王国贺决定为孕40周的李女士进行催

产。

结合宫颈评分，王国贺为李女士进行

人工破膜，诱发不规律宫缩，同时安排专人

监护她的血糖、宫缩情况以及胎儿心率。

为缩短产程，王国贺为她使用了缩宫素，3

个小时后，李女士开始规律宫缩。随着宫

缩频率的加大，难忍的生产疼痛一波波袭

来，李女士开始怀疑自己要求顺产的决定

是否正确。

“不会有事吧？”“疤痕会不会断裂？”王

国贺和助产师握住李女士的手，跟她聊孩

子、聊工作，以便转移她的注意力，帮助她

很快平静下来。经过妇产科手术团队的严

密监控、精准调控，李女士的宫缩频度从

7~8分钟逐渐调整到 4~5分钟。经过近 8

个小时的良好配合，李女士成功顺产一位

小千金。

头胎剖宫产，二胎想顺产，孕妈需要具

备哪些条件？王国贺回答：“一要看孕妈

既往剖宫产手术的次数及方式。既往仅

剖宫产 1 次，且术式为子宫下段横切口，

术中切口无延裂，术后恢复良好，骨盆各

项指标正常，除剖宫产切口外子宫无其他

手术疤痕。二要看两次分娩的时间间

隔。因为子宫疤痕的愈合需要一定时间，

两次分娩间隔时间最好在 18 个月以上。

三要看这胎是否存在需要剖宫产的因素，

如中央前置胎盘、胎位不正、头盆不称等，

如果存在就无法顺产。四要看胎儿大小。

预估胎儿体重≥4000克，就不建议顺产。”

王国贺提醒，头胎剖宫产的孕妈二胎

能否顺产要进行专业的评估，一定要听取

医生意见，切不可拿自己和孩子的生命任

性。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员 陈慧）

近期，不少人新冠病毒感

染后居家自行用药，“千人一

方”“一方到底”者不鲜见，有些

人疗效好、康复快，有些人则反

反复复、迁延不愈。郑州市中

医院专家组依据《伤寒杂病论》

等中医经典理论，结合当前气

候特点，将病因分类、病程分

期，形成了“两方通用，三期分

治”的整体诊疗方案。

根据发病之初的症状，专

家组将病因大致归为风热夹湿

毒、风寒夹湿毒两大类。若发

病之初咽痛、发热，为风热夹湿

毒，此时宜采用清热解毒类药

物（推荐金蒡清疫方，即金蒡清

疫颗粒、金蒡清疫汤等）；若患

者高热恶寒、咳嗽、头痛、全身

酸痛，则为风寒夹湿毒，宜采用

散寒解表类药物（推荐荆防败

瘟方）。

根据症状的变化，专家组

将病程大致分为初期、中期、康

复期三个阶段，阶段不同，选用

的方剂不同。病程初期，以高

热，恶寒、咳嗽、头身疼痛为主

要表现者，使用一号方——“葛

根汤+败毒散加减（简称退热

方）”。病程中期，咳嗽剧烈，伴

有咽痛者，使用二号方——“射

干麻黄汤+止嗽散加减（简称止

咳方）”；咽干咽痛剧烈，伴咳嗽

者，使用三号方——“沙参麦冬

汤+止嗽散加减（简称利咽方）”。康复

期，患者肺脾气虚或气阴两虚，可选用参

苓白术散或生脉饮加减。

此外，专家组还发布了儿童临证用

药指导方案：风寒型，用荆防解表颗粒；

风热型，用桑菊解表颗粒；发热，用柴葛

退热颗粒；痰热咳嗽、风热咳嗽，用小儿

麻杏；燥咳，用小儿紫冬颗粒；热毒明显，

咽痛咽干，用野菊解毒颗粒；大便干结，

用大黄导滞颗粒；食积腹胀、纳差、舌苔

厚，用三仙消食颗粒。

目前，郑州市中医院的金蒡清疫方

和荆防败瘟方均已取得省药监局制剂备

案批号，实行批量生产；一号、二号和三

号协定方均已调制现成饮片，门诊开具

处方后可直接取药。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员 路瑞娜）

河南中医药大学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

调整，新冠肺炎感染患者与日

俱增，退热药、清瘟祛疫类中成

药供应不足。为此，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组织李发

枝、许二平、张大伟、朱明军、崔

应麟及具有方舱医疗经验的专

家团队和名老中医，针对患者

的病理生理特点及证候规律，

研发出三种医院制剂——扶正

防感合剂、金连败毒合剂、柴葛

清瘟合剂。这三种制剂已于

2022年 12月 16日获河南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应急审批，并取

得备案号。

近三年来，中医药早期介

入、全程参与在新冠肺炎预防

和治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目前，这三种用于防治新

冠病毒的医院制剂已投入临床

应用，呵护着广大群众的健康。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通讯员

李志刚）

宝宝闷喘 警惕“毛支”作怪

高龄孕妈、疤痕子宫、头胎剖宫产

二胎能否顺产？评估良好也可行

居家监测注意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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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着咳坐着咳，，躺着咳躺着咳；“；“阳阳””着咳着咳，，转阴还咳转阴还咳；；呼呼

吸不畅吸不畅，，无法入睡无法入睡，，甚至咳出血丝甚至咳出血丝，，网上那么多网上那么多

止咳方法止咳方法，，到底哪些更有效到底哪些更有效？？省人民医院呼吸省人民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赵丽敏就新冠病毒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赵丽敏就新冠病毒

感染后咳嗽的一系列问题为您解答感染后咳嗽的一系列问题为您解答。。

感染后为什么会咳嗽感染后为什么会咳嗽？？
人体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感人体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感。。新新

冠病毒感染后部分患者处于气道高敏状态冠病毒感染后部分患者处于气道高敏状态，，主主

要表现为气道感觉神经感知刺激的阈值降低要表现为气道感觉神经感知刺激的阈值降低，，

环境温度变化环境温度变化、、深呼吸深呼吸、、大笑大笑、、交谈等均可触发交谈等均可触发

咳嗽咳嗽。。感染新冠病毒后咳嗽是一种自限性症感染新冠病毒后咳嗽是一种自限性症

状状，，随时间推移可以逐渐缓解随时间推移可以逐渐缓解。。

转阴后为什么仍然咳嗽转阴后为什么仍然咳嗽？？
奥密克戎毒株主要攻击上呼吸道奥密克戎毒株主要攻击上呼吸道，，咳嗽是咳嗽是

最常见的症状之一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平均持续时长平均持续时长22周左右周左右。。

前期感染新冠病毒后前期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道黏膜受损呼吸道黏膜受损，，需要需要

一定时间修复一定时间修复。。核酸检测转阴后的咳嗽其实核酸检测转阴后的咳嗽其实

也是修复气道的康复过程也是修复气道的康复过程，，咳嗽咳嗽、、咳痰均有助咳痰均有助

于排出呼吸道分泌物于排出呼吸道分泌物。。

干咳干咳、、咳痰咳痰、、咳血丝如何应对咳血丝如何应对？？
如如果持续干咳果持续干咳，，建议使用对症的止咳建议使用对症的止咳

药药。。如早期出现白色泡沫痰如早期出现白色泡沫痰，，后期出现黏痰后期出现黏痰

甚至黄脓痰甚至黄脓痰，，建议使用化痰类药物建议使用化痰类药物。。如果痰如果痰

的颜色由白色变为黄色的颜色由白色变为黄色，，痰量增加痰量增加，，出现脓性出现脓性

痰痰，，则有可能出现了合并细菌感染的情况则有可能出现了合并细菌感染的情况，，建建

议遵医嘱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议遵医嘱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如果咳出少如果咳出少

量血丝量血丝，，首先不要过度慌张首先不要过度慌张，，血丝痰一般来源血丝痰一般来源

于咽部于咽部，，因为剧烈咳嗽导致咽部出现局部渗因为剧烈咳嗽导致咽部出现局部渗

血血，，这种血丝往往量不多这种血丝往往量不多，，并不是肺部感染的并不是肺部感染的

表现表现。。

赵丽敏提醒赵丽敏提醒，，如果咳嗽症状严重或持续不如果咳嗽症状严重或持续不

缓解缓解，，尤其在出现反复发热或发热持续不退尤其在出现反复发热或发热持续不退、、

伴有低氧伴有低氧（（氧饱和度下降氧饱和度下降））或憋气或憋气、、胸闷胸闷、、胸痛胸痛

和腹泻和腹泻、、排气多等消化道反应时排气多等消化道反应时，，应该警惕是应该警惕是

否出现肺部感染否出现肺部感染，，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若感若感

染两周后咳嗽症状持续加重染两周后咳嗽症状持续加重，，或咳嗽持续时间或咳嗽持续时间

大于大于44周周，，也建议到医院就诊也建议到医院就诊，，进一步查明原进一步查明原

因因。。

咳嗽不止如何缓解咳嗽不止如何缓解？？
咳嗽严重时咳嗽严重时，，平躺的姿势容易使呼吸道分平躺的姿势容易使呼吸道分

泌物积聚泌物积聚，，进而使咳嗽加剧进而使咳嗽加剧，，建议将头颈和背建议将头颈和背

部同时垫高部同时垫高，，利于呼吸通畅利于呼吸通畅，，咳嗽排痰咳嗽排痰。。如果如果

咳嗽不止咳嗽不止，，首先首先，，不要因为担心影响周围人而不要因为担心影响周围人而

硬憋着不咳硬憋着不咳，，这样容易导致胸内压及颅内压增这样容易导致胸内压及颅内压增

高高，，发生晕厥发生晕厥。。其次其次，，尽量不要使劲咳尽量不要使劲咳、、连续连续

咳咳，，这样不仅不能有效清理呼吸道分泌物这样不仅不能有效清理呼吸道分泌物，，还还

会导致咽痛会导致咽痛、、声音嘶哑声音嘶哑。。

赵丽敏建议使用以下几个简单有效的办赵丽敏建议使用以下几个简单有效的办

法缓解法缓解：：使用加湿器使用加湿器，，保持室内温暖湿润保持室内温暖湿润；；清洗清洗

鼻腔鼻腔，，减少鼻涕积累减少鼻涕积累；；吃一口蜂蜜吃一口蜂蜜，，让蜂蜜包裹让蜂蜜包裹

住咽喉黏膜住咽喉黏膜，，缓解炎症缓解炎症；；间断性喝温水间断性喝温水，，少量含少量含

服润喉糖服润喉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培远郭培远 通讯员通讯员 胡晓军胡晓军））

化疗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之后，体里好比发

生着一场战争，交战双方是病毒和人体的免疫

系统。在这场战争中，“后勤保障”即化疗患者

吃什么、怎么吃非常重要。

简言之，一定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而不

是一味追求吃的量。每天充足地摄入鱼虾、禽

畜肉、蛋类、豆制品及奶类等优质蛋白食物，不

但可以更好地对抗病毒，还可以一定程度地阻

止细胞自噬现象的发生，有利于康复。除了优

质蛋白，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也要保证。常见的

燕麦、小米、玉米等不仅能补充能量，还是膳食

纤维的来源。

当化疗遇上发烧、失味，大部分人几乎没有

食欲，这个时候需要在饮食方面做出特殊调

整。可以试着让患者吃一些营养密度高但开

胃、好消化的食物，比如牛奶、鸡蛋羹、番茄蛋花

汤等，注意少量多餐。

若伴有“吞刀片”症状，可以吃一些温度稍

低的食物，如冰激凌，冷藏的酸奶、牛奶、黄桃罐

头、运动饮料等，以缓解咽部疼痛，进餐时鼓励

家属陪伴，提高生活热情。同时，可以帮助患者

进食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来提高身体免疫

力，比如柠檬、柑橘、橙子、柚子、猕猴桃、草莓、

刺梨、冬枣等。

如果患者呕吐频繁，则需要补充一些电解

质饮料或者直接吃一些肠内营养制剂来增加营

养。

（马珂王元植）

作为生命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染新冠病

毒后，无基础疾病的年轻人群和病变局限于上

呼吸道的轻型和普通型患者，建议居家监测，对

症用药；重症高危人群，考虑应用抗病毒药物，

并监测血氧情况，尽早发现肺部异常，及时就

医。

居家监测，建议应用指夹式血氧仪监测血

氧饱和度和心率变化。应用血氧仪需注意指甲

无涂色、与仪器接触良好、指端温热，否则结果

可能出现偏差。

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有发生重症的风险，但

具有以下特征人群的重症风险更高：1.超过 60

岁；2.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含高血压）、慢性肺部

疾病、糖尿病、慢性肝肾病、肿瘤等基础疾病；

3.免疫功能缺陷，如艾滋病患者、长期使用糖

皮质激素或其他免疫抑制药物者；4.肥胖（体质

指数≥30）；5.晚期妊娠和围产期；6.重度吸烟；

7.未接种疫苗。

一旦居家监测血氧饱和度下降（≤93%），

应当尽早住院治疗。为避免等床延误救治，建

议提前联系床位。目前，多数医院为应对救治

压力，已对各科室医师进行相关培训，有基础疾

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脑血管病的患

者可以考虑到相关科室就诊。

目前国内推荐的两种抗病毒药物是美国辉

瑞公司的Paxlovid（奈玛特韦/利托那韦片）和

国产的阿兹夫定片。需要提醒的是，目前尚无

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Paxlovid不是神药，

无指征用药的疗效不仅不能得到保证，药物的

不良反应还会增加。对于发病 5天以内的轻

型、普通型且伴有高风险因素的成人和青少年

（12~17岁，体重≥40公斤），可考虑给予Pax-

lovid应用，用法为奈玛特韦300毫克、利托那

韦100毫克同时服用，每12个小时一次，连用5

天。我国第九版诊疗方案纳入阿兹夫定片治疗

普通型新冠肺炎成年患者，用法为空腹整片吞

服，每次5毫克，每日1次，疗程不超过14天，建

议病程相对早、核酸呈阳性的患者使用。

不少患者外购人血免疫球蛋白进行静脉输

注，需要提醒的是，目前该药对新冠肺炎的疗效

仍存在争议，尤其是对轻症患者，尚没有相关研

究显示有效。而且，作为血液制品，输注过程中

本就有发热过敏反应发生，加上外购药物存在

来源、储存方式不当等风险，建议不要盲从跟

风，建议听从医生建议，按需使用。

（郑大一附院 卢春亚）

统 筹 ：郭 培 远
电 话 ：13513891656 微信同号
邮 箱 ：ncbgpy@126.com

随着全国疫情防控政策的逐步调整，
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急剧增加，医务人员面
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在这决胜疫
魔的重要关口，河南省肿瘤医院全体医护
人员坚守岗位，团结一心，为这场攻坚战
奉献力量。 李昂 摄

2022年 12月 29日上午，郑州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经开区院区正式揭牌应诊。这

标志着该院形成了以经八路院区为核心，

以南阳路院区、经开区院区为两翼的“一院

多区”协同发展新格局。郑大二附院经开

区院区位于郑州经开区梅香路与蓝湖街交

叉口东北角，占地426亩，其中门诊建筑面

积 2000平方米，有 48间医疗用房。目前

已开设有内科、外科、妇科、急诊科和体检

科等临床科室，配备有检验、超声、放射、心

电图、药房等辅助科室，拥有独立的急诊调

度室、抢救室、清创缝合室、留观室和输液

大厅，是一个功能齐全、设备先进、人才结

构合理、技术力量雄厚，集医疗、保健于一

体的医疗门诊机构。该院区实行全年365

天、全天 24小时无休，除普通门诊开设的

所有日常业务外，还定期有知名专家坐诊，

所有医务人员均由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直接派出。为响应国家“健康中国 全民健

康”的号召，该院区门诊部还专门开设体检

科，为周边企业员工和居民提供健康体检

服务。 (本报记者 郭培远)

郑大二附院经开院区正式应诊

郑州市中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