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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是一种由肠道病毒感染引

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消化道传播

或日常接触传播。该病多发生于5周岁

以下的婴幼儿，集中于3周岁左右的婴

幼儿，潜伏期 2~10 天，病程一般为 7~

10天。

手足口病早期像感冒，起病急，发

热，一般为38℃左右，患儿可能会出现咳

嗽、流涕、食欲下降、恶心、呕吐等，或1~

2日后手、足、口腔、臀部等部位会出现米

粒大小的疱疹。手足口病患者大多数为

轻症病例，一般经过对症处理都可顺利

退烧消疹，恢复健康。但因救治不及时

等原因，少数患儿会引起心肌炎、神经源

性肺水肿、脑脊髓炎、无菌性脑膜脑炎等

多种较严重的并发症，个别情况还可能

导致死亡。

该病全年都可以发病，每年4~7月会

迎来第一个发病高峰，11月到翌年的1月

还有一个小高峰。

手足口病传染性强

手足口病是传染性极强的疾病，患

者和隐性病毒感染者均为该病的传染

源。

日常生活中，该病主要是通过人群密

切接触传播。在托幼机构、学校等儿童密

集的场所，一旦有小朋友发病，就会暴发

传染。因为人群对手足口病的病毒普遍

容易感染，加上幼儿自身免疫系统尚不完

善，所以无法通过隐性感染获得相应抗

体，特别是3岁以下的幼儿发病率最高。

通过唾液、粪便等间接接触传播。如

健康的孩子接触了患儿的唾液或被病毒

污染过的手和毛巾、牙杯、食具、奶具等用

品皆可引发感染。

通过饮食传播进行扩散。被污染的

水、不卫生的食物、变质的食物、过期的食

物都可使细菌扩散，从而引起大量感染。

手足口病与两种病易混淆

临床中，手足口病常与疱疹性咽峡

炎、水痘混淆。如果分辨不清，延误治

疗，可引发脑膜炎、爆发性心肌炎等严重

后果。因此，家长应掌握辨别小技巧初

步判断是否得了手足口病，做到早发现

早治疗。

疱疹性咽峡炎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临床表现为发

热和口腔咽颊部疱疹，少数病例会出现高

热惊厥、脑炎等并发症，大多数为轻型病

例，有自限性，病程一般在4~6天，偶尔延

至两周。水痘一般遍布全身，在患者的前

后胸、腹部、背部分布最密集，另外在患者

的头皮上、头面部、脚底下等部位也会出

现。患者发热的同时或第二天，身体会出

现米粒般大小的红色痘疹，经过几个小时

则变成明亮的疱疹。

区分是不是手足口病引发的皮疹，家

长可以记住3个“四”。“四部位”：主要侵

犯手、足、口、臀四个部位；“四不像”：不像

蚊虫咬，不像药物疹，不像口唇牙龈疱疹，

不像水痘；“四不特征”：不痛、不痒、不结

痂、不结疤。

预防手足口病“三字经”

手足口病发病人数较多，目前仍无特异

性治疗手段，最有效的应对措施就是做好预

防。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谨记“勤洗手、远

患儿、少聚集、戴口罩、多通风、吃熟食、喝开

水、晒衣被”等，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有效降低手足口病的传染机会。

勤洗手。宝宝在饭前便后、外出回家

后，要用洗手液或肥皂洗手，然后用流动

的清水冲洗干净，最好用七步洗手法好好

洗。大人回到家后应先洗手、换衣服后再

跟孩子亲密接触，给宝宝更换尿布、处理

宝宝粪便和呼吸道分泌物后也要洗手。

平时使用肥皂洗手就行，在怀疑接触病人

后，可以选择使用含氯的洗手液洗手。

远患儿。不要让孩子与生病的患儿

在一起玩耍，不要相互拥抱，分享玩具、餐

具和食物，从而避免感染。

少聚集。人群聚集时，手足口病更容

易传播，建议在疾病高发的季节，别带孩

子去人群聚集、空气不流通、卫生条件差

的地方玩耍。

戴口罩。带孩子到医院等人群聚集

或空气不流通的地方时，要正确佩戴口

罩，可防止空气飞沫传播，也可阻止孩子

用脏手触摸口鼻。

多通风。保持家庭环境卫生，居室要

经常通风。

吃熟食。不吃生冷或半生不熟的食

物。家长为宝宝准备生食的蔬菜、水果要

清洗干净。

喝开水。不喝生水，多喝开水。

晒衣被。带宝宝适当晒晒太阳，增强

免疫力。衣物、被褥、毛巾、尿布等物品要

经常换洗和晾晒。

此外，也可给孩子接种疫苗。目前，

接种疫苗是预防手足口病最有效最简单

也是最经济的方法，尤其对于6个月至3

周岁的孩子来说，要尽早进行疫苗接

种。 （本报记者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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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县

整治医保领域腐败
护好群众“救命钱”

急性喉炎危害大
日常预防要做好

“我今年77岁，家里就我自己，又体

弱多病，看着麦熟了俺心里发愁啊，没

想到帮扶俺的党员蔡铁彦联系驻村工

作队，帮俺家收麦，真是太感谢了！”6月

5日，原阳县靳堂乡南朱庄村贫困户李

振修激动地说。

“三夏”期间，南朱庄村部分贫困户

望着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穗，他既有丰收

在望的欣喜，又有家无劳动力的焦虑。

李振修的联户党员蔡铁彦和驻村工作

队考虑到该村贫困户的实际情况，想贫

困户之所想，急贫困户之所急，立即联

系车辆和工作人员组成南朱庄贫困户

收割小麦工作队，帮助村民解决收割小

麦困难的问题。

在麦田里，新乡市中石化公司驻

南朱庄村工作队队员顶着近40摄氏

度的高温来回穿梭，时时刻刻关注着

麦收情况，全力帮扶困难群众抢收小

麦。

据了解，自从推行党员联户制以来，

在靳堂乡的党员和群众间连起了一根红

线、架起了一座桥梁。联户过程中，群众

有了困惑可以问，有了建议可以提，有了

困难可以解；村里的党员都充分发挥先

锋作用，利用联户平台发光发热，更好地

为村里生活有困难的群众提供帮助。

（本报见习记者刘亚鑫通讯员马啸）

泌阳县供电公司高考保电工作早行动
6月7日，国网泌阳县供电公司组织

人员对辖区各高招考点进行走访，对涉

及高招考点的线路和设备进行排查，对

考点所需应急发电设备进行统计准备，

提前做好今年的高考保供电工作。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的高招

考试推迟到七月份举行，为给十年寒窗

苦读的莘莘学子一个安定的高考环境，

国网泌阳县供电公司提前对高考保电工

作进行了周密部署，早在今年4月份就

已经制订了高考保电工作方案，相关单

位提前介入，明确落实责任，针对不同保

电线路制订了专业巡检、维护方案，各部

门各单位密切配合，高效联动，对各线路

情况提出具体要求，责任到人，层层落实

到位。对泌阳分设的五个考点、场地进

行走访了解，对涉及考点的供电线路进

行了先期的维护保养和检修，组织人员

对涉及考点的电力线路清障，对线下障

碍物进行了清除，认真仔细核查了各考

点供电设备的部件，发现隐患及时排除，

确保了设备安全可靠供电。

下一步，该公司将积极主动与教育

主管部门及考点联系沟通，全力以赴确

保高考的顺利进行。 （王超）

“芒种忙割，农家乐启镰”。当前正值

小麦收割之际，中储粮新乡直属库团支部

号召“青穗”志愿者携起手，主动履行央企

的社会责任，弘扬“青穗”志愿服务精神，

于6月4日联合第一党支部黑羊山党小

组，深入辖区黑羊山乡周边村庄、田间地

头，围绕“服务三农”开展丰富多彩的志愿

活动，提高中储粮“青穗”志愿者的影响

力，展现新时代中储粮青年新风貌。

宣传收购政策讲解储粮知识

党员志愿者和“青穗”志愿者服务

队，深入村庄田间地头、粮食收割现场以

及收购站点，积极向农户和粮食经纪人

宣讲2020年轮换小麦收购政策，发放收

购政策和质价宣传单。为农民讲解储粮

知识和病虫害防治办法，解答农民疑惑，

指导农民朋友和粮食经纪人做好粮食保

管和出售准备。

开展检化验服务进行质量调研

在田间地头对新收割小麦进行产量

质量调研，质检员帮助农户对收获的粮食

进行容重、水分和杂质测定，讲解不同等

级作物对应的质量标准以及日常的安全

储粮措施，让农民对收获的小麦质量做到

心中有数，能够放心售粮、安心储粮。

帮扶困难农户助力农民夏收

为扎实做好农民售粮的帮扶工作，

组织志愿者上门帮助老弱病残以及贫困

户整理晾晒小麦，让老百姓切实体会到

中储粮的关怀，助力农民夏收。

积极推广App 提升为农服务水平

“青穗”志愿者走进乡村街巷，在集

市、农户家、田间地头发放“惠三农”

App宣传彩页，现场“手把手、面对面”

对农户讲解App使用办法和操作技巧，

发动农民朋友在微信群、朋友圈中广泛

宣传。在粮食收购站点、超市门口等醒

目位置摆放易拉宝展示架，积极引导广

大农民群众注册使用，让农民真正了解

App预约售粮的便利性，使广大农民积

极参与进来，让“惠三农”App逐步深入

“农”心。

通过青穗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传递出中

储粮员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

营造“快乐工作，轻松生活”的企业文化

氛围，展示中储粮人情系“三农”、为民服

务的良好形象，增强守住管好大国粮仓

的政治责任担当。

（裴蓓蓓）

2020年6月6日是第25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视觉2020，关注普遍的眼健康”。图为6月5日，新蔡县一眼科医院的

医护人员走进栎城中村幼儿园，对孩子们的视力进行普查，并普及爱眼知识。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魏金山摄

为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保障基金安

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益，近日，

方城县启动医保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

治，着力守护好群众的“救命钱”。

据悉，此次医保领域腐败问题集中

整治从6月初开始至年底结束，重点是聚

焦欺诈骗保乱象，紧盯诱导参保人住院、

未执行药品耗材零差价、串换药品、违规

收费、虚假收费、虚增项目、过度医疗等

医保领域欺诈骗保的突出问题，深入治

理背后贯彻落实医疗保障政策不力，工

作作风不扎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

重，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等作风问题。

整治中，该县实行交叉领域联动执

法、信息共享、联席会议、线索快速移送

等制度，健全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纪检

监察衔接协作机制，整合纪委监委、卫

健、发改、审计、财政、医保、市场监管、

人社等部门的优势力量，多方联动，重

拳出击，集中查处一批医保领域违纪违

法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问责一批责

任不落实、工作推进不力的单位和领导

干部，曝光一批侵害医保基金的典型案

例，依纪依法查处一批欺诈骗保的违法

犯罪行为，切实做到全覆盖检查、全过

程监管、全方位整治，坚决斩断伸向国

家利益和群众利益的黑手，确保整治取

得实效。 （张栋察谭天）

孩子感冒是再常见不过的疾病，很多

家长认为感冒不外乎发热、咳嗽，几天就

痊愈了。但家长们常常会忽视其中一个

常见而又严重的危险——急性喉炎。

“急性喉炎是由病毒或细菌感染引起

的喉部黏膜急性弥漫性炎症。多见于婴幼

儿。由于小儿喉部解剖特点，炎症时易充

血、水肿而出现喉梗阻。”河南省儿童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许莹介绍，急性

喉炎其实也和感冒一样是受病毒或细菌感

染引起发炎，或者说急性喉炎其实就是起

源于感冒，炎症也多不强烈。但问题的关

键是发炎肿胀的位置不对——喉！准确

地说是一个叫“声门下腔”的位置。此处是

通向气管的门户，是整个喉最狭窄的地方，

婴幼儿的声门下腔周围软组织疏松，炎症

发生时容易水肿导致喉部阻塞，这就是发

生急性喉炎的原理。

急性喉炎常起病急、症状重，临床表

现以犬吠样咳嗽、声嘶、喉鸣、吸气性呼

吸困难为特征，可伴有发热、吸气性喉鸣

和三凹征，严重时可出现呼吸困难、发

绀、流口水突然增多、吞咽困难、烦躁不

安、面色苍白等。“小儿急性喉炎的病情

常比成人严重，若不及时诊治，可危及生

命。”许莹说，“一旦发现孩子有这些症

状，家长要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就诊，不要

拖延，只要足够重视，急性喉炎的风险是

能够避免的。”

“平时，我们家长还需做好预防工

作。”许莹提醒说，预防应该从增强小儿体

质着手。

1.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保证孩子健

康规律的作息、良好的身体状态和心理状

态，提高身体免疫力，避免感冒。2.避免

过度用声和滥用嗓音。3.清淡饮食、多喝

水，常食用蔬菜和水果，避免口干舌燥，避

免辛辣刺激性饮食，如过量食用辣椒、浓

茶、浓咖啡、碳酸饮品、油炸食品、膨化食

品和干果类食品，避免过甜过咸等食品如

巧克力、糖果等。4.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湿润，避免寒冷及高热气温刺激；避免接

触粉尘、刺激性气体及有害气体、空气质

量差的环境等一切对喉黏膜不利的刺激

因素。5.尽量避免接触导致慢性过敏性

咽喉炎的过敏原，避免过敏性食物。6.积

极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及临近病灶如鼻窦

炎、咽炎、气管炎等。

（本报记者郭培远）

气温升高，手足口病进入高发期——

谨记“三字经”严防手足口病
核心提示

进入6月，随着气温的持续
升高，手足口病也开始“升温”。

手足口病是近年来发病率
很高的一种儿童传染病，主要侵
犯5岁以下婴幼儿。据统计，
2018年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发
病中，手足口病以发病人数
237.6万位居第一。国家卫健
委新冠防控高级别专家组成员、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
学家曾光表示，手足口病传播系
数达到4.2~6.5，是新冠病毒的
3倍，其严重影响着儿童的身体
健康，需引起足够的重视。

那么，手足口病的传播途径
是什么？又该怎么预防呢？

中储粮新乡直属库

开展“服务三农 青穗在行动”志愿活动

原阳县靳堂乡

党员助力贫困户麦收

6月1日，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为考生进行高招体检。今年，该院承担着全市5000

余名高考生的健康体检任务。为全力做好各项体检服务工作，该院抽调30余名医技、临

床医护骨干组成高招体检工作队，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努力为考生构建“安全、平稳、公

平、健康”的体检环境。 郭海燕摄

6 月 3 日上午，平顶山市湛河区

2020年新增门诊慢性病患者鉴定工作

圆满结束，6名专家共对该区新申报的

303名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慢性病患者

进行了医学鉴定。

据了解，本次鉴定的病种包括重型

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脑血管病后遗症、帕金森病、慢

性心力衰竭等10个病种。

在鉴定工作开展之前，该区医疗保

障局与区卫生健康委结合，依托村卫生

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宣传慢性病申报条

件、程序和所需材料，并代理收集申报

资料，大大方便了参保居民。同时，该

区还通过微信群和广播节目对慢性病

鉴定进行广泛宣传，进一步提高了居民

对医保政策的知晓率。

为保证鉴定工作公平、公正，湛河区

纪委监委派出检查组对鉴定过程进行全

程监督，对鉴定程序和标准进行严格把

关，防止因降低标准或弄虚作假造成医

保基金流失。因疫情防控关系，该区还

将原定的3天检查时间延长至6天，引导

患者错时参检，防止人员聚集。工作人

员则为行动不便和高龄慢性病患者提供

便民服务，对不符合鉴定标准的居民做

好政策解释工作，受到患者好评。

湛河区医疗保障局局长李建国表

示，通过本次鉴定的患者可以凭社会保

障卡到定点医疗机构享受相关医保待

遇，降低慢性病患者就医用药负担，防

止群众因病致贫，同时，严格坚持鉴定

标准也进一步保障了医保基金安全运

行和高效使用。 （王世欣）

平顶山市湛河区

新增门诊慢性病鉴定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