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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5

近期流感进入高发期 富阳不少学生“中招”
区疾控中心提醒：今冬要预防流感大流行

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方菁华 唐伊敏

前几日，
有市民向本报报料：
最近这段时间甲流很厉害，
富阳多所学校有班级因甲流盛行而停课，
是不
是现在流感进入了高发期？为寻找这个答案，
本报采访了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医生占润之与区疾控
中心传染病防制科医师夏正梅。

区一院儿科发热门诊：
每日发热就诊患儿 100 个左右
11 月 22 日下午 3 时，区一院儿科
医生占润之在儿科发热门诊坐诊，这
时虽然就诊高峰期已过，但仍有不少
发热患儿来就诊。趁着看诊间隙，占
润之向记者介绍这波流感的情况。
“今年夏季，陆陆续续就有流感患者
出现，但是并不多，且以成人为主。
10 月底开始，天气转凉，儿科发热门
诊患儿明显增多，进入 11 月，有种高
发的感觉，富阳多所中学的班级出现
流感患者，有的班级甚至有 10 多个学
生中招，只能暂时停课。
”
据他统计，11 月以来，儿科发热
门诊每日接诊的患儿增加至 100 个左
右，高峰期每日就诊人数超过 180 人，
高峰时期就诊数量比 10 月增长一倍
多，其中确诊甲流的占比超过 20%。
他说，每年这个时节基本是甲流患
者，接下去可能会出现乙流患者，不

过总体来看以甲流患者为主。今年
与往年相比，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
流感患者数量增多；另一个是大龄儿
童中招的多，年龄在 10 周岁到 13 周
岁居多。关于大龄儿童中招的现象，
他猜想可能是这一年龄段的孩子在
班级里集体活动时间长，加上佩戴口
罩较之前有所松懈，流感病毒传播速
度更快。
“很多家长问我，孩子今年都接
种了流感疫苗，怎么还会感染啊？”占
润之说，家长们对流感疫苗存在认识
误区，觉得接种了流感疫苗就不会感
染，实际是疫苗接种后会刺激机体产
生免疫应答反应，但并不是每一个个
体都会产生免疫应答，同时，如果疫
苗介入的时期已经处于流感潜伏期
内，疫苗的保护效果也无法体现。
那么我们该如何辨别是不是流

感呢？一般流感患儿来就诊时，大多
起病急骤，除了普通感冒症状外，还
可表现为高热、怕冷，伴头痛、全身乏
力酸痛等，高热往往持续 3—4 天，体
温可高达 39—40℃，绝大部分患者通
过退热等对症治疗后都能自愈。重
症流感的高危人群（尤其是 2 岁以下
孩子），如果确诊流感或高度疑似流
感，可在 48 小时内服用奥司他韦胶囊
或者颗粒，可以降低流感的住院率和
病死率，减少并发症；不属于高危人
群的，得了流感，发生严重并发症的
风险相对就小很多，吃奥司他韦可以
缩短病程、缓解症状，不吃奥司他韦
大多也会自愈，
不必焦虑。
学生群体预防流感，要注意佩戴
口罩，勤洗手、勤通风，根据气温变化
增减衣物，规律作息，平衡膳食，加强
锻炼，
增强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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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疾控中心：今年冬天可能会有流感大流行
区疾控中心传染病防制科医师
夏正梅介绍，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
对人类健康危害较重的一种急性呼
吸道传染病，其抗原易变、传播迅速，
每 年 10 月 至 次 年 3 月 是 流 感 高 发
期。流感病毒可通过近距离飞沫传
播，这是最常见的传播途径，间接接
触也可感染。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
院等人群聚集场所可能暴发疫情。
流感一般表现为急性起病，有发
热、头痛、肌肉和关节酸痛、极度乏
力、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以及咽痛、
咳 嗽 、鼻 塞 、流 涕 、呕 吐 、腹 泻 等 症
状。多数人表现为轻症，通常在一周
内自愈。但是，流感也可导致部分人
尤其是高危人群发生重症，合并肺
炎、中耳炎、心肌炎、脑膜炎或脑炎，
严重者甚至导致死亡。
流感高危人群包括以下几类：小
于 5 岁的儿童，尤其是小于 2 岁的幼
儿；老年患者，他们抵抗力弱，且通常
合并高血压等基础疾病；妊娠期妇
女，由于孕育胎儿，生理状态处于特
殊时期；BMI 指数大于 30 的肥胖患

者，本身可能存在代谢综合征。
“今年冬天，可能会有流感大流
行。”夏正梅说，世界卫生组织监测数
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球流感发病数大
幅上升，报告病例数较过去 2 年明显
增多，国家流感中心监测显示，我国
南方省份今年夏季流感流行期的流
行强度已超过近 5 年平均水平，截至
11 月 13 日 ，南 北 方 省 份 均 以 甲 型
（H3N2）亚型流感病毒为主。
富阳流感监测数据显示，从 24 周
至 33 周（6 月底至 8 月底），哨点医院
报告的流感样病例就诊比例（ILI%）
显著高于去年同期水平。虽然从 31
周开始较前几周有所下降，但是从 35
周（9 月底）开始，随着气温降低，流感
样病例就诊数又逐步活跃，尤其是 43
周（10 月底）到目前，流感样病例就诊
比例显著上升。
“ 近两年流感发病数
增加，与病毒变异有关，按其核心蛋
白分为甲型（A 型）、乙型（B 型）、丙型
（C 型）和丁型（D 型）。其中，甲型流
感病毒可按照病毒颗粒表面的血凝
素抗原（H 抗原 18 种）和神经氨酸酶

抗原（N 抗原 11 种）的不同组合，进一
步分为各种亚型，理论上可多达 198
个亚型，一旦发生重大变异或重组，
可能引发流感大流行。另一方面，与
人群流动性增加有关，2020 年新冠疫
情发生时，人们的出行受到很大限
制，
人群聚集减少。
”夏正梅解释。
接 种 疫 苗 、保 持 良 好 的 个 人 卫
生、合理膳食、适量运动都是预防流
感的有效对策。其中，每年接种流感
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可以
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严
重并发症的风险。原则上，6 月龄以
上所有愿意接种疫苗且无禁忌症的
人，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世卫组织
每年会根据流感的流行毒株推荐疫
苗所使用的疫苗株，所以流感疫苗每
年的成分可能不一样，建议每年都
打。而流感疫苗最佳接种时间为
9—10 月，若错过最佳接种时间，在
整个流感高发期均可接种。但要注
意，流感疫苗与新冠疫苗接种间隔要
大于 14 天。

富阳区 2021 年第 1 周至 2022 年第 45 周流感样病例就诊比例（ILI%）趋势分析

2019—2022 年南方省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就诊比例（ILI%）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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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艳娇：
狄艳娇
：不辞长作数据人
记者 谢雨天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作为一
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党员，狄艳娇生命里浸透着“些
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责任，而富阳
区数据资源局正是滋养她人生的沃土，服务群众、
服务部门，她一直保持待之一如初见、亦如初心的
热情。
2021 年秋天，狄艳娇结束了 5 年全栈开发工程
师的职业生涯，作为高专人才进入了区数据资源局
工作，将云计算与大数据专业所长、行业积累投入
到富阳数字化改革征程中，
她责无旁贷、与有荣焉。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背景下，我所在岗位点
多线长、量大面广，涉及综合协调、办文办会、调查
研究、督查督办等，一旦处理不妥当就有可能影响
大局，即使是文稿起草中写的一个词，服务群众时
说的一句话，都要严谨细致，尽职尽责稳固‘大后
方’。”狄艳娇对于面临的挑战和肩负的责任始终有
着清晰认知。

学习跬步不休 办文笔耕不辍
为提高自己的政策理论水平，狄艳娇通过报刊
杂志、新媒体、党支部集中学习等方式，认真学习最
新决策部署和当前大政方针。办公室是各科室的
纽带，为分担科室部分压力，同时对全局业务有一
定理解，她会利用下班时间研读各科室材料、总结，

遇到问题主动请教。
“要理解数字化改革，就要理解
其中的方法和话语体系，要深入学习并理解数字化
改革的术语定义，对待知识唯有心静如水，方能气
贯长虹。
”谈及此，
她眉间多了几分从容与沉稳。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写公文是我工作
的主要内容之一，从最初的懵懂畏难到现在轻车熟
路，离不开前辈们的悉心指导。”前人引路加自我探
索，如今，对公文写作她有更深理解，写公文不是文
学创作，是谋划工作、部署工作，传播理念、统一思
想，是信息交换、沟通互动。
“ 但要达到知事、知理、
知势境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需要在一篇又一
篇文章中躬耕不辍、行路不止。”
狄艳娇说。

办会笃行不怠 办事履践致远
会议是指导工作的重要方式，会前准备、会中
服务、会后督办也是狄艳娇的职责所在。凡事预则
立，不预则废，在准备每月党组会、理论中心组学习
会，定期召开的党风廉政建设会议、专题研究工作
会议、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会时，她还会
结合当前实际工作所需提前收集材料。此外，会议
准备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不可控因素较多，需要
灵活机动，每一次她都提前计划时间，统筹参会人
员，整合所议事项等，确保精文简会各项措施落实
到位。
“写材料和做会务都是一个慢慢熟悉、打磨和
积累的过程，打下扎实的基本功，让我在接手‘数说

初心，智绘富春’党建品牌创建工作时能更加从容，
从方案制定、活动策划、新闻宣传、台账梳理，花费
很多心力，但我乐在其中，看到最后的成品感觉欣
慰。
”
狄艳娇谈及此，
眼中多了一份淡然笃定。
改革任重道远，我辈责无旁贷。作为一名党
员，狄艳娇在琐碎中感受充实，在忙碌中彰显实

干。她说，
“躬身入局，挺膺负责，这一年多来，我在
淬炼，亦在成长。”于她而言，数智初心是：勇毅前行
心向党，不辞长作数据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开
拓创新，在默默奉献中做一名称职“数据人”，燃烧
个人之火，
为绘就数智富春山居图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