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温骤降 眼睛也须防寒

� � � � 本报讯 12 月 1 日是第 31 个世界艾滋病

日，今年我国的宣传主题是“主动检测，知艾防

艾，共享健康” 。 贵阳市卫计委联合贵州大学、

贵阳市疾控中心等多部门， 在贵州大学开展

“12·1 世界艾滋病日” 宣传活动，并启动“艾

滋病检测咨询月” 工作。

此次宣传活动旨在号召青年学生积极投身

于艾滋病防治工作， 共同承担防治责任和义

务，广泛宣传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提高全社会

对艾滋病的认识水平。

据了解，与全国情况相同，我市艾滋病传

播途径中经性传播的占 90%以上。 值得关注的

是，我市艾滋病疫情呈 4 个特点：艾滋病新报

告病例数逐年增长，但疫情趋于平稳；经性传

播比例呈上升趋势， 且成为最主要传播方式；

青年学生和 60 岁以上男性病例报告人数比例

上升较快；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

活动现场， 医务人员和青年学生胸佩红丝

带，散发宣传单，讲解防艾知识。 防艾专家告诉

大家，艾滋病可防可控，疾控中心可提供免费、

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和咨询服务，并在活动现场

为自愿检测者提供口腔黏膜渗出液检测服务。

“今天的宣传活动让我对艾滋病的传播途

径、防治措施等知识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在提

高艾滋病自我防范意识的同时，我还会向身边

的人多多宣传艾滋病防控知识。 ” 学生王林说。

当天， 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

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博士、治疗与关

怀室副主任赵燕还为学生作了关于艾滋病的

讲座。 （本报记者 常青）

� � � � 艾滋病可防可治，但不少感

染者却因没有接受检测而不清

楚自身感染情况。 日前，贵州省

疾控中心发布艾滋病检测相关

知识，向公众普及艾滋病“早检

测、早发现、早治疗” 的观念。

为什么需要检测？

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全国报

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 85 万，死

亡 26.2 万例。 估计新发感染者

每年 8 万例左右。 还有相当一部

分的感染者因没有接受检测并

不知晓自己感染状况。 性传播是

主要传播途径。 2017 年报告感

染者中， 异性传播为 69.6%，男

性同性传播为 25.5%。 发生不安

全性行为， 就有可能感染艾滋

病。

通过检测可以尽早发现自

己是否感染艾滋病，做到早检测

早发现，早发现早治疗，延长生

命，提高生活质量。及早检测，了

解情况，既可保护自己免受病毒

的进一步侵害， 也能保护性伴

侣，避免艾滋病进一步传播。

哪些人需要检测？

有高危性行为史，包括仅发

生 1 次未使用安全套的异性性

行为或男性同性性行为；经常发

生高危性行为、又不用安全套的

人群，建议每 3 个月做一次 HIV

检测。

此外，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

或性伴； 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

者； 在非正规医疗单位拔牙、纹

身者 （过程中可能使用了没有

严格消毒的器具）；梅毒、淋病、

尖锐湿疣等性病患者应做艾滋

病检测。 准备结婚的伴侣建议进

行婚前检测，刚发现怀孕的孕妇

以及感染艾滋病的妈妈生的宝

宝也应做检测。

什么时候检测？

感染艾滋病后不是马上就

能检出是否感染，还存在检测的

窗口期，即从艾滋病病毒感染人

体到血液中能检出抗体或核酸

的一段时期。 抗体检测的窗口期

一般为 4 周至 12 周, 核酸检测

的窗口期为 1 周至 4 周。

目前，最常用的艾滋病检测

方法是抗体检测，建议在高危行

为后 4 周检测抗体，大多数感染

者 4 周可以检测到抗体。 如果 4

周结果为阴性，可以等到 8 周或

12 周再检测。 一般情况下，如果

12 周之内没有再发生高危行

为，也没有检测到抗体，就可以

排除艾滋病感染。

需要注意的是，窗口期尽管

检测不出抗体，但有可能病毒核

酸已经在体内复制，同样具有传

染性。 因此，在这段时间发生性

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保护性伴不

被感染。

如果既往有过高危行为，没

有做过检测，应该尽快检测。

去哪里检测？

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

测门诊（VCT）可以获得艾滋

病免费咨询和检测服务； 各地

县级以上医院均可以提供检测

服务； 各地妇幼保健机构和大

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也可以提

供检测服务。 此外，开展艾滋病

预防的社会组织小组可提供检

测咨询服务； 一些高校已设立

自助尿液检测包售卖机， 可以

自行购买。

本报记者 常青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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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进入 12 月，气

温不断走低，寒潮时常侵袭。

贵州省疾控中心发布 12 月

防病提示， 本月应注意预防

呼吸道传染病， 同时注意预

防麻疹、 水痘和诺如病毒感

染性腹泻等疾病。 各地居民

在使用燃气、 煤炉取暖或沐

浴时， 还需特别注意预防一

氧化碳中毒。

▲麻疹

麻疹是麻疹病毒引起的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临床上

以发热、上呼吸道炎症、眼结

膜炎及皮肤出现红色斑丘疹

等为特征。 该病主要通过呼

吸道飞沫直接传播， 也可通

过衣物、玩具等间接传播。 麻

疹传染性很强， 易发于冬春

季，3 个月至 7 岁的小儿发病

率较高。

防控建议：

学校及托幼机构要加强

晨检午检，及时发现和隔离麻

疹病人，如有并发症应延长隔

离期至疹后 10 天； 对已接触

麻疹患者的儿童， 应观察 3

周。

接种麻疹疫苗能有效预

防麻疹， 学校或托幼机构出

现麻疹流行时， 可实施应急

接种。 年幼、体弱患病的儿童

接触麻疹病人后， 可以注射

丙种球蛋白，进行被动免疫；

接触病人后 5 日内注射可有

保护作用，6 日后注射后可减

轻症状。

▲水痘

水痘是由水痘———带状

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

吸道传染病。该病主发于婴幼

儿和学龄前儿童，成人发病症

状比儿童更严重，冬春两季多

发。自发病前一两天至皮疹干

燥结痂前均有传染性，可通过

呼吸道飞沫或接触传染，尤其

是在学校或托幼机构容易出

现聚集性疫情。

防控建议：

加强晨检午检， 及时发

现和隔离病人， 无并发症的

可居家隔离至皮疹全部结痂

为止，一般不少于发病后 14

天； 对已接触水痘患者的儿

童，应观察 3 周，绝不能隐瞒

病情，带病上课，复课时必须

出具医院的医疗证明。 被病

人污染的用品用具可煮沸消

毒。

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能

有效预防水痘。未患过水痘的

12 月龄至 12 周岁的儿童是

重点接种对象；学校或托幼机

构出现水痘流行时，可实施应

急接种。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是

由诺如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

肠道传染病， 主要表现为腹

泻、呕吐、恶心，或伴有发热、

头痛等症状。食用被诺如病毒

污染的食物或水、直接接触病

人、接触被诺如病毒污染的物

体都能引起发病，易在集体单

位引起暴发。

防控建议：

在外就餐，一定要选卫生

状况较好的店家，不吃无证摊

贩的食物。不喝生水，吃海鲜、

肉类等时，要彻底煮熟；不吃

腐败变质食品，蔬菜、水果要

清洗干净、 最好削皮食用；吃

剩饭剩菜时， 要彻底加热；食

物要生熟分开，食具应严格消

毒。

重点加强学校和托幼机

构等集体单位的餐饮管理，要

求食品从业人员严格按食品

卫生要求规范操作，防止食品

污染，确保食品安全。

本报记者

贵州省疾控中心发布 12 月防病提示

注意预防麻疹水痘

及呼吸道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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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4 日，记者从贵

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获悉，该院日

前完成了贵州省首例脊髓上段电

刺激术，促醒了昏迷近半年的植物

人。

据介绍，王先生（化名）一年

前因高血压导致左脑出血入院，

在当地医院进行开颅手术治疗之

后， 因并发症持续加重而转入贵

医大附院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继

续治疗。 经过全力抢救，王先生虽

然捡回一条命，却成为植物人，昏

迷了近半年。 经与患者家属充分

沟通， 贵医大附院神经外科功能

组主任医师隋建美及其团队决定

为其实施贵州首例 “植物人促醒

术” ， 这也是该院首次采用 SCS

脊髓上段电刺激术对植物人进行

手术。

“王先生的脑干处被植入‘大

脑起搏器’ ， 经由电流刺激中枢，

实现植物人唤醒。 ” 贵医大附院神

经外科主治医师杨明向记者介绍，

手术无需开颅，仅从患者后颈部切

开一个小口，将一个微型电极片植

入颈部脊髓上段接近脑干的位置，

再从胸口开一个小口，植入起搏器

即可。

“虽然手术非常成功，但手术

效果并非立竿见影。 ” 隋建美主任

介绍，手术之后两个多月，患者开

始出现自主意识，手可以动并有自

主躲避动作。如今手术后已有半年

多时间， 该患者不仅可以自己吃

饭，能认识亲友，更能够站立并在

辅助工具下行走， 经过专家评估，

确定此次唤醒手术获得成功。

“通常 3 个月以上的持续性

植 物 状 态 患 者 被 称 为 ‘植 物

人’ 。” 隋建美介绍，随着医学技术

进步，重症颅脑损伤患者死亡率在

持续下降，但其中部分患者处于持

续昏迷状态， 也就是通常提到的

“植物人” 。目前，植物人苏醒仍是

世界难题，SCS 疗法是针对植物人

治疗所进行的一种医学探索，对于

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来说是一个

福音。

当前，我国医学界对植物人传

统治疗手段包括药物促醒、高压氧

促醒、周围电刺激促醒、感官接触

促醒治疗等等， 总体疗效有限，效

果欠佳。手术促醒是一项新的治疗

方式，就国内而言，对持续植物状

态病人的促醒率约为 40%。

“不是所有植物人都可以适

应该手术。 ” 隋建美说，在进行手

术之前需要进行详细的术前评估，

通过 CT 检查，需至少确认患者脑

细胞依然存活， 有一定的意识追

踪、视觉追踪，保证神经系统的可

塑性。 否则即使勉强手术，唤醒的

概率也极低。

贵医大附院首例脊髓上段电

刺激术的成功顺利完成，标准着该

院在“植物人” 促醒方面的治疗水

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意味着贵

州植物人患者有机会通过手术苏

醒，创造生命奇迹。

（本报记者 常青）

贵医大附院完成我省首例“植物人促醒术”

贵阳举办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

全市“艾滋病检测咨询月” 工作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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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疾控中心发布艾滋病检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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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受强冷空气影响，今日起

贵阳气温或将跌破零度。贵阳

市一医眼科主任陈凤华提醒

市民，气温骤降，眼睛也需防

寒，特别是要防范寒冷天气诱

发青光眼。

大多数人都比较熟悉近

视、散光、白内障等眼病，但对

青光眼却不甚了解。 其实，青

光眼很常见，且对视力的影响

源于视神经损伤，一旦致盲便

不可逆转。 近来，由于气温不

稳定导致的青光眼患者门诊

量增加，陈凤华解释，天气因

素是诱发青光眼的重要原因

之一。寒冷刺激可通过影响植

物神经使眼压大幅度波动，房

水排出减慢易诱发青光眼。此

外，寒冷使人体血管生理性收

缩、血管痉挛，导致眼底视网

膜供血不足，会加重青光眼的

视神经损害。

“部分青光眼患者一开

始有头痛、 恶心呕吐症状，以

为自己得了肠胃炎，在内科治

疗无效后才转来青光眼门诊，

耽误了诊治时间。 ” 陈凤华提

醒，在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急性

发作期，眼压升高易导致头痛

恶心， 如果同时伴有眼睛胀

痛、视力模糊等情况，应到专

业的眼科医院就诊，及时控制

眼压。

陈凤华说，青光眼患者在

病情缓解后还需谨慎护理，尤

其遇到寒冷天气一定要注意

保护眼睛。 天冷时，最好不要

从室内暖和处突然转入户外

寒冷处， 以免引发眼压波动，

外出时可以在室内外过渡处

稍作休息，让眼睛适应室外的

寒冷气温。 此外，也可以戴眼

镜保护眼睛。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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