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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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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档案】梁建琴，解放军总医院

第八医学中心结核病医学部主任，主任

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安慧茹，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

心结核病医学部结核病科主任，硕士研

究生导师。

杜经丽，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

心结核病医学部结核病防治队队长，医

学博士后。

问：不少人对结核病不太了解，请

简要介绍一下结核病。

梁建琴：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
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其中以肺
结核最为常见，也可侵及肺脏以外的其
他部位，如肝、肾、脑、淋巴结等器官，称
为肺外结核病。

杜经丽：预防和控制结核病最重要
的是切断病菌的传播途径。由于结核病
主要经呼吸道传播，所以要特别注意以
下 3个传播途径：一是空气传染，主要是
通过传染性媒介，包括带有结核菌的呼
吸道飞沫传染给健康人群。排菌肺结核
病人的深呼吸动作（如咳嗽、喷嚏、大声
说话、大笑、唱歌）会呼出大量传染性飞
沫，能长时间存在于空气中，健康人群吸
入肺泡后会被感染。二是尘埃传染。如
果排菌肺结核病人的痰吐在地上，水分
蒸发后会成为带菌尘埃，有可能被健康
人群吸入肺泡，造成感染。三是再生气

溶胶传染。落在地面、物品上的结核菌
随尘埃飞扬，也容易被人吸入肺泡，造成
感染。

问：哪些人容易感染结核病？

杜经丽：容易感染结核病的人，我
们称之为易感人群，主要包括以下群
体：未受结核菌感染与未接种卡介苗，
对结核病没有产生特异性免疫力的人
群；免疫受损与免疫缺陷的人群，如长
期使用免疫抑制剂治疗和放射治疗的
病人、糖尿病患者、HIV 感染者、AIDS
患者，以及做了胃切除术的人；存在结
核易感基因的健康人。

问：说到结核病，人们往往谈之色

变，如果不慎患了结核病，更是十分担

心。请谈谈如何正确认识结核病？

安慧茹：患了结核病后，不少患者
感到担心，一怕治不好，二怕耽误工作
和学习，三怕传染给别人。这些担心都
是正常的，但“怕”不利于疾病康复，还
可能因精神紧张、情绪低落使身体抵抗
力下降。

首先，结核病是可以治愈的。患病
后不讳疾忌医，积极、主动地配合医生，
遵循医嘱按时服药，95%以上的患者可
在 6-8个月内治愈。而且，结核病停药
后的复发率很低，特别是采用标准短程
化疗方案的患者，两年复发率约为 2％
左右，涂片阴性的肺结核病人治愈后的
复发率更低。其次，做好预防工作能有
效控制结核疫情传播。有传染性的患
者要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待传染性消失
后再恢复工作；与他人一起生活时注意
细节，如接触时戴口罩，门窗常通风，碗

筷单独使用、煮沸消毒等。
问：集体生活的群体中，一旦有人

发生肺结核，常会造成结核病的传染和

流行。预防结核病等呼吸道传染疾病，

部队官兵应注意哪些事项？

梁建琴：预防结核病，官兵应注意 8
个方面：一是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晨起
训练或出操前可打开窗户，增加空气流
通。二是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随
地吐痰；咳嗽、打喷嚏时用手肘或手帕
捂住口鼻；经常晾晒衣服、被褥等。三
是佩戴口罩。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的公
共场所，必须进入医院、商场、超市、地
铁、火车站等较密闭的空间时，建议佩
戴医用防护口罩。四是勤洗手。外出
归来或训练后、进餐前要洗手。五是随
气温变化增减衣服，避免着凉感冒。六
是提高免疫力。提高自身免疫力是避
免被感染的重要手段。官兵应严格遵
守部队作息时间，尽量不要熬夜，保持
愉悦的心情，加强锻炼，均衡饮食。七
是按时健康查体。积极参加部队组织
的健康查体，按时接种疫苗。如果查体
时发现潜伏结核感染，且长期与肺结核
病人共同居住或同室工作、学习，应及
时到医院排查，必要时进行预防性抗结
核治疗。八是互相监督，及时就诊。当
自己或战友出现咳嗽、咳痰、发热、乏力
等不适症状时，不要自行用感冒药或解
热镇痛药物，应及时到卫生队就诊。

问：结核病起病比较缓慢，早期症

状轻微，怎样才能实现结核病的早发现

和早治疗？

安慧茹：官兵要注意以下 5点，以防

患于未然：周围有排菌肺结核病人，且
经常在一起交谈、用餐等，应尽早到医
院就诊，以明确是否结核感染或患病；
发现自己工作精力不足，出现长期低
热、乏力、体重减轻、盗汗、慢性咳嗽、胸
痛、胸部不适、气短等症状时，应立即就
医；如果出现咯血症状，要尽早排查；出
现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或破溃的淋
巴结长期不愈、胸腹壁肿块破溃长期不
愈、慢性难治性眼结膜炎、慢性肛裂、肛
瘘等病症时，要警惕结核病的存在；处
于病后恢复期或大手术后体质虚弱者、
糖尿病、矽肺患者、因其他疾病长期使
用激素和器官移植后抗排斥药者，易引
发肺结核病。如果官兵存在上述情况，
可以进行胸部影像学等检查。

问：当前治疗结核病主要采取哪些

治疗手段？

梁建琴：结核病以化学治疗为主，
联合免疫治疗、手术治疗、介入治疗、中
西医结合治疗、营养支持治疗等综合性
治疗方法。相对于其他感染性疾病来
说，结核病的治疗时间较长，治疗药物
多，药物副作用大。对于初治肺结核
者，强化期至少需要 4种有效药物联合
应用，继续期至少需要 2种有效药物联
合应用，疗程至少 6个月。耐药、耐多药
和广泛耐药的结核病患者，疗程需要 20
个月以上。无论初治还是复治结核病、
耐药还是不耐药结核病，都要遵循“早
期、适量、全程、联合、规律”的治疗原
则，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规范治疗、全程
管理，以减少药物副作用。治疗时，药
物不要中断和间断。

2021年3月24日是第26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结核病

医学部的专家提醒官兵——

科学防控，远离结核病
■黄永杰 郝云龙

目前，我国正有序开展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工作。为帮助官兵更好地了
解疫苗接种的相关情况，我们整理了
一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知识，分享给
大家。

接种疫苗有什么作用？

疫苗的安全性如何？

第一，从感染风险分析，虽然我国
疫情形势总体平稳，但仍然存在疫情输
入和局部流行的风险。对绝大多数人
来讲，如果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免疫
力，就有患病可能。所以，预防新冠肺
炎最好的办法就是接种疫苗。通过接
种疫苗，能够对个体进行有效保护，也
能对人群形成有效保护，降低感染率、
重症率和病亡率。

第二，接种疫苗的人越多，拥有
免疫力的人就越多，这样就能有效
控制新冠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既
起到了保护自己、保护家人的作用，
也能起到保护他人、保护整个人群
的作用。

第三，目前我国使用的新冠病毒
疫苗均已按照规范开展了临床研究，
获得了国家药监部门的批准，并通过
严格的检定。在疫苗储存和运输过程
中，要求定时监测、记录温度，确保新
冠病毒疫苗在储存、运输全过程中处
于规定的温度环境，符合运输的相关
要求。在接种过程中，要求医务人员
要严格执行“三查七对一验证”的操作
规程，通过规范的操作来充分保障疫
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目前我国上市的4款新

冠病毒疫苗有什么区别？

目前我国上市的 4款新冠病毒疫
苗来自两种技术路线，有 3款是灭活疫
苗，1款是腺病毒载体疫苗。

灭活疫苗：主要特点是疫苗的成份
和天然的病毒结构是比较相似的，是最
接近的。灭活疫苗通常免疫应答比较
强，具有良好的安全性，比较稳定，在
2-8℃情况下可长期保存两到三年，运
输方便，采用两针免疫。

腺病毒载体疫苗：我国采取 5 型
腺病毒作为载体，导入新冠病毒抗
原基因，通过生物反应器制成活载
体疫苗。该疫苗不仅能够诱导很好
的中和抗体产生，还能够增强一些
细胞免疫，采用的免疫程序是一针
免疫。

新冠病毒疫苗和其他疫

苗接种需间隔多久？

通常情况下，新冠病毒疫苗和其他
疫苗接种要间隔至少两周以上。但是
有些特殊情况，如遇到动物咬伤或出现
外伤，需要接种狂犬病疫苗或破伤风类
毒素时，可以不考虑间隔，也可以优先
接种狂犬病疫苗或者破伤风疫苗。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多

久能献血？

按现行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根
据接种疫苗的不同类型，暂缓献血时间
从 24小时到 4周不等。此外《中华人民
共和国献血法》有规定，两次献血间隔
时间不少于6个月。

错过集中接种怎么办？

当前各地的接种工作是以目标人
群为主。这类人群大部分涉及重点行
业和重点场所，主要依托所在单位组织
集中接种。

如果部分目标人群因为个人原因
错过了单位组织的集中接种，还可以就
近到所在的接种单位进行补种。个人
要根据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疾控机构或
者接种单位的要求提前预约。
（资料综合自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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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
部分。有的战友出现口腔问题后，未引
起足够重视，导致疾病加重，影响工作
和训练。今天，我们对官兵易发的 3种
口腔疾病进行介绍。

牙外伤

【案例回顾】最近，某部士兵小谢因

牙齿咬物不适来医院就诊。经过检查，

医生发现小谢右上切牙牙髓已经坏死，

牙齿根尖出现囊性病变。仔细询问得

知，小谢3个月前在训练时不慎损伤面

部，上门牙轻度松动，牙龈渗血，但因牙

齿没有明显疼痛，就没在意。

【病情解读】牙外伤是一种常见的
口腔疾病，分为牙折、牙震荡、牙脱
位。官兵发生牙外伤后，要妥善保存
离体牙残片或牙齿，可将牙齿残片放
置在生理盐水或牛奶中，并尽快前往
医院就诊。如果整个牙齿脱出体外，

可手捏牙冠部位，用流动水冲洗，勿用
毛刷洗刷，然后将脱落牙齿放回原位，
使牙周膜重新获得营养支持。不能置
于原位时，可将其放置于牛奶中或含
在舌下保存，不要强行压入，防止造成
二次损伤。牙脱位治疗的黄金时间是
1小时以内，官兵出现牙齿脱位后应尽
快就诊，以免延误牙齿的治疗时机。
损伤牙齿经过适当处理后，牙齿根部
的牙周膜需通过自身免疫系统实现愈
合。愈合期间，牙齿应尽量减少活动，
可到医院佩戴专业的制动装置。此
外，牙齿损伤后的 3 个月内尽量进软
食。

预防牙外伤，官兵在训练时要做好
自我防护，执行近距离搏击、高空下坠
任务，或在复杂地势环境、爆破环境下
工作时，应主动佩戴面罩、头盔和运动
防护牙套。若未配备相关防护装备，出
现意外情况时，要下意识降低重心，并
将头面部隐藏到双臂下。

慢性唇炎

【案例回顾】某部士兵小齐到高原

驻训后，下唇部常常干燥脱屑，有时还

会肿胀、出血，十分疼痛。军医检查后，

诊断小齐为慢性唇炎，并对他进行了局

部处理。

【病情解读】慢性唇炎是一种病因
不明的局部炎症，按临床表现可分为
干燥脱屑性唇炎和湿疹糜烂性唇炎。
平原官兵进驻高原后，常会出现干燥
脱屑性唇炎。高原空气干燥、气候寒
冷，唇周皮肤黏膜水分容易蒸发，从而
导致唇部干裂。高强度的紫外线会使
干裂的唇部进一步受损。此外，高原
低压、低氧，缺氧还会增加血液黏稠
度，造成唇部组织末梢循环不良，使唇
部损伤不易愈合。

预防干燥脱屑性唇炎，高原官兵
可采取以下措施：注重防晒，外出执
勤、训练时尽量穿长袖衣服、戴帽子和
手套，唇部涂抹高原护唇膏；多补水，
每天饮水 2.5-4L，少量多次饮用；多吃
富含维生素 B、维生素 C及维生素 E的
食物，如瘦肉、鱼肉、蛋、奶、豆类、新鲜
水果和蔬菜等，还可适当补充复合营
养制剂维生素；提高心理素质及自身
免疫力，促使机体更好地适应寒冷干
燥环境。

如果官兵出现干燥脱屑性唇炎，可
自行用生理盐水湿敷，再多次厚涂高原
护唇膏。若唇部出血、糜烂现象较为严
重，应及时就医，对症治疗。

黏膜下纤维化

【案例回顾】前几天，空军某雷达站

士官小刘因张口困难来医院就诊。医

生检查后发现，小刘脸颊内侧黏膜变

白，缺乏弹性，嘴巴很难张开，诊断为黏

膜下纤维化。经军医询问，小刘说自己

经常为了提神嚼食槟榔。

【病情解读】黏膜下纤维化是一种
慢性黏膜疾病，早期一般会出现口腔黏
膜炎、水疱；中期口腔黏膜有大理石样
改变；晚期往往伴有白斑和红斑，且出
现张口困难。咀嚼槟榔是黏膜下纤维
化最重要的致病因素。官兵咀嚼槟榔
时，槟榔纤维反复摩擦，造成口腔黏膜
局部损伤。槟榔内具有细胞毒性的槟
榔碱渗入黏膜组织，会引发黏膜组织变
性。建议战友平时尽量不要嚼食槟榔，
防止损伤口腔黏膜。此外，要提高口腔
黏膜疾病的自检意识。出现以下几种
情况时应及时到口腔科就诊：口腔溃疡
反复发生且持续恶化；用舌头舔口内黏
膜时，感到质地不光滑；口腔黏膜颜色
变得苍白且不均匀。

目前，黏膜下纤维化的治疗手段
包括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通常保
守治疗即可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但
疗程较长，战友们治疗时要配合医
生，不要中断或间断。

口腔健康不可忽视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轩 昆 郭 静

沙尘天气下，空气中悬浮着大量
颗粒物，可通过眼、鼻、喉等黏膜组
织及皮肤，直接对人体产生不同程
度的刺激症状。沙尘颗粒还可通过
呼吸道进入人体，使气道黏膜受损，
引起或加重多种呼吸系统疾病。沙
尘天如何做好健康防护？新疆军区
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姜鹏提出以
下建议——

保护呼吸系统。沙尘天气下，大气
中可吸入颗粒物增加。鼻呼吸虽能过
滤一部分颗粒物，但有些颗粒物仍会进
入肺泡。如果沉积于肺泡的颗粒物超
过肺本身的清除能力，可能引起支气管
炎、肺炎、肺气肿，甚至导致肺间质纤维
化等严重肺病。此外，由于高空气流的
作用，可吸入颗粒物表面可能吸附着细
菌、病毒等有害病原体，不仅会危害人
体健康，还可能增加传染病的传播风
险。出现沙尘天气时，应及时关闭门
窗，等沙尘过去后再开窗通风；采用在
地上洒水、湿抹布擦拭等方法清理灰
尘；尽量避免室外活动，老年人、婴幼
儿、体弱者、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脏病患
者更需注意，以免旧病复发或加重。若
必须外出，要做好防护，建议佩戴口罩
或使用防尘、滤尘面罩，防止沙尘吸入
体内。

正确处理眼内异物。沙尘进入眼
睛后，会使眼睛疼痛、流泪，如不及时
清除，可能造成细菌性或病毒性眼
病，严重的还会诱发结膜炎。因此，

沙尘天要保护好眼睛。外出执行任
务的官兵可佩戴护目镜，避免异物直
接冲击眼睛。如果风沙不慎入眼，应
闭目休息，不要频繁转动眼球，并尽
快用清水冲洗。若情况严重，应立即
就医。切忌用手揉搓，以免引发眼部
感染。需要注意的是，沙尘天气尽量
不要佩戴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在佩
戴后相对固定于眼球表面，一旦沙尘
进入眼睛，很容易附着在隐形眼镜
上，使眼睛受损。

注意补水保湿。沙尘天空气湿度
降低，水分散失速度加快，皮肤水分
易被风尘带走，导致口干唇裂、皮肤
粗糙、毛孔变大。鼻腔黏膜也会因干
燥出现微小裂口，降低防病功能。因
此，沙尘天气下，官兵要做好补水、保
湿工作。多吃富含维生素的蔬果、多
喝水，保持呼吸道通畅以及湿润，缓
解咽喉的不适症状。外出前可涂抹
保湿的护肤产品，避免沙尘直接接触
皮肤。护肤产品不要太油，否则容易
吸附沙尘。外出回来立即洗手、洗
脸，用清水漱口，清理鼻腔。有条件
的还可以洗澡，及时更换衣服，保持
身体洁净舒适。

沙尘天做好健康防护
■高 群

健康沙龙

健康小贴士

近日，新疆军区某

团组织官兵开展自救互

救强化训练，通过理论

授课、综合演练、系统考

核等方式，提升官兵战

场救护能力。图为官兵

正在用旋压式止血带进

行止血练习。

李仁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