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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万物复苏，病毒也开始活跃起来，孩子最易受各种出疹性传染病侵袭，如水痘、麻疹、猩红热等。面对各式
各样的疹子，家长们需要如何来辨别呢？如果患上疹子又该如何护理？接下来就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

春季孩子易受出疹性传染病侵袭
家长注意辨别
1、幼儿急疹
幼儿急疹，又称婴儿玫瑰疹，是人类
疱疹病毒 VI 型引起的一种病毒疹，常见
于 3 岁以内的婴幼儿，多发生在春秋季。
幼儿急疹的出疹特点是：
热退疹出。
幼儿急疹起病前多无征兆，
突然高热起病，
体温在几个小时之内能升高到39℃-40℃，
甚至更高，
来势汹汹。初期发热时，
宝宝精

神状态较好。高热持续 3-5 天后，
体温骤
然下降。退热后，
在颈部、
躯干的皮肤出现
玫瑰红色斑丘疹，
直径2-5mm。用手按压
时，
皮疹会褪色;松开手后，
疹子又恢复到原
来的颜色。偶见于面部和四肢远端出现疹
子。出疹后1-2天，
疹子会慢慢退隐，
不留
色素沉着，
亦不脱屑。

护理：幼儿急疹一般发病后可获得
比较巩固的免疫力，再次发病的很少。
治疗时一般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主要以
针对高热和皮疹的护理为主。患病期间
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给予牛奶、米汤、
粥、面条等易消化的食物及富含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的食物。

40℃-40.5℃。皮疹自耳后、发际→额面
部、颈部→躯干、四肢→手掌、足底。皮
疹初为红色斑丘疹，不伴痒感，以后部分
融合成片，色加深呈暗红。出疹 3-4 天
后发热开始减退，皮疹按之前出疹的顺
序开始慢慢消退，疹退后皮肤有棕色色
素沉着及细小脱屑。

护理：目前尚无治疗麻疹的特效药，
疾病期间注意卧床休息，
高热时可适当使
用退热剂，
但应避免急骤降温，
尤其是在出
疹期。注意皮肤、
眼睛、
鼻腔、
口腔的清洁，
多饮水，
饮食上给予易消化和营养丰富的
食物，
尤其是注意补充维生素A，
同时注意
积极预防肺炎、
喉炎、
心肌炎等并发症。

病初期表现为全身困倦，伴有低热、头
痛、咽痛、恶心、腹痛及四肢酸痛等不适
症状，约 1 天后开始出疹子，出疹顺序通
常由头面部、躯干逐渐向四肢蔓延，呈向
心性分布。刚开始成批出现的皮疹为红
色小丘疹，然后变成大小不等的椭圆形
疱疹，水疱周围绕以红晕，中心有脐凹，

疱壁较薄、易破。皮疹多在 3-5 天陆续
发出，痂盖多在 10-14 天内脱落。
护理：水痘多为自限性疾病，一般不
需要特殊治疗，主要是加强护理。从水
痘出现开始至皮疹结痂脱落为止，要做
好隔离。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避免搔
抓。

2、麻疹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最具有传
染性的呼吸道疾病之一，以冬春季发病
为多。如果接触了麻疹病毒，几乎所有
未接受过免疫的小孩均可感染，病后大
多可获得终身免疫。
多在发热 3-4 天后出疹，出疹期为
发 热 的 高 峰 期 ，体 温 可 突 然 高 达

3、水痘
水痘是冬春季节很常见的一种急性
传染病，它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
染引起的，主要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
触传播。
水痘患儿临床上常以发热、全身分
批或同时出现散在的红色斑疹、丘疹、水
疱、结痂为典型特征。大部分患儿在发

4、猩红热
猩红热是由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所引起
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尤以冬春季多发。
起病急，突然高热，伴头痛、咽痛、恶
心、呕吐等。若细菌从咽部侵入，可有咽
红肿，扁桃体上可见点状或片状分泌物，
环口苍白圈、杨梅舌、颈部淋巴结肿大

等。发热 1-2 天后皮肤开始出疹，从耳
后、颈底及上胸部开始，1 天内蔓延至
胸、背、上肢，最后波及下肢。皮肤弥漫
性充血，上有密集针尖大小的丘疹。出
疹时高热，持续 2-3 天退疹，疹退后伴大
片状脱皮。

护理：在治疗上为彻底消除病原菌、
减少并发症，应足量使用青霉素或红霉
素。咽痛可用生理盐水漱口，同时，还应
注意预防风湿性关节炎、心肌炎、心内膜
炎、
心包炎、
急性肾小球肾炎等并发症。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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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痛药超过剂量会增大毒副作用
读者提问：我工作比较辛苦，有时加
班劳累会头疼，以前吃布洛芬之后，过两
小时就能缓解。前段时间出差时，头疼
又犯了，我一次吃了平常两倍的量，但起
效时间并没有比平时有明显的缩短。为
什么呢？
专家解答：常用的非处方止痛药布
洛芬、扑热息痛、塞来昔布等都是通过抑
制前列腺素合成而起效的，这就决定了

它们的特性，即“天花板效应”。它指这
些止痛药不管如何用，超过一定剂量时，
即使再加量也不能增加止痛的效果。不
过，加量后，药物依赖性和耐受性却会增
加，还可能因剂量的累加而增大毒副作
用，对肝脏和肾脏造成损害。医嘱剂量
和说明书推荐剂量通常是危险较低、药
效较好的，一般在服用后半小时起效，不
要因服药后未立即起效而盲目加药。
简单加量不行，
自己同时服用好几种

止痛药也不能让效果加倍。商品名不同
的止痛药，主要成分可能相同，同时用好
几种，
无形中可能超量，
引起不良反应。
大家平时偶尔牙疼、头疼时，可遵医
嘱用止痛药。如果服用 3 天以上仍有疼
痛感，要及时就诊，如果疼痛是由明确的
疾 病 引 起 的 ，应 配 合 医 生 治 疗 原 发 疾
病。此外，止痛药最好不要与安眠药、中
药等混服，以免影响肝脏功能，增大毒副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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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内瘘狭窄超声下 PTA
（血管腔内成形术）顺利完成
市一医院肾内科继 DSA 下血管腔内成
形术（PTA）后，于 3 月 23 日顺利完成首例尿
毒症透析患者内瘘功能不良行超声下 PTA
（血管腔内成形术）治疗。
患者 69 岁，女性，因糖尿病肾病、尿毒
症准备透析治疗，2 个月前提前建瘘，目前
内瘘震颤弱，行 CTA 检查，示移行段狭窄，
病变较局限，拟超声下 PTA。在超声医生默
契合作下，不惧血管纤细难以穿刺置鞘，通
过超声实时引导，成功置入血管鞘，导丝球
囊在超声下清晰显示，顺利完成球囊扩张
过程。术后第二天患者内瘘震颤明显，可
见瘘静脉微微隆出于皮肤表面。达到满意
效果。术前内瘘流量仅 249ml/min，术后第
三天复查内瘘血流量达 735ml/min。医患均
非常满意。
超声下 PTA 的顺利完成，为患者保留
了可贵的血管资源，并且医患双方都避免
了射线的困扰，对于内瘘血流量极差、内瘘
不成熟的患者也降低了穿刺血管难度。
随着市一医院肾内科 DSA 下血管腔内
成形术、超声下血管腔内成形术、人工血管
移植术、复杂内瘘杂交手术的开展，为我市
及周边的尿毒症患者提供了更加优质高效
的医疗保障，为患者的透析通路找到绿色
通道。
（曹牡华 胡之军）

健康新知
5 招缓解嘴唇起泡症状
第一招：药物治疗
如果嘴唇上火情况不严重，
或者是刚刚
才上火起泡的话，
这个时候通常会比较痒，
是
比较好治疗的时机。这时只要每天晚上睡觉
前在患处抹一些牙膏在泡上，
这样便可以很
好起到消炎以及止痛作用。或者你还可以用
红霉素眼膏涂抹在患处，
这种药膏具有杀菌
消炎的作用。
第二招：多喝水
在平时生活中养成多喝水的习惯，
因为
水是排毒的载体，
只有多喝水才可以排除体
内的各种垃圾毒素。而很多时候垃圾毒素堆
积是导致我们上火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在干
燥的季节，
如果不注意多喝水的话干燥的气
候就很容易导致人体上火。因此每天要坚持
多喝白开水。
第三招：清淡饮食
清淡的饮食不仅可以有效治疗嘴唇上
火，同时还具有预防上火的作用。一些易
上火体质人群，在平时生活中应该尽量多
吃些萝卜、蜂蜜等食物，还有梨、大枣等，这
些食物都具有很好地去火功效。
第四招：热敷
如果嘴唇起泡可以在晚上睡觉前采用热
敷的方法，
用热毛巾敷敷嘴上的水泡，
这种方法
可以有效地减轻红肿情况。而且热敷还可以
加快嘴附近的血液循环，
有助于水泡尽快消散。
第五招：保证睡眠
上火多是由于睡眠时间少引起的。因
此要保证良好的睡眠，
中午最好增加午睡半
小时，
没有午睡条件时可以听一些节奏缓慢
的音乐或闭目养神，以帮助大脑消除疲劳，
让下午的精力更充足。
（据 39 健康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