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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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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冷热多变， 昼夜温差大， 忽冷忽热的天气正是上呼吸道感染的多发季

节，尤其是老人和小孩等免疫力较差的人群更容易“中招”。 宝宝感冒发烧，父母

也跟着变得烦躁焦虑。 如何在流感季节防治小儿感冒呢？

信息时报记者 黄艳 通讯员 林惠芳

流感来袭，如何防治感冒？

如何增强孩子免疫力

对家长来说， 他们最关

心如何帮助孩子预防感冒，

感冒后又该注意些什么问

题。 对此，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儿科主任医师李增清表示，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流感

季节宝宝不慎“中招”，除了

遵医嘱给宝宝吃药外， 家庭

的细心护理也是非常重要

的。

在具体照护方面， 李增

清介绍，一般宝宝感冒，若症

状较轻，只是有流清涕、打喷

嚏、稍咳、咽痒、喉咙肿痛或

伴有轻微发热时， 可以不需

要特殊处理，多喝水，蒸馏水

或果菜汁均可， 饮食上应以

清淡、易消化、高蛋白、高纤

维素的食物为主， 切忌大鱼

大肉或进食辛辣刺激食物。

也不可强迫孩子进食， 以免

影响孩子食欲， 甚至引起呕

吐、腹泻等。 一般来说，轻症

感冒通常三四天即可痊愈，

少数会持续一周以上。

如果孩子出现以下症

状， 父母则需及时带宝宝到

医院就诊。 体温超过38.5℃或

感冒持续一周， 症状仍未好

转；无故哭闹不止、嗜睡、拒

绝进食、淋巴结肿大；皮肤出

现不明原因红疹、红斑等；呼

吸急促、呼吸困难、声嘶、鼻

翼扇动、嘴唇青紫等；呕吐剧

烈或呈喷射状呕吐； 伴有口

唇干燥或眼眶凹陷、腹泻等。

如何帮助孩子预防

感冒呢？李增清表示，首

先“春捂”要恰到好处。

“所谓‘春捂秋冻’中的

‘春捂’， 就是说春季气

温刚转暖， 不要过早脱

掉太多衣服。 如果春天

忙于减衣， 遇到天气变

化或倒春寒就容易受

凉，引起感冒等疾病。但

‘春捂’也不是穿得越多

越好， 衣服穿太多也会

‘捂’出汗，冷风一吹，也

容易着凉‘伤风’”。

因此，“春捂” 要恰

到好处， 根据天气变化

及个人体质， 逐渐减少

衣物。一般来说，春季早

晚较冷，可适当“捂”一

会儿。 而中午时分气温

较高， 则可以适当减少

衣物。在穿衣方面，除体

质特别弱者

（如新生儿、

营养不良或有先天性心

脏 病 等 基 础 疾 病 的 患

儿）

外，通常给宝宝穿衣

服的多少及厚薄与成人

大致相同。

遵医嘱喂药细心护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秀丽 通讯员 林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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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月了，前几天突然发高烧，爸爸妈妈抱起他就往医

院赶。 医生看嘟嘟精神状态挺好，再结合相关检查，考

虑这场突如其来的高烧可能是幼儿急疹， 于是开了退

烧药，建议父母回家密切观察。 回家后，嘟嘟仍是反反

复复地高烧，但精神状态还可以，爸爸妈妈便按捺着性

子，继续做好退热处理。 就这样反复烧了3天，到了第4

天，嘟嘟的体温开始回落，随后身上也开始冒出一些红

色的疹子，爸爸妈妈终于松了一口气。

据介绍，幼儿急疹也叫玫瑰疹，是婴幼儿时期一种

常见的病毒性出疹性疾病，常见于3岁以内的婴幼儿。 6

个月之后的婴儿首次突然出现的高热，热退后出疹，多

数由幼儿急疹引起。

“幼儿急疹的诊断，通常是根据‘热退疹出’的规律

来确定。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医师李增清表示，

幼儿急疹引起的发烧有以下特征：1.突起高热，持续3～5

天，但精神状态佳；2.热退疹出，皮疹持续1～2天后消退。

如何应对幼儿急疹？ 李增清建议，若幼儿体温未超

过38.5℃， 以贴退热贴或温水擦浴等物理降温为主，并

让宝宝多吃奶或多喝水； 当宝宝体温超过38.5℃时，可

遵医嘱使用退烧药。

宝宝突发高热或是幼儿急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穗医保宣）

去医院看

门诊， 医保参保人用手机就

能完成医保费用支付， 免去

了排队付钱、找零的麻烦。 记

者从广州市医疗保险服务中

心了解到，目前全市共有117

家医保定点医院向广州医保

参保人提供移动支付服务，

参保人只需根据医院导诊台

指引进行实名认证、 绑定市

民卡后， 即可体验医保移动

支付。

据了解， 广州市医疗保

险服务中心与广东银联、腾

讯、蚂蚁金服合作，在全市11

个行政区117家医保定点医

院实现移动支付服务。

如何实现医保移动支付

呢？ 记者获悉，参保人需根据

导诊台的指引， 自行选择使

用医院开发的App、微信公众

号、 支付宝生活号或银联医

程通App。 为了保障账户安

全， 参保人在首次使用时需

根据App或微信等页面指引

完成实名认证及绑定社保卡

等手续。

广州市医疗保险服务中

心介绍， 针对未成年人使用

父母社保卡进行医保网上支

付的需求， 该中心联合广东

银联进行攻关， 实现了使用

本人社保卡办理直系亲属

（

父母 、子女等

）医保就医业

务的医保移动支付功能，目

前正在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

疗中心联合试点， 试点成功

后将在今年内向全市其他医

保定点医院推广。

门诊看病，医保付费手机搞掂

全市117家医院可使用医保移动支付

微信 ：

在微信关注“我的社

保卡”公众号，点击底部右侧“我

的”-“绑定社保卡”：选择参保地

“广州”；输入支付密码、人脸识

别确认本人操作； 识别成功后，

授权绑定即可。

支付宝 ：

在支付宝关注“我

的电子社保卡”生活号，点击顶

部左侧“电子社保卡”：选择参保

地为“广州”；选择“开始认证”，

人脸识别确认本人操作；识别成

功后，授权绑定即可。

待绑定成功后， 广州市民

只需关注就诊医院公众号， 即

可线上挂号时， 直接选择微

信

（ 或支付宝）

医保结算。

微信支付宝如何绑定社保卡

想不感冒，应该如何增强免疫力呢？ 很多

家长会考虑通过药物如丙球等，来提高宝宝的

免疫力。 李增清表示，药物固然能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孩子的免疫力，但也不可避免会产生一

些副作用。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通常，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注意增强

孩子的体质：比如在饮食上，要为孩子准备营

养丰富的食物。 在流感季节，更要多食富含维

生素的瓜果蔬菜。 在作息上，充足的睡眠对于

增强孩子的体质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爸爸妈

妈要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 坚持早睡早

起，保证充足的睡眠。 此外，适当的运动也可使

机体素质得到提高，在天气适宜时，多带孩子

接触阳光，多参加户外活动。 出汗时，千万不要

马上脱掉衣服，这样才不至于着凉感冒”。

减少病菌接触机会

另一方面，应减少跟病菌接触的机会。 李

增清提醒，在流感季节，要尽量避免带孩子到

人多、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这样可减少患

感冒的几率。

家里有人感冒时，注意戴好口罩，避免与

孩子亲密接触， 同时注意保持室内的通风换

气。 此外，外出归来和进食前，一定要清洁双

手，以减少“病从口入”的机会。

常备一些预防药物

对于家长来说，家中可以备一些药物如板

蓝根、大青叶等中药。 这些中药对预防感冒有

作用，在流感季节，爸爸妈妈可以给宝宝冲一

些板蓝根预防一下。

另外， 每天泡脚也是预防感冒不错的方

法。 泡脚时热水的温度以能忍受为宜，而且水

面一定要没过脚面， 一直泡到脚稍微发红为

止，每天泡脚时间最好不超过 15 分钟，这样也

可以起到预防和治疗感冒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