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有资料显示， 重症及死亡
的新冠肺炎患者以合并心血管疾
病（包括高血压 ）老年人居多。 高
血压在我国发病率很高， 在疫情
防控期间，不少患者会担心：高血
压是不是更易感染新冠肺炎？ 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
内科副主任区文超教授特别针对
此问题作了解答。

区文超教授认为， 疫情防控
期间， 居家隔离的高血压患者，
要做好日常的自我血压测量，坚
持定期服药。 部分患者可能存在
就医不便、 药物配备短缺等情
况， 可以通过网络诊疗的方式帮
助解决。

同时， 要消除对疫情的过度
恐慌，缓解焦虑情绪，减少血压波
动。在居家期间，若血压出现大的
波动并伴随相关症状， 可以在有
效防护情况下及时到社区医院甚
至二级以上医院就诊。

居家隔离的患者， 还需要注
意饮食调节， 注意控制饮食中盐

的摄入，适量增加蔬菜、维生素，
选择优质蛋白饮食等。

临床上， 常用的降压药包括
利尿剂、钙拮抗剂、受体阻滞剂、
ACEI/ARB。 研究发现，冠状病毒
可能会通过攻击表达血管紧张素
转化酶 2（ACE2）的 II 型肺泡上
皮细胞发挥致病作用。 有观点认
为，ACEI 类药物会反射性增加
ACE2，增加病毒感染几率。 而另
有观点则持反对态度。那么，究竟
高 血 压 患 者 是 否 要 停 用
ACE/ARB 呢？

尽管意见不一，目前多数心血
管 专 家 仍 倾 向 认 为 ： 使 用
ACE/ARB 增加感染风险的依据
不足，理论上讲，新冠病毒通过攻
击 ACE2 造成急性肺部损伤，使用
ACE/ARB 反馈性增加 ACE2 表
达可能有利于缓解损害。 所以在疫
情防控期间， 正在服用 ACEI 或
ARB 类药物的高血压患者不必停
药。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通讯员 许咏怡）

·保健康周刊
2020年 2月 11日 /�星期二 /�专刊编辑部主编 / 责编 张华 /�美编 黄文倩 /�校对 赵丹丹

A12健

在新冠肺炎流行时期，难免
还会有不少朋友内心紧张，“我
好像生病了， 是不是出现咳嗽、
发烧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
实际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和普
通感冒、流感的临床表现是有明
显区别的。 且看中山大学附属第
三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传染病防
控专家林炳亮教授的解读。

对照一下三者的区别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 � � � 病 原 体 为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2019-nCoV）， 从临床表现来
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最主要的
表现是发热，可合并干咳、乏力、
呼吸不畅等症状，流涕、咳痰等
其他症状少见。

另外，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
约 50%的患者多在 3~5 天后出
现胸闷、呼吸困难。

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ARDS）、脓毒症
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
和出现凝血功能障碍。

普通感冒?
� � � � 由病毒、细菌、支原体、衣原
体等多种病原体引起，出现打喷
嚏、鼻塞、流涕，症状较轻，一般
没有发热及全身症状，或仅有低
热、头痛。

流感?
� � � � 病原体为流感病毒。 症状为
高热 、咳嗽 、咽痛 ，同时伴有头
痛、全身酸痛，全身症状较重而
呼吸道症状较轻。 流感也可引起
肺炎，但是并不常见。

怎样会被列为疑
似？ 如何确诊？

如今是感冒、 流感的高发
期， 务必谨慎判断自己的状况。
对于呼吸道传染病的疫情，疑似

的标准通常是： ①符合典型症
状；②近期有接触史。

因此，除了出现前面所说的
典型症状外，还要留意：是否有
去过武汉或者家里有人从武汉
来的。 在这个前提下，如果出现
发烧、乏力、干咳甚至呼吸困难，
必须高度警惕并带上口罩尽快
到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必要时做
核酸检测。

参考其他冠状病毒所致疾
病潜伏期，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
病例相关信息和当前防控实
际，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潜伏
期在 5-12 天，我国内地将密切
接触者医学观察期定为 14 天，
因此如果有密切接触新冠肺炎
病人或疑似病例， 自行隔离观
察 14 天。

疑似病例的判断和
确诊标准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
案》中对“疑似病例”的判定：

一、发病前两周内有武汉市
旅行史或居住史；

二、 或发病前 14 天内曾
接触过来自武汉的发热伴有
呼吸道症状的患者，或有聚集
性发病；

三、患者发热的同时具有肺
炎影像学特征；

四、 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
正常或降低， 或淋巴细胞计数
减少。

符合以上情况，可判断为疑
似病例。

《方案》中对“诊断标准”的
描述是：在符合疑似病例标准的
基础上，对痰液、咽拭子、下呼吸
道分泌物等标本行实时荧光
RT-PCR 检测 2019-nCoV 核酸
阳性，就可确诊了。

新冠肺炎流行，
办公室 指南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何旭鹏

复工了， 要去上班的你
发愁吗？复杂的办公室环境，
密集人头、相互接触，密闭空
间，有的还开了中央空调，这
对我们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东院神经一科黄海威教授、
内科教研室漆微韡医生给出
一个详细攻略。

大城市的通勤时间通
常都比较长，地铁、公交都
为我们提供了便利，但是当
此特殊时期还是建议大家
减少乘坐公共交通的时间，
避免长时间搭乘地铁，乘公
交车时注意开窗通风。 黄海
威教授建议，步行、骑车或
打车上下班，若必须乘坐公
共交通，需全程佩戴医用外
科口罩，在车上尽量选择通
风的位置，尽量不触碰车内
物品， 尽量不与人讲话，下
车后消毒双手。

打车的时候也要注意，
司机应该全程佩戴口罩，并
且下车后注意消毒双手及
衣物； 如果单位离家近，可
以选择步行上下班，但也要
注意避免扎堆行走，和人群
保持 1-2 米的安全距离。

到单位了建议就爬楼
梯， 需要乘坐电梯的话，必
须佩戴好口罩，哪怕电梯里
就你一个。 按电梯的时候可
以用纸巾隔着按。

【口罩绝对不能摘】进入办
公室， 做好防护就是对同事最
大的尊重和爱护了， 所以和同
事交流的时候请一定也佩戴口
罩，最好能保持 1-2 米的安全
距离。 要一整天都戴口罩的确
是不容易的， 而且要记得如果
口罩外面有污渍、 被打湿或者
口罩内因为呼吸的关系湿掉了
就应该更换， 连续佩戴 4 小时
左右口罩也应该更换。

【洗手不能忘】在办公室洗
手需比在家更勤， 更规范。 还
记不住 7 步洗手法的同学们，
上班前一定要补补功课呀。 饭
前、如厕要洗手，接触经过多人
传递的文件后要洗手， 接触自
己的面部， 特别是眼睛前一定
要洗手， 脱口罩后或者戴新口
罩前应该洗手， 回家前也要洗
手。 如果担心洗手过敏， 可以
在出门前消毒双手后戴上一次
性手套，但是记得，千万别戴着
手套揉眼睛、吃饭或者上厕所，
在任何有可能接触到自己的黏
膜的时候要脱掉手套哦。

【咳嗽礼仪】在办公室咳嗽
礼仪要牢记。 不要以为打喷嚏
或者咳嗽的时候用双手掩住口

鼻就可以了。 正确的做法是用
纸巾遮掩口鼻， 用过的纸巾放
入有盖的垃圾桶内， 然后用肥
皂或洗手液彻底清洁双手，并
用流动的水冲洗干净。 情急之
下没有纸巾怎么办？ 咳嗽时用
胳膊肘挡住口鼻。

【会议该如何开】放了这么
久的假，工作耽误那么多，领导
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要鼓励员
工们加倍努力， 但千万可别把
员工聚起来开大会， 人多聚在
一起，感染病毒的风险会增加，
通讯这么发达， 视频会议也是
很好的， 要商量着办的事在微

信群里也是可以办完的。
有很重要的事情非要开

会， 也要选一个通风的大会议
室，人与人之间隔开 1-2 米的
距离讨论。

【文件能用电子的不用纸
质】 简化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络，
减少人员在各部门间的流动。在
办公室一般每个人都有自己固
定的工位，建议大家到了单位就
直接回到自己的工位，不要在办
公室里走来走去。自己桌上的物
品要记得清洁、消毒，特别是电
话。 可以备一小瓶医用酒精，每
天擦拭桌面物品 2-3 次。

【吃午餐】能一个人吃的饭
就不要聚餐了。非常时期，建议
大家分开就餐， 特别是有饭堂
的单位， 可以考虑号召大家错
峰吃饭，速战速决。

【递送文件】必须要传递的
文件、物品怎么接？黄海威教授
说，只要同事中间没有“流行病

学接触史” （14 天内有武汉及
周边地区或其他有病例报告社
区的旅行或居住史 ；14 天内与
确诊患者有接触史 ；14 天内接
触过来自武汉或周边地区 ，或
者来自有病例报告社区的发热
或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 聚集
性发病），传递的东西我们大可
以放心去接，只不过安全起见，
传递完之后， 特别是手要接触
自己面部前一定要洗手或者用
酒精对手消毒。

而有流行病学史的员工，
即使没有发现症状， 为了自己
和家人同事的健康， 建议第一
时间向单位报告， 主动居家隔
离 14 天。 实际上，如果从春节
前开始算起， 这个 14 天的隔
离期已经过去了。 但目前发现
可能存在少数无症状感染者，
所以如果有明确的疫区接触
史， 还是建议上班前做一下肺
部 CT 和血常规的筛查。

下班了戴上口罩回家，进
门前要记得，工作可以带回家，
病毒不要带进门哦。 可以把玄
关设置为缓冲区 。

所谓“隔离缓冲区 ” ，即
连 接 户 外“污 染 区 域 ” 和 家
里 面“干 净 区 域 ” 之 间 的 转
换 区 域 。 我 们 可 以 在 这 个
区 域 放 置 简 易 衣 架 、 专 门

丢 弃 口 罩 的 垃 圾 桶 以 及 洗
手消毒液 。

【外套、鞋、包】进家门之
后先脱外套、外裤、鞋子、包，
并放置在简易衣架上，也可在
此区域放置室内服装，但要记
得外出服和室内服之间要隔
开， 不能放在一起相互污染。
如果外出衣物或鞋子表面有

肉眼可见的污渍， 需要清洗，
可以用含氯消毒液浸泡后再
常规清洗，如果没有明显的污
渍，放在玄关处干燥通风就可
以了。

【用过的口罩】要把口罩丢
入专用垃圾袋内， 然后扎紧垃
圾袋口。

玄关的鞋柜上可以放瓶免

洗洗手液和 75%的酒精。
【手机、钥匙】不需要带进

家里的物品可留在隔离区靠
门的那边，需要带进家里的物
品 ， 如手机可以用消毒液或
75%酒精擦拭表面后带进去，
最后要记得用免洗洗手液把
双手消毒后再进入温暖干净
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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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下， 许多医
院都停了眼科的普通门诊， 这是
因为眼科检查的特点是医生几乎
与病人面对面， 所以眼科医护人
员也要全副“武装”，操作起来非
常不便，为保护医患双方，所以很
多检查能减免就减免。 这就是很
多医院取消了眼科门诊的原因，
眼科手术除了急诊手术， 其他大
多暂停。

那么眼睛出现了小毛病该如
何自行处理？ 哪些眼睛问题需要
马上看急诊？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眼科黄仲委教授给出
参考意见。

急性眼病症状者须立即去医
院：1、眼外伤尤其是眼球穿破伤，
2、 视力突然急剧下降或视物变

形，3、 突然眼红眼痛视力下降伴
有头痛，4、黑眼珠突然“长”白膜
伴有视力下降眼痛流泪。

眼病虽急， 但可以先自行用药
观察：轻度眼红眼痒分泌物少，或眼
皮轻度红肿触痛。可先试用抗菌、抗
病毒眼药水、眼药膏如氧氟沙星、妥
布霉素、氯霉素等，口服清热解毒祛
湿的中成药，一般两天会缓解。

既往已有的病情稳定的外眼
或内眼病，或可就近买药，比如干
眼病、白内障、黄斑变性、飞蚊症
等，实在不便出门，或短期停药。

不要去医院的眼病：近视、远
视、散光等屈光不正的患者，尽管
都知道医学验光对小孩或者复杂
的屈光不正更准确， 但是非常时
期非常处理吧。

针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全国
蔓延的情况，疾控专家呼吁大家没
事别出门，可是一部分人因为吃火
锅、煎炸食物、熬夜等，突发口腔疾
病，如发生冠周炎、急性牙髓炎、急
性根尖周炎、急性牙周脓肿等。

俗话说，牙痛真要命。 如何在
家里进行自我处理， 广州医科大
学附属口腔医院颌面外科专家、
教授、主任医师张清彬建议：

第一、进行局部治疗。 可用温
盐水含漱， 每日 3-5 次， 如家里

有口腔漱口水，使用效果更佳。
第二、进行全身治疗。 情况严

重时，可口服药物进行全身治疗。
因为口腔的细菌主要是厌氧菌，
可以按照药物服用说明书口服甲
硝唑或乙酰螺旋霉素， 必要时还
可以按照药物说明书口服止痛
片，如芬必得。

第三，作息规律，注意休息，
清淡饮食，增强身体抵抗力。

（ 文/羊 城 晚 报 记 者 张 华
通讯员 李耀文 彭杰）

近段时间的养生首先还是要
防感冒， 多养阴润肺， 以减少咽
干、鼻燥、皮肤干燥等肺燥症状。
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
师林举择为你介绍一款对付风热
感冒的清肺除热， 清肝明目的鲜
桑叶滚金银蛋汤， 有应季养生保
健之用。

桑叶入药，以深秋采摘最佳，
谓之“霜桑叶”，在深秋经过霜打
之后， 它清热解毒的功效会更上
一层楼。中医认为，桑叶味苦、甘，
性寒，归肺经、肝经，有疏散风热、
清肺止咳、清肝明目功效。临证主
治风热感冒、 风热咳嗽、 肺燥干
咳、肝阳上亢所致的目赤肿痛、眩
晕等症。

我们出现干燥症状，其实就是
各种腺体分泌不够，是阴液亏虚的
表现，饮桑叶汤就有不错的滋阴生
津的食疗功效，能够在清热的同时

滋润人体，缓解秋燥症状。
采用桑叶搭配润肺养阴、促

进营养消化吸收的皮蛋和滋阴清
肺、坠火开胃的咸蛋一起来滚汤，
做法简单，营养美味，同时也可以
作为深秋时防治感冒、调理肠胃、
防治呼吸道疾患的节气养生汤，
一家老少皆宜。

材料：鲜桑叶 200 克 （以嫩叶
滚汤为佳），咸蛋 1 个 ，皮蛋 1 个 ，
猪瘦肉 150 克，生姜 3 片。

制作：鲜桑叶洗净切段 ；咸蛋
和皮蛋去壳切粒 ；瘦肉切片 ；生姜
片切丝。 铁锅中加入少许花生油，
加热后放入姜丝爆一爆 ， 之后加
入瘦肉片爆炒片刻 ， 再加入清水
2000 毫升左右（约 8 碗水量 ）。 武
火滚沸后 ，依次放入咸蛋粒 、皮蛋
粒和鲜桑叶 ， 稍滚片刻后下盐即
可温服。 这是 3-4 人分量。

功效：清肺除热，清肝明目。

下
班
回
家
篇

C

上
下
班
篇

A

今养生方日

新冠肺炎与感冒、流感
有什么区别？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通讯员 周晋安

有些患者很恐慌 ，出现发烧 、乏力 、干咳症状就觉得自己
感染了肺炎 。 别急 ，很多医院在网上开通了 “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 ”免费咨询窗口 ，大众可通过这些平台做免费咨询 。 平台内
入驻的感染科医生都可以回复相关问题 。 目前中山三院已经
有 6 名志愿专家入驻，后续还将有更多专家入驻。

觉得自己像“新冠肺炎”怎么办？Tips

预防新冠肺炎，
广东省名中医提醒
千万不要“上火”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李朝 金小洣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
专家告诉你眼科小问题如何自行处理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张秋霞

牙痛？ 口腔专家教你在家处理口腔炎症

高血压患者易感新型冠状病毒？
专家这样说……

风湿免疫病人感冒了怎么
办？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
免疫科创始人杨岫岩教授表示,
首先要暂停免疫抑制剂 （环磷酰
胺 、甲氨蝶呤 、吗替麦考酚酯 、硫
唑嘌呤等），而激素、羟氯喹、消炎
镇痛药等应该继续使用。多喝水、
并注意补充足量维生素 C， 如果
有发热则加用抗炎退热较强的非
甾体抗炎药。 如果出现黄色脓痰
脓涕，提示合并细菌感染，则需要

加用抗生素。如果咳嗽超过两周，
有必要做肺部 CT 平扫检查。

特殊时期出现感冒， 需要警
惕，但不一定是新冠病毒肺炎。 需
要戴口罩和做好自我隔离，必要时
去医院就诊检查， 重点是做肺部
CT 检查和病毒的核酸检测， 以确
定是否新冠肺炎。 对于居家隔离的
“感冒”患者，建议备一个夹手指的
血氧检测仪 （药店有卖 ，100-300
多元），如果有血氧下降趋势，需要
及时就诊，以免延误病情。

病毒性肺炎的一些症状，与
风湿免疫病的活动期症状有一些
相似之处：都可以表现为发热、肌
肉酸痛、 间质性肺炎、 炎症风暴
等。当临床上出现这些症状时，需
要结合病史加以鉴别。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映平）

风湿免疫病人感冒了怎么办？

桑叶做汤？
对， 这个汤美味还可防风热感冒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映平

目前， 新冠肺炎的疫情
流行， 大众情绪不免担忧和
恐慌。 75 岁的周女士近来因
为高血压到广东省第二中医
院心血管科就诊。 她天天在
家看新闻， 觉得病毒传染性
强。而为了不被传染，自己所
住的小区也进行了严格管
理，要求大家不要随意外出。

周女士对接诊的广东省
名中医、 省二中医院心血管
科主任医师王清海说，“自己
已经在家闷了十多天了，每
天盯着手机看新闻报告，看
到不断上升的患病人数，有
时会莫名其妙地出现胸闷、
烦躁、不安、心跳，甚至晚上
失眠， 生怕自己被传染上这
个病，那么，中医有没有办法
预防新冠肺炎的传染？

其实，这并不是周女士一
个人的担忧，恐怕很多人都有
这样那样的焦虑。因为这个病
主要是通过空气飞沫和接触
传染。 如果近距离接触患者，
的确容易被传染。而周女士的
担忧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一
部分人有心理压力，出现了一
些负面情绪；二是不知道怎样
才能预防传染。

王清海主任医师指出，
从临床经验看， 有两种办法
可以有效预防传染：

1、 尽量避免与患病者
接触。

中医有句名言，叫做“虚
邪贼风， 避之有时”。 如何
“避”？这方面大家已经熟知，
包括少去或不去人多的地
方， 不聚餐， 不参加聚会活
动，出门戴口罩，勤洗手等。
这些只要做到了， 被传染的

机会就会减少。
2、增强体质。
中医还有一句话， 叫做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
所凑，其气必虚”。 虽然这次
新冠肺炎传染性强， 但我们
发现， 即使不小心有过病患
的接触史， 能够被传染的也
是少数， 大多数人都不被传
染。有的虽然已经被传染，也
没有症状出现。这说明，能否
被传染，感染后是否发病，与
个人体质强弱有很大关系。
因此，强身健体，增强体质，
是十分重要的。

具体怎样预防？ 王清海
主任医师认为， 以下有五种
方法，不妨一试：

1、不忧愁、不焦虑、不害
怕。 中医讲恐伤肾、悲伤肺、
忧思伤脾、怒伤肝。如果调理
好心情，不害怕、不恐慌、不
忧虑，正确对待疫情，安心在
家休养，通过大家众志成城，
一定会战胜这次疫情。 自己
能做到的是， 尽量避免因忧
愁、思虑、悲伤等不良情绪心
理因素而影响脏腑功能，导
致脏腑功能低下，损伤正气，
降低抵抗力。

2、 锻炼身体， 增强体
质。蜗居在家，一样可以锻炼
身体，例如八段锦、站桩功、
瑜伽、在跑步机上跑步、做仰
卧起坐， 等等。 或者练练书
法，弹奏自己喜爱的乐器，听
听歌，都是很好的方法。

3、吃好、喝好、睡好。 利
用这个难得的在家待着的机
会，好好休整下自己，尤其足
够的睡眠，可补充精气，调整
神气，恢复体力。

4、防止上火。 由于待在
家里，极易焦虑上火。根据临
床经验，若人上火，免疫力就
会下降，容易感冒。少吃煎炸
食品，多喝水。必要时可用菊
花、桑叶、夏枯草、白茅根，各
适量，煎水代茶饮，可以防止
上火。

5、药膳补充，提高脏腑
功能。 这次被传染的大多是

老年人。 老年人大多存在脏
腑功能虚弱，抵抗力下降。所
谓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对于身体脏腑功能虚弱的
人，可适当用药膳进行调补。

顺便介绍两个适合冬春
季节，健脾益气，补肺益肾的
药膳方。

方一：参芪生鱼汤：
配料：生鱼 1 条 ，1 斤重

左右 ， 人参 15 克 ， 黄芪 30
克，红枣 5 个。

做法：(1) 将生鱼拍晕活
杀 ，去鳞 、鳃 、内脏 ，洗净 ，切
段 ，药材洗净 。 (2)锅内烧热
油 ，爆葱 、姜片 ，下生鱼煎至
两面微黄 ，铲起 。 (3)将全部
用料放入炖盅内 ， 加清水适
量 ，炖盅加盖 ，用文火隔水炖
两小时 ，加盐调味即可 。 (4)
适合两人量。 每周 1-2 次。

功效：健脾益气。 适合久
病多病 ， 脾虚气弱 ， 四肢乏
力，气短懒言的人群。

方二：虫草煲小鸡汤
配料：虫 草 3 -5 条 （可

用 虫 草 花 替 代 ），1 斤 重 小
鸡 1 只 。

做法：将虫草、小鸡洗净，
放入炖盅内，隔水文火炖两小
时，取出，加盐调味即可。适合
两人量，每周 2-3 次。

功效：补肺益肾。 适合肺
肾不足 、 慢性咳嗽 、 久咳不
愈 、气喘 、腰酸膝软 、心悸心
慌等患者。

虫草花药膳补肺益肾

“防疫”

图 / 陈辉

图 / 视觉中国

制图/黄文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