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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近期，国内疫情形势严峻，广东省多地接
连报告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降低疫情传
播风险，市民可能会接到通知被要求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什么是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期间要注意什么？同住
人员应如何做好防护？

什么是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简称居家隔离，是指对

密切接触者中的特殊人群、密接的密接、中风
险区外溢人员及其他经专业人员评估无法进行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人员所实施的医学健康管
理。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期间，要注意
什么？

1.核酸检测。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期间，配
合社区工作人员上门进行核酸采样。

2.健康监测。每天早、晚各测一次体温。
一旦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
觉减退、腹泻等可疑症状，应及时报告社区管
理人员。

3.做好个人防护
做好手卫生，讲究咳嗽礼仪。咳嗽或打喷

嚏时用纸巾遮盖口鼻或用手肘内侧遮挡口鼻，
将用过的纸巾丢至垃圾桶，如接触呼吸道分泌
物立即洗手或手消毒。

尽量减少与其他家庭成员接触，必须接触
时保持1米以上距离，规范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不与家庭内其他成员共用生活用品，餐具
使用后应当清洗和消毒。

4.做好环境卫生
保持居室勤开窗通风，做好每日家居日常

清洁及卫生间、浴室等共享区域的消毒。
生活垃圾装入塑料袋，放置到专用垃圾

桶。
每周一次，把约一杯水或一杯500mg/L

的有效氯消毒液倒入每个地漏，形成水封。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家人应
做好哪些防护？

1.做好个人防护
做好自我防护，与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者接

触时，处理其污染物及污染物体表面时，需穿
戴一次性工作帽、医用外科口罩、工作服、一
次性手套，与其保持1米以上距离。

2.做好手部清洁与消毒
与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者有任何直接接触，

或离开其居住空间后，准备食物、饭前便后、
戴手套前、脱手套后要进行双手清洁及消毒。

3.共同遵守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管理要求
居家隔离人员和共同居住者在居家隔离期

间不得外出，拒绝一切探访。因就医等外出需
联系社区、专人专车、做好个人防护。

（来源：广东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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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0 岁的林伯因
多重基础病影响，每天
需要服用不同药物。日
前，他因急性肠梗阻被送
至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大良医院） 就诊，经手
术治疗转危为安，现已如
期出院。

入院时，林伯精神疲
惫，处于昏睡状态，留置
的尿管不断引流出红色血
性尿液。据了解，林伯已
近一周未解大便，肚子看
起来如孕十月般巨大。

情况刻不容缓。医生
随即为患者进行全面检
查，判断患者是因肠梗阻
而引发系列问题，主要临
床 表 现 为 痛 、 呕 、 胀、
闭，是临床常见急症。病
情复杂多变，一旦延误，
很有可能危及生命。

该院医疗团队经过研
究，很快为林伯确定好
手术治疗时间。在该院
副 院 长 高 明 的 带 领 下 ，
普外科团队有条不紊地
开展“乙状结肠扭转复
位术+切开减压术+乙状
结肠造瘘术”。患者生命
体征不稳定，加上过久的

梗阻，当时肠管高度膨
胀，腹内已经没有多余的
操作空间，手术难度再度
升级。

医疗团队默契配合，
主刀医生娴熟操作，小心
翼翼地解决结肠肠梗阻危
机。术中，他们发现梗
阻的肠段已如充气车胎
般粗大，表面浆膜层自
行爆裂开了。复位、减
压、造瘘……每个步骤又
快又稳地进行。医疗团
队耗时近两个小时完成
手术，患者各项指标也
逐渐恢复正常，平安返
回普通病房休养。

手术成功是痊愈的第
一步，术后护理同样重
要。考虑到患者体重逾
100公斤，长期卧床极有
可能产生褥疮及肺部感
染，待患者回到普通病房
后，外一科护理团队已为
其提前准备好专属气垫
床，定时为其翻身拍背，
协助生活护理。在整个治
疗过程，林伯无发生褥
疮、皮肤破损或积坠性肺
炎，为后期的稳定恢复奠
定了坚实基础。

除了科学指导患者的
康复锻炼，外一科护理团
队还鼓励林伯，与家属密

切沟通，帮助林伯增强康
复信心。从只能搀扶着走
路到能自如行走，林伯逐
步康复起来。出院时，林
伯及其家属频频向医护团
队表达谢意，感谢他们的
照顾与关怀。

记者了解到，在“政
校合作”的大平台下，暨
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大
良医院） 近年来在技术、
人才、设备等方面有了全
方位的提档升级，普外
科、骨科、中医康复科
等多个临床专科百花齐
放，为广大群众提供实
实在在的优质健康服务。

珠江商报讯 记者吴小
镛 通讯员吴淑红报道：近
日，顺德肺部肿瘤专科联
盟正式成立，该联盟由南
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牵头
组建，将通过进一步规范
全区肺部肿瘤诊治工作的
有序实施，构建三级诊治
网 络 ， 形 成 专 科 （病）
诊、治、管、教整合体
系，为顺德区肺部肿瘤患
者提供全面、规范、持续
的诊治方案。

联盟成立大会上，南
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副院
长胡允兆为顺德12家医疗
机构成员单位授牌。胡允
兆介绍了顺德肺部肿瘤专
科联盟成立的意义，并对
联盟寄予厚望。他强调，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优化资源结构与布
局，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推进疾病预防、治
疗、管理相结合，逐步实

现医疗质量同质化管理，
为顺德区居民提供疾病预
防、诊断、治疗、营养、

康复、护理、健康管理等
一体化、连续性的医疗卫
生服务。

会上，南方医科大学
顺德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李玺介绍了专

科联盟的工作方案。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学
科带头人荣福教授介绍，
联盟将搭建起一个区域性
平台，通过规范化培训、
学术交流等形式，全面提
升顺德区肺部肿瘤的临
床、教学、科研以及管理
等各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集全区同道之力，为顺德
市民健康保驾护航。”荣福
说。

联盟成立及签约仪式
后，当天还举行了市级继
续教育项目“肺癌免疫治
疗新进展”学习班，来自
顺德多家医疗机构的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有关专家
进行了精彩的专题授课与
经验分享，各联盟成员单
位代表围绕肺部肿瘤的规
范化治疗及联盟的发展进
行了现场讨论。

文/珠江商报记者邓海霞

立冬之后，天气逐渐
转凉，昼夜温差较大。因
担心孩子受凉感冒，不少
家长都会把孩子裹得严严
实实。殊不知，冬季过度
保暖可能对健康不利。

“给年幼的孩子过度保
暖要注意。”顺德新容奇医
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张素英
提醒，婴幼儿的汗腺系统
没有发育成熟，过度保暖
或捂闷过久容易出现产热
和散热失衡，发生“捂热
综合征”。

什么是“捂热综
合征”？

“捂热综合征”常发生
在冬季，是婴儿常见急症
之一。“这种病多发于1周
岁以下的婴儿，特别是出
生不久的婴儿。”张素英指
出，该病是由过度保暖或
者捂闷过久引起的一组以
高热、大汗、脱水、抽
搐、昏迷及呼吸衰竭为主
的症候群。

张素英表示，低龄宝

宝新陈代谢快，产热量特
别大，然而大脑及神经调
节中枢发育却不成熟，自
主调节体温的能力也较
弱。给孩子捂得太多，不
仅增加了产热，还无法及
时、快速地将产生的热量
散出去，进而产生高热、
大汗淋漓的情况。

高热出汗的同时，血

容量快速减少，对于氧气
的需求和消耗就明显增
大。张素英指出，当婴儿
被裹在厚重的衣服或被子
里，因缺乏新鲜空气，容
易导致缺氧。如此持续下
去，可能导致体内一系列
代谢紊乱和功能衰竭，危
及生命。

在临床上，“捂热综合

征”主要表现为高热或超
高热症状，体温可达41℃
以上，患儿全身大汗淋漓
并出现脱水、面色苍白、
哭声低弱、拒绝吃奶等，
严重者可出现神经系统损
害，反应迟钝、抽搐或昏
迷。“如果心肌受累，将导
致心律失常以及心力衰竭
等多器官损害，患儿病死
率高、后遗症严重。”张素
英说。

如何远离“捂热
综合征”？

生活中，不少家长习惯
通过摸手脚来判断宝宝的
冷暖，手脚凉便添加衣服，
担心宝宝受凉。张素英说：

“宝宝的手脚一般露在外
面，散热较快，另外末梢循
环相对较缓慢，因此手脚温
度一般会低一些，单纯通过
手脚来判断冷暖并不妥
当。”

远离“捂热综合征”，首
先要保持室内温度适宜。
婴儿的体温调节能力较差，
房间温度最好控制在23℃
~24℃，几个月到1岁的婴
儿最好待在室温22℃、湿度
约50%~60%的房间内。

其次，尽量不要将毛绒

玩具放置在婴儿床上。张
素英指出，毛绒玩具、抱枕
大多填充蓬松棉材质，容易
藏匿病原微生物、螨虫、灰
尘，容易吸入口鼻进而诱发
支气管等问题。再者，家长
尽量避免跟婴儿同床睡觉，
减少“捂热综合征”以及误
压婴儿口鼻、造成窒息的风
险。

健康小贴士

当发现孩子出现大汗
淋漓、高热不退、呼吸困难
的情况，排除其他疾病，并
且有穿盖过多的情况，则很
有可能是患上了“捂热综合
征”，应尽快进行降温处理。

1. 补充水分。“捂热综
合征”会导致孩子身体出现
脱水、电解质紊乱的情况，
因此要及时补充水分，必要
时可以给孩子喝一点补盐
液，这样既可以补充水分，
又能增加热量。

2. 降温。降温是处理
“捂热综合征”的关键，可通
过解开衣被、温水擦浴并更
换衣物等方式进行物理降
温。进行简单的降温处理
后，应尽快把孩子送到就
近的正规医院就医。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附属均
安医院成功开展膝关节置换术

助患者健康行走
珠江商报讯 记者邓海霞 通讯员胡英彦报

道：近日，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附属均安
医院外一科团队成功开展双侧膝关节置换手
术。患者术后情况良好，行走功能明显改善。

患者霍先生自述四年前双膝部开始出现疼
痛症状，行走时尤为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适症状愈发加重，霍先生的双下肢逐渐变得
弯曲，发展为“O型腿”畸形，疼痛难耐、行
走困难。

经多方了解，霍先生得知广州中医药大学
顺德医院附属均安医院骨科与中山大学孙逸仙
纪念医院骨科团队建成骨病专科培育型医联
体，引进了省级三甲医院专家技术服务。于
是，霍先生与家人慕名而来。

通过术前详细检查，霍先生确诊为双侧膝
关节骨性关节炎。医生介绍，膝关节炎好发于
中老年人，是引起老年人腿疼的主要原因。该
病主要由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外伤、过度劳累
等因素引起。此外，体重过重、不正确的走路
姿势、长时间下蹲、膝关节受凉受寒也是导致
膝关节炎的重要原因。

记者了解到，多数膝关节炎患者初期症状
较轻，若不接受治疗病情将逐渐加重。在临床
上，该病主要症状有膝部酸痛、膝关节肿胀、
膝关节弹响等。其中，膝关节僵硬、发冷也是
膝关节炎的症状之一，劳累、受凉或轻微外伤
可致病情加剧，严重者还会发生活动受限。

最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骨科许
杰教授的指导下，均安医院顺利为霍先生实施
双侧全膝关节置换术。

双侧全膝关节置换术最大限度地恢复了霍
先生双膝关节功能。经过外一科医护团队的精
心治疗、护理和功能康复锻炼，霍先生已能自
行行走，已出院回家休养。

预防膝关节炎需要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做
起。医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要避免长时间处
于一种姿势，更不可盲目地反复屈伸膝关节、
揉按髌骨。同时还需注意防寒湿和保暖，避免
膝关节过度劳累。在日常生活中还要尽量减少
上下台阶等使膝关节屈曲负重的运动，以减少
关节软骨的磨损。

“顺德肺部肿瘤专科联盟”成立，12家成员单位获授牌

提供肺部肿瘤规范诊疗方案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副院长胡允兆代表医院接受“牵头单位”授牌。/医院供图

捂得太厚可能“冬中暑”
医生提醒，冬季保暖要适宜，谨防婴儿患上“捂热综合征”

精心治疗战疾病 悉心照料助康复
患者肚肿胀痛如孕十月，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帮助转危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