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7月28日是世界卫生组织
确定的第十一个“世界肝炎日”。宣传
主题为“积极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
疗，全面遏制肝炎危害”。为响应世界
卫生组织和国家“至2030年消除病毒
性肝炎公共卫生威胁”的号召，控制肝
炎疫情，增加公众肝炎防治知识的知晓
率，科学防治肝炎，现将病毒性肝炎防
治知识梳理如下：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表明，目前
全球约有3.4亿乙肝病毒（HBV）携带者
和1.42亿丙肝病毒（HCV）感染者，每
年约有80至140万人死于病毒性肝炎
感染相关疾病。

我国是肝炎的中度流行区。近年
来，我国法定传染病系统每年报告超过
130万例病毒性肝炎病例，占法定传染
病报告病例数的1/3，每年约30万人死
于肝炎感染相关疾病。

病毒性肝炎是由多种肝炎病毒引
起的，以肝脏病变为主的一组传染性疾
病，具有传染性强，型别多，传播途径复
杂，流行面广和发病率高的特点。肝炎
病毒可分为甲、乙、丙、丁、戊型。

各型病毒性肝炎临床表现相似，急
性期以疲乏、肝肿大、肝功能异常等为
主；慢性感染者可症状轻微甚至无任何
临床症状。

甲肝和戊肝主要经消化道传播，水

源或食物被污染可引起暴发流行。
乙肝、丙肝的传播途径为：血液传

播（输血及血制品以及使用污染的注射
器或针刺等）；母婴垂直传播；性接触传
播。丁肝的传播途径与乙肝相同，但与
乙肝病毒同时或在乙肝病毒感染的基
础上才可能感染。

1.接种疫苗是预防和控制病毒性
肝炎的最佳策略。

目前我国上市使用的肝炎疫苗包
括甲肝疫苗、乙肝疫苗和戊肝疫苗。甲
肝和乙肝疫苗已纳入国家计划免疫接
种程序，可免费接种。戊肝疫苗属于二
类疫苗，需付费接种。在上海市除新生
儿在医院产科疫苗接种室接种第一剂
乙肝疫苗外，其余的肝炎疫苗均在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接种。

2.防止“病从口入”，做好环境卫生
整治，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可有
效预防甲肝和戊肝。

3.切断传播途径，如使用安全的血
液制品、不共用注射器、避免不洁医疗
行为、坚持安全性行为等预防乙肝、丙
肝和丁肝。

1.患者应遵从医嘱，进行规范化治
疗，切忌自行停药或轻信虚假广告，以
免造成病情延误和经济损失。

2.甲肝和戊肝绝大多数是急性病
毒性肝炎，经及时规范治疗，多数患者
半年内可完全康复。

3.乙肝容易转为慢性，目前尚无有
效药物可完全清除乙肝病毒，但经规范

的抗病毒治疗，可最大限度抑制病毒复
制，延缓和减轻肝脏损害，阻止肝硬化、
肝癌及其并发症的发生，改善生活质量
和延长生命。2020年，四种丙肝直接抗
病毒药物（DAAs）已经纳入医保报销目
录，价格降幅达 80%以上，治愈率达
95%以上。

1.有疑似病毒性肝炎症状或易感
染人群，应主动到医疗机构检查。

2.甲肝和戊肝多为急性发病，如有
不洁饮食史或病人密切接触史，并伴有
疑似病毒性肝炎症状，如全身乏力、食
欲减退、恶心呕吐、腹胀、肝区不适、尿
色加深等，应尽快到医疗机构就诊
检查。

3.易感染人群（如有输血、创伤性
治疗、共用注射器、多性伴侣、器官移
植、使用消毒情况不明的器具文身、文
眉、修脚等行为的人员，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乙肝和丙肝患者配偶或所生子
女）和肝脏生化检查不明原因异常者应
主动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

1.乙肝和丙肝病毒不经呼吸道和
消化道传播。因此，日常工作、学习和
生活接触，如握手、拥抱、在同一办公室
工作、共用办公用品、住同一宿舍等无
血液暴露的接触不会感染乙肝或丙肝
病毒。

2.我国已经明确取消了入学和就
业的健康体检中开展乙肝体检项目（特
警职位、民航招收飞行学生体检、血站
从事采血、血液成分制备、供血等业务
工作的员工除外）。

3.目前崇明区已有10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开展慢性肝炎患者家庭签约
服务，可提供健康随访、免费体检、延伸
配药等家庭健康管理服务。

医学界认为，抢救心脏骤停者，
“黄金4分钟”至关重要，因为人类大
脑细胞缺氧极限值是 4 分钟，超过这
个时间脑细胞就会死亡，并且不可再
生。掌握正确的心肺复苏技巧，在 4
分钟内抢救成功率可达50%，如果心
跳停止后10分钟才实施急救，成功几
率则不到1%。

发生心脏骤停时，心脏可能有三
种状态。一是心脏的电脉冲和肌肉
收缩都停止了；二是心脏的电脉冲还
存在，但不再收缩，这是心脏的肌肉
出现了问题；三是心脏的电脉冲。

出现了异常，但肌肉是正常的，
只是因为紊乱的指令使心脏的肌肉
不能协调收缩，造成血液不能泵出，

也叫做心室颤动。
在这三种情况中，前两者因为涉

及心脏肌肉本身，我们常常无能为
力。而第三种情况下，只要我们把电
脉冲恢复了，即“电击除颤”的方法，
室颤就能解除，心脏就能恢复正常
搏动。

有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心脏骤停

的早期，80%-90%心脏表现是心室颤
动，然后才慢慢发展成无脉电或者停
搏；而在抢救猝死患者时，除颤每延
迟 1 分 钟 ，死 亡 率 就 会 增 加 7%-
10%。因此，在抢救心脏骤停患者时，

“电击除颤”是我们最容易实现的抢
救 方 法 ，也 是 提 高 抢 救 成 功 率 的
关键。

心脏骤停急救 除颤很关键

□ 大众卫生报

天下没有
白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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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个热议话题：读了很
多书早就忘记了，那读书的意义
在哪里呢？

首先，每读完一本好书，心
灵都会得到一次升华和洗礼。
表面上看，似乎读过就忘了，又
或许时间一长不记得了，但其实
它 对 人 生 的 影 响 和 改 变 是 恒
久的。

没有知识，就缺乏智慧。就
缺少生存和竞争的本领。

在如今信息化、智能化的时
代，没有文化就想塑造成就，站
在人生舞台的颠峰，几乎是不可
能的。

一句话：没有真才实学，在
进入新时代后，是不可能从激烈
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演绎出精
彩，赢得人生的。

一个认真读过很多书的人，
书本内容难免会忘记，但读过的
书，早就融入了自己的血液、骨
髓、灵魂，沉淀成智慧、经验和情
感。只要有一个触动，就会喷薄
欲出；只要有一个机遇，就会脱
颖而出。

机遇偏爱有准备者，很大程
度 上 机 遇 更 偏 爱 有 真 才 实 学
的人。

再漂亮的容颜，会有变老的
一天；再强壮的身体，也会有衰
弱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走
过的路，会逐渐积累在你的气质
里，变成你永久的财富，始终让
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甚至越走越远，活力四射！

其次，人生没有白读的书，
读每一本书都是一种提升。

即使是从事同样的工作，也
会有不一样的心境。看待和处
理一件事，却可能是天壤之别。

有位哲人曰：“不读书的人，
天和地都是狭小的，他充其量只
能活一辈子；多读书的人，天和
地却是广阔的，他能活上三辈子
——过去——现在——未来！”

□ 黄企生

1.岗位名称：销售人员1人
条件：20-45 岁，大专及以上学

历。要求：沟通能力强，积极主动，吃
苦耐劳，有责任心。待遇：月收入
3500-5000元。

2.岗位名称：餐厅服务员2人
条件：18-50 岁，初中及以上学

历。要求：1.身体健康，有做过餐饮酒
店经验为佳。2.热情开朗，主动性强，
有较强的服务意识。3.积极主动，吃
苦耐劳，无不良嗜好和记录。待遇：月
收入2600-4000元。

3.岗位名称：行政文员1人
条件：20-40 岁，本科及以上学

历。要求：1.有一定的写作能力，有一
年以上的相关岗位工作经验。2.熟悉
word、ppt，会 PS、CD、AI 等制图软件
者优先。3.责任心强、细心耐心，有较
强的学习和沟通能力。待遇：月收入
3000-4000元。

4.岗位名称：营业员2人
条件：18-45 岁，大专及以上学

历。要求：1.工作积极主动，性格热情
开朗，品行端正，吃苦耐劳，工作细
心。2.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
通交流能力，责任感强，逻辑思维清
晰。待遇：月收入2600-3500元。

上海三民文化艺术中心

更多招聘信息及报名方式请登录
“上海人社”App或上海市人力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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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六、病毒性肝炎的检测

（上接1版）更要走到群众中去。崇
明依托本区120 多个道德讲堂和700
个睦邻点等载体，让市民与道德模
范见面，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弘扬
凡人善事，形成常态化道德教化机
制，以此发挥道德典型的示范激励
作用，凝聚全区“崇德明礼”的精神
力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革命先辈是最好的精神榜样，在
崇明，党史学习教育不仅在党员干部
中深入推进，更在全区人民中广泛开
展，覆盖老、中、青、少全年龄段，在人

民心中播下红色种子。

“崇德明礼”是崇明千百年精神
品格的概括，更是新时代崇明人民开
辟未来的不竭动力。

崇明人民自愿自发践行“崇德明
礼”精神品格。“田间小喇叭”就是其
中代表，千余名志愿者活跃在农村基
层，通过“理论宣讲进乡间”“走百村
讲百课”等载体，将实践活动送到各
村居文化活动室、田间地头、睦邻点，

用村民“听得懂、喜欢听”的乡俗俚语
传习文明，宣扬正能量。

“崇德明礼”的精神品格带领崇
明人克服艰难险阻。新冠肺炎疫情
阻击战中，崇明人民自觉投入战斗，
不怕困难、不辞辛劳、守望相助、热
心奉献；崇明广大村居因地制宜，严
防严控，为了自身安全、亲人健康、
他 人 幸 福 、社 区 安 宁 ，大 家 都 很

“拼”。舍小家，为大家，崇明人民平
凡又伟大。

既要弘扬文明新风，也要摒弃旧
习，改善不足之处。近年来，崇明以

不提倡红白事大操大办为重点持续
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大力弘扬勤劳节
俭的优良传统，倡导低碳环保的生活
理念，切实减轻群众人情往来负担，
推动形成崇德明礼、绿色低碳、现代
文明的乡村新风尚。“以前谁家有红
白喜事，全家族的人都忙乎，动辄就
好几十桌，少说也得花好几万，现在
村里倡导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省心又
省钱。”竖新镇时桥村村民茅德忠说。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
英雄。“崇德明礼”的崇明人民，必将
开创更美好的明天。

人民群众积极践行

唱响“崇德明礼”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