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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季季麻麻疹疹高高发发
接接种种疫疫苗苗可可有有效效预预防防

就医戴口罩。 麻疹是呼吸道
传染病， 传播力很强， 在人员拥
挤、 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中， 更容
易实现传播。 建议到医院就诊的
各类患者， 特别是儿童患者， 进
入诊疗场所时应该戴上口罩。

发烧皮疹尽快就医。 如果发
现自己或孩子出现发烧、 咳嗽等
症状， 且在耳后、 颈部、 躯干四
肢等部位出现红色皮疹时， 要尽
快到医院诊治， 主动到发热门诊
就诊。

房间经常开窗通风。 每日上

午、 下午各一次， 每次不少于30
分钟。

注意个人卫生， 勤洗手。 平
时生活中要做好自我防护， 注意
个人卫生， 勤洗手， 避免交叉感
染。 一旦出现了麻疹相关症状，
应尽快到正规医院进行诊断和
治疗 ， 避免延误病情和造成麻
疹播散。

接种麻疹疫苗 。 接 种 疫 苗
可以建立最坚实的保护 ， 是预
防麻疹最有效 、 最易施行的手
段。 应及时到辖区预防接种门诊

接种含麻疹成分疫苗， 努力消除
免疫空白。

提高机体免疫力。 平时通过
合理调配饮食， 保证充足睡眠、
科学安排日常生活， 加强体育锻
炼， 来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

出国旅行要注意防护。 近期
有 前 往 国 外 麻 疹 流 行 地 区 的
居 民 要 注 意 个 人 防 护 ， 未 患
过 麻 疹而且没有接种过麻疹疫
苗的居民存在被感染的风险， 可
以在旅行出发前一个月接种麻疹
疫苗。

春季游玩去哪里？ 户外运
动去哪里？ 农业科普去哪里？
首诚田园有惊喜！

作为北京一家田园综合
体， 首诚田园从2018年7月份
开始建设， 紧锣密鼓， 为市民
献上现代农业的一份大作。

首诚田园综合体由北京首
诚集团 、 北京房山窦店田家
园、 日本松下强强联合建立，
园区积极践行乡村振兴战略五
年规划， 以企业参与、 农民参
加的原则， 坚持特色思维、 融
合思维、 协同思维， 集聚诸多
生产要素， 建立可持续的商业
运营模式 ； 以智慧科技为核
心， 通过休闲旅游助力现代农
业发展， 全面实现农业强、 农
村美、 农民富的美好心愿； 牢
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 ， 坚持尊重自
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遵
循农村发展规律， 突出生态宜
居，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乡村， 树立北京田园综合
体全新样板。

在首诚田园， 既有传统文
化滋养， 又有现代户外娱乐活
动， 由外而内给人以从古到今
的穿越感 ； 既有现代农艺的
5000米植物迷宫 ， 又有真人
CS、 攻防箭 、 密室逃脱等户
外拓展活动基地； 既有科技感
十足的航天育种研究院和立体
种植植物工厂， 又有农民职业
培训中心、 专家工作站、 农业
创客孵化平台； 既有亲近自然
的动物科普教育基地， 又有特
色养殖区的价值体现； 既有老
子道德讲堂， 又有西式草坪婚
礼。 除此之外， 七星涌泉等都
非常值得一观。

全家游玩， 朋友聚会， 闺
蜜踏青， 天然氧吧， 首诚田园
给您一个拥抱自然的平台！

坐标： 中国-北京-房山-
窦店-田家园-首诚田园

春聚首诚
赏田园美景 享科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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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醒来再难入睡？
需警惕这4种疾病

夜里突然醒过来， 既没有尿意， 也不是口渴， 明明没休
息好， 却很难再次入睡？ 这种情况不仅让人感觉很苦恼， 还
会直接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 其实， 总是出现这样的症
状， 可能与以下这4种疾病有关， 需警惕！

人流密集场所当心被感染

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心获悉， 近期， 马
达加斯加、 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均报道暴发麻
疹疫情。 麻疹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大部分
国家和地区仍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按照麻疹流行规律， 北京市常于3至5月达到
流行高峰。

每年春节前后北京市进入麻
疹流行季节， 常于3-5月达到流
行高峰。

春节后大量人员来京 、 返
京， 可能引起病毒输入并存在局

部传播的风险， 但出现大范围麻
疹暴发流行的可能性较小。

去年北京市麻疹发病较为平
稳 ， 全年报告麻疹病例110例 、
报告发病率0.51/10万 ， 显著低

于近五年平均水平， 报告病例以
成人为主。 同时， 今年1月1日至
3月3日， 全市共报告麻疹病例15
例 ， 较去年同期 （22例 ） 下降
31.8%。

麻疹3-5月达到流行高峰

儿童是麻疹发病主要人群

适龄儿童是麻疹发病主要人
群。 家长应及时带适龄的孩子前
往居住地所在预防接种门诊进行
含麻疹成分疫苗的接种。

此外， 为预防麻疹， 还应保
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 不随地吐
痰 ， 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
鼻， 打喷嚏后要立即洗手， 保持

双手清洁， 进入医院等高危场所
佩戴口罩等。 要是不小心感染了
麻疹， 就要彻底清洁患者使用过
的玩具、 被单、 衣物等， 保持室
内空气流通。 为了防止感染其他
人， 病人出疹后的4日内不应上
学或上班， 应听从医生的指导隔
离治疗。

为保护广大公众与儿童健
康， 北京市为6岁以下儿童免费
接种三剂次含麻疹成分疫苗， 报
告接种率在99%以上 ； 每年3-5
月为外来务工人员免费提供麻疹
疫苗接种； 其他想要接种麻疹疫
苗的公众也可前往预防接种门诊
自费接种。

接种疫苗是预防最有效方法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 传染性极强，
人群普遍易感。 感染麻疹后， 早
期症状有发热、 结膜炎、 流涕、
咳嗽等， 红色斑丘状皮疹首先见
于面部， 而后遍及全身， 大约持
续4至7天， 皮疹消退后有时会伴
有脱屑现象。

麻疹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飞
沫实现人与人的传播， 还可以通
过气溶胶形式通过空气传播。 病
人出疹前后4天内的说话、 喷嚏、
咳嗽都能让近距离接触的无抵抗
力人群被感染， 并发肺炎的病人
其传染期更长达出疹后的14天。

据介绍， 接种含麻疹成分疫
苗是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方法。 目
前含麻疹成分的疫苗有麻疹疫
苗、 麻风疫苗、 麻腮风疫苗等三

种。 按照国家免疫规划程序， 适
龄儿童可以免费接种含麻疹成分
疫苗， 分别在8月龄接种麻风疫
苗、 在18至24月龄接种麻腮风疫

苗。 对于成人， 如果未感染过麻
疹，又没打过麻疹疫苗，或者不记
得以前是否打过麻疹疫苗的，建
议还是接种1剂含麻疹成分疫苗。

麻疹流行季注意事项

脑神经衰弱症

这与长时间用脑过度有
关， 导致患者总是睡到一半就
会醒来， 这个时候患者不妨调
整好自己休息与工作时间比例
分配， 将注意力转移， 减少大
脑过度使用， 缓解疲劳。

抑郁症

长时间受到压力， 对大脑
造成一定的刺激， 进而就会影
响到人的睡眠质量， 这就是属
于抑郁症所产生的精神类的表
现， 很多人对抑郁症都没能引
起重视 ， 经过研究发现 ， 有
7%的成年人都曾经历过抑郁
症， 但是很难能够清楚地意识
到自己患有抑郁症， 如果长时
间情绪低落， 最好是到医院检

查一下， 避免会导致抑郁症造
成睡眠障碍。

肝火旺

后半夜1-3点肝经活跃 ，
在肝经上的病症就会显现， 如
果在这个时段醒来， 可能是肝
火旺， 需注意降肝火。

呼吸暂停综合征

睡眠障碍的类型是不同
的 ， 产生的症状表现也会不
同， 呼吸暂停综合征是属于其
中最严重的一种， 疾病不仅会
导致患者半夜醒过来， 而且醒
来后还很难再次入睡， 影响睡
眠的质量， 也会增加高血压和
脑中风的风险， 还会导致记忆
力减退， 所以， 患此病后最好
及时治疗。 （刘宁）

广告

———首诚田园综合体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