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
预防知识预防知识

每年的冬春季都是呼吸道传染病每年的冬春季都是呼吸道传染病
的高发季节的高发季节，，最常见的冬春季呼吸道最常见的冬春季呼吸道
传染病有哪些传染病有哪些？？如何预防这些疾病如何预防这些疾病
呢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
些疾病的一些基本预防知识些疾病的一些基本预防知识。。

11..人群相互接触机会多人群相互接触机会多
呼吸道传染病是通过飞沫传播呼吸道传染病是通过飞沫传播

的的。。而冬春季节由于天气寒冷而冬春季节由于天气寒冷，，人们人们
户外活动减少户外活动减少，，多集中在室内多集中在室内，，增加了增加了
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机会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机会。。

22..呼吸道粘膜抵抗力降低呼吸道粘膜抵抗力降低
呼吸道粘膜是覆盖在呼吸道上的呼吸道粘膜是覆盖在呼吸道上的

一层组织一层组织，，冷空气和干燥空气被吸入冷空气和干燥空气被吸入
呼吸道呼吸道，，刺激呼吸道粘膜刺激呼吸道粘膜，，使粘膜血管使粘膜血管
收缩收缩、、局部缺血和营养障碍局部缺血和营养障碍；；室内通风室内通风
换气较差换气较差，，以及被人吸入的烟尘以及被人吸入的烟尘（（包括包括
被动吸烟被动吸烟），），也能刺激呼吸道粘膜也能刺激呼吸道粘膜，，使使
粘膜上皮的纤毛运动减弱及净化防御粘膜上皮的纤毛运动减弱及净化防御
机能降低机能降低，，使病原微生物容易侵犯呼使病原微生物容易侵犯呼
吸道致病吸道致病。。

33..人体免疫力低下人体免疫力低下
冬春季气候变化大冬春季气候变化大，，人体内环境人体内环境

很难与外界环境相适应很难与外界环境相适应，，人体的免疫人体的免疫
力相对低下力相对低下，，病菌病菌、、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病毒等致病微生物
趁机而入趁机而入、、侵袭人体侵袭人体，，特别容易引起像特别容易引起像
流感等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流行流感等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流行。。

冬春季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有流冬春季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有流
行性感冒行性感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猩红
热热、、HH77NN99病毒感染病毒感染、、水痘等水痘等。。

11..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

简称流感简称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感病毒分甲流感病毒分甲

（（AA）、）、乙乙（（BB）、）、丙丙（（CC））三型三型，，其中甲型流其中甲型流
感病毒致病性最强感病毒致病性最强。。

传播途径传播途径：：以空气飞沫直接传播以空气飞沫直接传播
为主为主，，也可通过被病毒污染的物品间也可通过被病毒污染的物品间
接传播接传播。。

主要症状主要症状：：有发热有发热、、全身酸痛全身酸痛、、咽咽
痛痛、、咳嗽等症状咳嗽等症状。。

预防措施预防措施：：接种流感疫苗是防范接种流感疫苗是防范
流感的最有效的办法流感的最有效的办法。。由于流感病毒由于流感病毒
变异很快变异很快，，通常每年的流行类型都有通常每年的流行类型都有
所不同所不同。。因此因此，，每年接种最新的流感每年接种最新的流感
疫苗才能达到预防的效果疫苗才能达到预防的效果。。另外另外，，锻锻
炼身体炼身体，，增强体质增强体质，，在流感季节经常开在流感季节经常开
窗通风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多休息多休息、、
多饮水多饮水、、注意饮食营养注意饮食营养。。

22..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简称流脑，，是是

由脑膜炎双球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由脑膜炎双球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
染病染病。。

传播途径传播途径：：大多是通过呼吸道飞大多是通过呼吸道飞
沫传播而感染沫传播而感染。。

主要症状主要症状：：最初表现为上呼吸道最初表现为上呼吸道
感染感染，，多数病人无明显症状多数病人无明显症状，，随后病人随后病人
突然寒战突然寒战，，高热体温可达高热体温可达 4040℃℃，，头痛头痛、、
呕吐反复发作呕吐反复发作，，早期皮肤上可见出血早期皮肤上可见出血
点或瘀斑点或瘀斑，，11--22日内发展为脑膜炎日内发展为脑膜炎，，高高
热持续不退热持续不退，，头痛剧烈头痛剧烈，，频繁的呕吐频繁的呕吐，，
伴有惊厥伴有惊厥，，甚至出现昏迷甚至出现昏迷。。

预防措施预防措施：：免疫接种是预防流脑免疫接种是预防流脑
的主要措施的主要措施。。

33..猩红热猩红热
猩红热是由猩红热是由 AA组溶血性链球菌感组溶血性链球菌感

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传播途径传播途径：：经由空气飞沫传播经由空气飞沫传播，，也也

可经由皮肤伤口或产道感染可经由皮肤伤口或产道感染。。
主要症状主要症状：：发热发热、、咽痛咽痛、、发病后全发病后全

身出现密集的红色皮疹身出现密集的红色皮疹，，舌头像红色舌头像红色
的杨梅的杨梅。。

预防措施预防措施：：发现可疑症状发现可疑症状，，及时就及时就
诊诊，，隔离病人隔离病人；；平时注意居室卫生平时注意居室卫生，，常常
开门窗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保持空气流通，，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吐痰，，
勤晒被子勤晒被子，，勤换衣服勤换衣服；；流行期间少到公流行期间少到公
共场所共场所，，减少感染机会减少感染机会。。

44.H.H77NN99病毒感染病毒感染
HH77NN99 病毒是甲型流感病毒的一病毒是甲型流感病毒的一

种常见亚型种常见亚型，，可引起人感染发病可引起人感染发病。。其其
他 可 感 染 人 的 病 毒 亚 型 为他 可 感 染 人 的 病 毒 亚 型 为 HH55NN11、、
HH99NN22、、HH55NN66病毒等病毒等。。

传播途径传播途径：：主要通过空气传播主要通过空气传播，，病病
毒随病禽分泌物毒随病禽分泌物、、排泄物及尸体的血排泄物及尸体的血
液液，，器官组织器官组织、、饮水和环境以及衣物等饮水和环境以及衣物等
传播传播，，造成环境污染造成环境污染，，亦可经过消化道亦可经过消化道
和皮肤伤口而感染和皮肤伤口而感染。。

主要症状主要症状：：以肺炎为主以肺炎为主，，还常出现还常出现
发热发热、、咳嗽咳嗽、、咳痰咳痰，，可伴有头痛可伴有头痛、、肌肉酸肌肉酸
痛痛、、腹泻或呕吐等症状腹泻或呕吐等症状。。

预防措施预防措施：：购买经检疫的冷鲜禽购买经检疫的冷鲜禽
类类，，或去本市定点活禽交易市场购买或去本市定点活禽交易市场购买
活禽活禽。。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饭前便
后后、、接触禽类要用流水洗手接触禽类要用流水洗手；；注意饮食注意饮食
卫生卫生，，不喝生水不喝生水，，进食禽肉进食禽肉、、蛋类要彻蛋类要彻
底煮熟底煮熟，，加工加工、、保存食物时要注意生保存食物时要注意生、、
熟分开熟分开；；搞好厨房卫生搞好厨房卫生，，不生食禽肉和不生食禽肉和
内脏内脏，，解剖活解剖活（（死死））家禽家禽、、家畜及其制品家畜及其制品
后要彻底洗手后要彻底洗手。。外出游玩外出游玩，，遇到不明遇到不明
野鸟野鸟，，尤其是病死野鸟尤其是病死野鸟，，不要近距离接不要近距离接
触触，，更不要捡回更不要捡回、、剥食剥食。。

55..水痘水痘
水痘是一种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水痘是一种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所引起的急性传染病所引起的急性传染病。。水痘患者多为水痘患者多为
11--1414 岁的孩子岁的孩子。。在幼儿园和小学最在幼儿园和小学最
容易发生和流行容易发生和流行。。

传播途径传播途径：：主要通过飞沫经呼吸主要通过飞沫经呼吸
道传染道传染，，接触被病毒污染的尘土接触被病毒污染的尘土、、衣衣

服服、、用具等也可能被传染用具等也可能被传染。。
主要症状主要症状：：水痘病毒感染人体后水痘病毒感染人体后，，

经过大约经过大约22周的潜伏期周的潜伏期，，患者可出现头患者可出现头
痛痛、、全身不适全身不适、、发热发热、、食欲下降等前期食欲下降等前期
症状症状，，继而出现有特征性的红色斑疹继而出现有特征性的红色斑疹，，
后变为丘疹后变为丘疹、、再发展为水疱再发展为水疱、、常伴有瘙常伴有瘙
痒痒，，11--22天后开始干枯结痂天后开始干枯结痂，，持续一周持续一周
左右痂皮脱落左右痂皮脱落。。皮疹躯干部最多皮疹躯干部最多，，头头
面部次之面部次之，，四肢较少四肢较少，，手掌手掌、、足底更少足底更少。。

预防措施预防措施：：接种水痘疫苗是最有接种水痘疫苗是最有
效效、、最经济的预防措施最经济的预防措施。。流行期间小流行期间小
孩子不去人多的公共场所孩子不去人多的公共场所，，经常开窗经常开窗
通风等也很重要通风等也很重要。。

专家温馨提示专家温馨提示：：
11..在人群聚集场所打喷嚏或咳嗽在人群聚集场所打喷嚏或咳嗽

时应用手绢或纸巾掩盖口鼻时应用手绢或纸巾掩盖口鼻，，不要随不要随
地吐痰地吐痰，，不要随意丢弃吐痰或揩鼻涕不要随意丢弃吐痰或揩鼻涕
使用过的手纸使用过的手纸。。

22..勤洗手勤洗手，，不用污浊的毛巾擦手不用污浊的毛巾擦手。。
33..双手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双手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如如

打喷嚏后打喷嚏后））应立即洗手或擦净应立即洗手或擦净。。
44..避免与他人共用水杯避免与他人共用水杯、、餐具餐具、、毛毛

巾巾、、牙刷等物品牙刷等物品。。
55..注意环境卫生和室内通风注意环境卫生和室内通风，，如如

周围有呼吸道传染病症状病人时周围有呼吸道传染病症状病人时，，应应
增加通风换气的次数增加通风换气的次数，，开窗时要避免开窗时要避免
穿堂风穿堂风，，注意保暖注意保暖。。衣服衣服、、被褥要经常被褥要经常
在阳光下暴晒在阳光下暴晒。。

66..多喝水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多吃蔬菜水果，，增加机增加机
体免疫能力体免疫能力。。

77..尽量避免到人多拥挤的场所尽量避免到人多拥挤的场所。。
88..避免接触猫狗避免接触猫狗、、禽鸟禽鸟、、鼠类及其鼠类及其

排泄物排泄物，，一旦接触一旦接触，，一定要洗手一定要洗手。。
99..发现死亡或可疑患病的动物发现死亡或可疑患病的动物，，

不要触摸不要触摸。。
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种类繁多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种类繁多，，做做

到早发现到早发现、、早隔离早隔离、、早诊断早诊断、、早治疗早治疗，，就就
可以有效地阻断传染病的流行与传播可以有效地阻断传染病的流行与传播。。

□□ 崇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崇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冬春季为什么
呼吸道传染病容易流行？

常见呼吸道传染病有哪些？
其主要症状、预防措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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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优
化消费环境，根据上海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关于开展放心消费创
建活动的意见》和《上海市崇明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放
心消费+”创建活动实施方案》
的要求，经各单位自愿申报，各
单位辖区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
所初评推荐，“放心消费+”创建
考核小组检查验收，崇明区“放
心消费+”创建活动领导小组研
究 ，拟 认 定 以 下 33 家 单 位 为
2018—2019 年度“崇明区放心消
费示范（承诺）单位”。现予以公
示。公示期自 2020 年 1 月 15 日
至 2020 年 1 月 21 日，公示期内如
有异议，请及时向上海市崇明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

联系电话：021-59621884
地址：上海市崇明区东门路

388号 2号楼 410室
邮编：202150

关于对拟认定
2018—2019年度

崇明区放心消费示
范（承诺）单位名单

的公示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2020年年11月月1515日日

拟认定拟认定20182018——20192019年度崇明区年度崇明区
放心消费示范放心消费示范（（承诺承诺））单位名单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排名不分先后）：）：

上海冠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西岭酒店有限公司
上海崇明西沙国家湿地公园

管理有限公司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八五分店
上海玉海棠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上海新海农贸市场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市瑞华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明珠湖肉食品有限公司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七五分店
上海猪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港西镇静南村

村民委员会
上海三沙洪农贸市场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兴桥农贸市场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宝贝岛母婴用

品商店
八一广场（上海百宜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顾伯伯客栈
上海意遨拓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东平森林公园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竞存小学
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井亭村

村民委员会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四一分店
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仙桥村

村民委员会
上海崇明华联超市有限公司

堡镇店
上海齐茂粮食专业合作社
上海市崇明区港沿镇合东村

村民委员会
上海崇明向化农贸市场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九三分店
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胜利村

村民委员会
上海东滩国际湿地有限公司
长兴岛郊野公园（上海前卫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凤辰乐

苑社区居委会
上海润丰农贸市场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盒成食品有限公司

【【现代兵器知识现代兵器知识】】
★“两弹一星”是指原子弹（后来

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导弹和
人造卫星。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第一颗氢

弹空爆试验成功。
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第一颗人

造卫星发射成功。
★航天技术又称空间技术，是

一项探索、开发和利用太空以及地
球以外天体的综合性工程技术。

2003 年 10 月 15 日，我国“神舟”

五号飞船升空，杨利伟成为我国首位
太空人。

2005 年 10 月 12 日，“神舟”六号
飞船升空，航天员是聂海胜、费俊龙。

2008 年 9 月 25 日“神舟”七号飞
船升空。航天员是翟志刚、景海鹏、刘
伯明。翟志刚出舱作业，实现了中国

历史上宇航员第一次的太空漫步，使
中国成为第三个有能力把航天员送上
太空并进行太空行走的国家。

国防和双拥知识（十一）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武装部
上海市崇明区双拥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书写花博历史新奇迹

（上接1版）招展招商进展顺利。为办
好这届花博会，我们要按照尊重自然
生态、回归花博本原、各展特色风采的
原则，围绕花开中国梦的主题，精心组
织规划设计，打造一批精品佳作，向党
的百岁生日献礼。崇明将全力以赴做
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支持各参展单

位共建共享，共同举办一届无与伦比
的花博盛会，共同书写好花博会历史
新的奇迹。

缪京在致辞中对与会者的到来表
示欢迎，对支持花博、参与花博的各单
位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崇明将切
实履行申办承诺，实行“一门式、一对

一”贴心服务，满足各个参展单位管理
及生活需求，努力提供优质高效的“上
海服务”。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携手并
进，扎实推进花博园布展工作，共同建
设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独具魅力的花
博园。

蔡友铭在讲话中希望各省区市高

标准落实落地设计方案，加快推进园区
建设和各项筹备工作，同时要坚持依法
管理、安全办博，严守生态安全底线，共
同举办一届精彩难忘的花博盛会。

会后，与会人员考察了花博园区大
临设施，踏勘了室外展园园区，考察了
参展者服务中心、布展服务公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