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红绿灯】

绿灯

外耳道真菌感染， 又叫真菌
性外耳道炎。 通常是游泳或洗澡
时外耳道进水、 中耳炎流脓积存
在外耳道导致。 游泳时耳道进水
很容易引起急性化脓性中耳炎和
外耳道炎。 一旦耳朵进水， 应侧
头将耳朵眼朝下， 以单脚跳跃方
式排出外耳道内的积水。

红灯

耳朵进水了 侧头单腿跳

一项研究发现， 晚上加班的
人午睡前喝杯咖啡， 更能提神醒
脑 ， 改善注意力 。 研究分析发
现， “咖啡+小睡” 可抵消注意
力不集中。 专家分析， 晚上加班
的人更可能遭受长期睡眠不足的
困扰。 很多人通过饮用咖啡保持
清醒和警觉， 但是过量又会损害
整体睡眠； 小睡后喝咖啡， 可能
需要 20-30分钟才能起效 。 因
此， 最好在午睡前喝杯咖啡。

午睡前喝咖啡 醒后注意力更集中

眼药水别直接滴眼球上

很多人习惯将眼药水滴在眼
中间， 也就是眼球上。 这样的操
作是不对的， 药液刺激角膜后，
眨眼次数增多， 使药液外流而降
低疗效。 同时， 药物直接接触角
膜， 也会给角膜带来更多的药物
性损伤。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刘刘欣欣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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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意意户户外外用用火火安安全全
防防范范大大风风沙沙尘尘天天气气

注意户外用火安全
遇林地火灾拨打12119

4月份， 本市大风天气多发、
植被干燥 ， 杨柳飞絮进入高发
期， 加之清明祭扫、 踏青野炊户
外用火行为增多， 森林火灾风险
将继续维持在全年最高水平。 请
广大市民注意户外用火安全， 严
禁乱扔烟头及一切违规用火行
为 。 遇到林地火灾应及时拨打
12119报警。

防范高空坠物伤人
避免在危险区域逗留

4月份， 本市气温进一步上
升， 不利天气影响仍以大风、 扬
沙为主， 需重点防范高空坠物伤
人事故。 建议相关单位做好临时
构筑物、 城市照明、 景观、 广告
设施、 老旧危房的加固。 广大市
民应减少大风、 沙尘天气外出，
及时收回花盆 、 衣物等外放物
品， 避免在危险区域逗留， 外出
注意抵挡防风沙，做好鼻腔、口腔

清洁。此外，4月份春意愈发浓郁，
应季花卉争相开放， 导致花粉浓
度上升， 敏感人群外出应注意佩
戴眼镜、口罩，做好相关防护。

遵守规则避免淹溺事故
不前往未开发区域探险

4月份， 本市气候宜人， 市
民踏青游玩热情高涨， 安全风险
进一步上升。 近期本市已经发生
市民野山游玩遇险事件， 请广大
市民引起重视， 不要前往尚未开
发的危险区域游玩探险， 应选择
正规公园景点， 尽量错开客流高

峰，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市民
驾车游玩要遵守交通规则， 在郊
外、山区驾驶要小心谨慎、控制车
速、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

4月份， 本市公园游船等水
上项目陆续开放， 景区、 游客应
做好防范， 避免淹溺事故发生。
此外， 春天植物生长茂盛， 请市
民在户外不要随意采集野菜、 蘑
菇及野果佐食， 以防食物中毒。

做好安全培训教育
排查治理安全隐患

4月份， 本市企业生产、 道

路运输、 建筑施工、 市政作业活
动将进入活跃期， 工人、 设备开
始高负荷运转， 长时间、 高频次
的作业可能导致设备带病运转、
安全防护缺失、 作业人员疲劳、
违章操作等问题突出， 安全事故
风险增大。

近期， 本市已经出现高处
坠落、 外力破坏市政管线事故多
发的态势 ， 请全市生产经 营 单
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
紧绷安全这根弦， 做好安全培训
教育 、 隐患排查治理 、 风 险 分
析管控等安全管理重点工作， 防
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水 痘

水痘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
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 主 要 经
呼 吸 道 飞 沫 和 直 接 接 触 水 痘
疱疹液传播， 也可通过被病毒污
染的用具传播， 如玩具、 文具、
门把手等。 该病传染性强， 人群
普遍易感， 但多见于儿童。

症状 感染水痘病毒后 ， 早
期可出现发热 、 全身不适 、 乏
力、 咽痛等前驱症状。 皮疹首先
出现在头部和躯干， 逐渐波及四
肢， 初为红色斑疹、 后变为丘疹
并发展为疱疹。

应对 接种水痘疫苗是最有
效的预防措施。 北京市目前推荐
适龄儿童按程序接种两剂水痘疫
苗： 满18月龄接种第1剂， 满4岁
接种第2剂； 超过4岁但既往仅接
种过1剂疫苗的儿童， 建议补种
第2剂疫苗。

在水痘高发季节， 北京市疾
控中心提醒公众注意： 发现自己
或孩子出现发烧、 出疹等不适症
状时， 要尽快到医院就诊明确诊
断， 就诊时请佩戴口罩。 如确诊
为水痘， 应居家隔离治疗， 不带
病上班或上学， 防止传染他人；
隔离期直至水痘疱疹全部结痂或
皮疹全部消退为止， 学生复课需
要到医院地段保健科开具复课证
明， 学校查验后方可返校。

麻 疹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 每年3至5月是
麻疹的季节性发病高峰。 麻疹病
人是唯一的传染源。 病毒可经飞
沫传播或直接接触感染者的鼻咽
分泌物传播， 人群普遍易感。

症状 有发热、 红色斑丘疹，
并伴有咳嗽、流涕、畏光、咽痛、全
身乏力等症状， 个别病例还会伴
有严重的并发症，如肺炎。

应对 接种麻疹疫苗是最有
效的预防措施。 北京市为适龄儿
童免费接种三剂次的含麻疹成分
疫苗。 同时， 为保护广大外省来
京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健康， 北
京市还在每年3至5月份， 为外来
务工人员提供免费含麻疹成分疫
苗接种， 为其6岁以下子女提供
免费含麻疹成分疫苗查漏补种。

在麻疹高发季节， 北京市疾
控中心提醒公众注意： 增强自我
防护， 注意佩戴口罩， 并尽量减
少到人多拥挤、 空气流通不畅的
公共场所 ； 如果出现发烧 、 出
疹、 咳嗽等症状， 尽快到医院诊
治， 就诊时请佩戴口罩。 如果被
医院诊断为麻疹， 应根据医嘱做
好治疗和隔离， 不要带病上班或
上学， 防止将病毒传染给自己的
家人、 同学或同事； 及时接种疫
苗是保护儿童健康的关键。

风 疹

风疹是由风疹病毒引起的呼
吸道传染疾病， 春季高发。 人群
普遍易感。 儿童患病时通常病情
轻微， 孕妇患风疹则可能导致胎
儿死亡或者先天性缺陷， 如先天
性心脏病、 白内障、 耳聋等， 即
先天性风疹综合征。

症状 感染病毒后 ， 早期出
现发热、 咳嗽等症状， 之后面部
首先出现浅红色斑丘疹， 迅速遍
及全身。

应对 接种风疹疫苗是最有
效的预防措施。 北京市已将含风
疹成分的疫苗纳入免疫规划， 即
为8月龄、 18月龄和6岁儿童各免
费接种一剂麻疹-流行性腮腺
炎-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

目前， 北京市已进入风疹高
发期， 为了避免风疹病毒感染，
北京疾控中心发出提示： 未按照
程序接种疫苗的适龄儿童应尽早
去当地的预防接种门诊接种， 既
往疫苗接种史不详的成人， 也建
议接种一剂含风疹成分的疫苗；
未接种过疫苗的儿童、 成人尽量
少去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 孕妇
避免与风疹患者接触； 室内经常
开窗通风； 如果出现发热、 皮疹
的症状， 应及时去医院就诊， 被
诊断为风疹后， 应避免与周围的
人接触。

市应急管理局发布4月份安全风险提示

进入4月份， 本市大
风天气多发、 植被干燥，
森林火灾风险将继续维
持在全年最高水平 。 此
外， 本市气温进一步上
升， 不利天气影响仍以
大风、 扬沙为主。 近日，
市应急管理局发布4月份
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
故风险提示。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唐唐诗诗

·广告·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个人执
业证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序号 姓名 执业证号
1��王 磊 00001811000000002020026501
2��王俊东 02000111010280202015001546
3��韩雪建 02000111000080002018262819
4��吴宝同 02000111000080002018259567
5��白玉梅 02000111000080002019042877
6��张志强 00001811000000002020016275
7��林春花 02000111010680002015001867
8��陈大将 00001811010100502020002245
9��王艳飞 02000111000080002018166894
10��梁海涛 00001811000000002019113212
11��崔广玲 00001811011300202020001534
12��吴志中 00001811000000002020015498
13��孙艳华 00001811011200102020007743
14��高 菊 00001811000000002020015957
15��陈义春 02000111000080002018130842
16��赵丽广 00001811011200102020009154
17��张 瑜 00001811011200102020001666
18��彭松泉 02000111000080002019011089
19��陈亚静 00001811000000002020017954
20��杨 娟 00001811011200102020007288
21��周红岩 00001811011200102020007989
22��耿林强 00001811011200102020007727
23��周 萍 00001811011200102020004126
24��王 进 00001811011200102020005740
25��马美玲 00001811011100102020003201
26��刘 硕 00001811011100102020002225
27��葛龙生 02000111000080002018088009
28��李 伟 00001811011100102020004116
29��张金昌 00001811011100102020001206
30��王 硕 00001811011100102020003806
31��王雅丽 00001811000000002020019056
32��刘贵阳 00001811011100102020002820
33��王 菊 00001811011600102020001725

34��张红伟 00001811011100102020004245
35��吴慧敏 00001811011100202020002344
36��姜 成 00001811010800602020000629
37��刘娇娇 00001811011200102020005707
38��刘思扬 00001811011200102020006855
39��韩艳辉 02000111000080002018174185
40��张鹤世 00001811011100102020005949
41��孙春妹 00001811011100102020001958
42��赵俊娟 00001811010800102020005307
43��李 珊 00001811010200202020004978
44��李红星 00001811011200102020004386
45��李征兵 00001811011200102020006189
46��张娟娟 00001811011200102020005321
47��赵宁宁 00001811011200102020005330
48��王 娜 00001811011200102020005313
49��张 宇 02000111000080002019035451
50��郭 强 02000111000080002018265803
51��冯 威 00001811011100102020000395
52��张明东 00001811010100102020004012
53��张俊杰 00001811000000002020035264
54��周 静 02000111000080002018090807
55��伊 影 00001811010100502020002190
56��张晓呈 00001811010100502020003594
57��唐增辉 00001811010100502020003203
58��马瑾瑾 00001811010100502020003617
59��王玉娥 00001811010100502020003480
60��邹少男 00001811000000002020001499
61��石怡菲 00001811000000002019051494
62��宋 洋 00001811000000002020015810
63��石伟霞 00001811000000002019077402
64��梁宇婷 00001811011200102020002667
65��吴文娟 00001811000000002019100571
66��宋艳花 00001811000000002020020940
67��吴明泽 00001811000000002019006594
68��孙晋成 02000111000080002018258935
69��李运强 00001811010800102020000440
70��何小斌 00001811010800102020004927
71��谢 营 02000111000080002018184214
72��郝文霖 00001811011400202019000094
73��袁海波 00001811011400202020003201
74��关 波 02000111000080002018131587

75��田伟芳 00001811011400202020003316
76��王 斌 00001811010800202020004893
77��刘 婷 02000111000080002019022071
78��彦 波 00001811000000002019007088
79��杜 超 00001811010100302020003145
80��李宝良 00001811010200202020003127
81��赵 昕 00001811010200202020004324
82��丁 晨 00001811000000002020033267
83��张 昳 00001811010200202020000642
84��黄 宇 00001811010200202020005331
85��王 蕾 00001811010200202020000458
86��姜 然 00001811010100102020012318
87��孔繁华 00001811010100102020011446
88��刘艾东 00001811000000002020012160
89��陈丽丽 00001811010100102020011841
90��张云棋 00001811000000002020003175
91��曹利霞 00001811000000002019019593
92��李蕴航 00001811000000002019091869
93��符明生 00001811010100102020011972
94��李艳香 02000111000080002018244649
95��盖 欣 00001811010100102020002767
96��武静涛 00001811010100102020003044
97��杨俊杰 00001811010100102020003069
98��申惠贞 00001811010100102020004334
99��卢晓霞 00001811010100102020003296
100��刘晓华 00001811010100102020005890
101��范 燕 00001811010100102020003876
102��代明珠 00001811000000002020015721
103��郭留伟 00001811011200102020005477
104��白雪飞 00001811011200102020003821
105��蔺文兴 00001811011200102020003864
106��韩会艳 00001811000000002020017761
107��毛金磊 00001811000000002020030620
108��赵博宇 00001811000000002020030775
109��方俪鑫 00001811011600102020002636
110��刘青妹 02000111000080002018252083
111��赵晨晨 00001811000000002019066847
112��石大勤 00001811000000002020034075
113��吴凤云 02000111000080002018136671
114��郑 森 00001811010100302020003274

春暖花开正是踏青赏春的好时节， 不过， 春季也是传染病 “当道” 的时候。 市
疾控中心提醒， 外出时要注意健康和安全， 尤其是注意防控以下三种春季常见传
染病。

33种传染病出没 春天要格外提防

水 痘

水痘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
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 主 要 经
呼 吸 道 飞 沫 和 直 接 接 触 水 痘
疱疹液传播， 也可通过被病毒污
染的用具传播， 如玩具、 文具、
门把手等。 该病传染性强， 人群
普遍易感， 但多见于儿童。

症状 感染水痘病毒后 ， 早
期可出现发热 、 全身不适 、 乏
力、 咽痛等前驱症状。 皮疹首先
出现在头部和躯干， 逐渐波及四
肢， 初为红色斑疹、 后变为丘疹
并发展为疱疹。

应对 接种水痘疫苗是最有
效的预防措施。 北京市目前推荐
适龄儿童按程序接种两剂水痘疫
苗： 满18月龄接种第1剂， 满4岁
接种第2剂； 超过4岁但既往仅接
种过1剂疫苗的儿童， 建议补种
第2剂疫苗。

在水痘高发季节， 北京市疾
控中心提醒公众注意： 发现自己
或孩子出现发烧、 出疹等不适症
状时， 要尽快到医院就诊明确诊
断， 就诊时请佩戴口罩。 如确诊
为水痘， 应居家隔离治疗， 不带
病上班或上学， 防止传染他人；
隔离期直至水痘疱疹全部结痂或
皮疹全部消退为止， 学生复课需
要到医院地段保健科开具复课证
明， 学校查验后方可返校。

麻 疹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 每年3至5月是
麻疹的季节性发病高峰。 麻疹病
人是唯一的传染源。 病毒可经飞
沫传播或直接接触感染者的鼻咽
分泌物传播， 人群普遍易感。

症状 有发热、 红色斑丘疹，
并伴有咳嗽、流涕、畏光、咽痛、全
身乏力等症状， 个别病例还会伴
有严重的并发症，如肺炎。

应对 接种麻疹疫苗是最有
效的预防措施。 北京市为适龄儿
童免费接种三剂次的含麻疹成分
疫苗。 同时， 为保护广大外省来
京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健康， 北
京市还在每年3至5月份， 为外来
务工人员提供免费含麻疹成分疫
苗接种， 为其6岁以下子女提供
免费含麻疹成分疫苗查漏补种。

在麻疹高发季节， 北京市疾
控中心提醒公众注意： 增强自我
防护， 注意佩戴口罩， 并尽量减
少到人多拥挤、 空气流通不畅的
公共场所 ； 如果出现发烧 、 出
疹、 咳嗽等症状， 尽快到医院诊
治， 就诊时请佩戴口罩。 如果被
医院诊断为麻疹， 应根据医嘱做
好治疗和隔离， 不要带病上班或
上学， 防止将病毒传染给自己的
家人、 同学或同事； 及时接种疫
苗是保护儿童健康的关键。

风 疹

风疹是由风疹病毒引起的呼
吸道传染疾病， 春季高发。 人群
普遍易感。 儿童患病时通常病情
轻微， 孕妇患风疹则可能导致胎
儿死亡或者先天性缺陷， 如先天
性心脏病、 白内障、 耳聋等， 即
先天性风疹综合征。

症状 感染病毒后 ， 早期出
现发热、 咳嗽等症状， 之后面部
首先出现浅红色斑丘疹， 迅速遍
及全身。

应对 接种风疹疫苗是最有
效的预防措施。 北京市已将含风
疹成分的疫苗纳入免疫规划， 即
为8月龄、 18月龄和6岁儿童各免
费接种一剂麻疹-流行性腮腺
炎-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

目前， 北京市已进入风疹高
发期， 为了避免风疹病毒感染，
北京疾控中心发出提示： 未按照
程序接种疫苗的适龄儿童应尽早
去当地的预防接种门诊接种， 既
往疫苗接种史不详的成人， 也建
议接种一剂含风疹成分的疫苗；
未接种过疫苗的儿童、 成人尽量
少去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 孕妇
避免与风疹患者接触； 室内经常
开窗通风； 如果出现发热、 皮疹
的症状， 应及时去医院就诊， 被
诊断为风疹后， 应避免与周围的
人接触。

水 痘

水痘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
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 主 要 经
呼 吸 道 飞 沫 和 直 接 接 触 水 痘
疱疹液传播， 也可通过被病毒污
染的用具传播， 如玩具、 文具、
门把手等。 该病传染性强， 人群
普遍易感， 但多见于儿童。

症状 感染水痘病毒后 ， 早
期可出现发热 、 全身不适 、 乏
力、 咽痛等前驱症状。 皮疹首先
出现在头部和躯干， 逐渐波及四
肢， 初为红色斑疹、 后变为丘疹
并发展为疱疹。

应对 接种水痘疫苗是最有
效的预防措施。 北京市目前推荐
适龄儿童按程序接种两剂水痘疫
苗： 满18月龄接种第1剂， 满4岁
接种第2剂； 超过4岁但既往仅接
种过1剂疫苗的儿童， 建议补种
第2剂疫苗。

在水痘高发季节， 北京市疾
控中心提醒公众注意： 发现自己
或孩子出现发烧、 出疹等不适症
状时， 要尽快到医院就诊明确诊
断， 就诊时请佩戴口罩。 如确诊
为水痘， 应居家隔离治疗， 不带
病上班或上学， 防止传染他人；
隔离期直至水痘疱疹全部结痂或
皮疹全部消退为止， 学生复课需
要到医院地段保健科开具复课证
明， 学校查验后方可返校。

麻 疹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 每年3至5月是
麻疹的季节性发病高峰。 麻疹病
人是唯一的传染源。 病毒可经飞
沫传播或直接接触感染者的鼻咽
分泌物传播， 人群普遍易感。

症状 有发热、 红色斑丘疹，
并伴有咳嗽、流涕、畏光、咽痛、全
身乏力等症状， 个别病例还会伴
有严重的并发症，如肺炎。

应对 接种麻疹疫苗是最有
效的预防措施。 北京市为适龄儿
童免费接种三剂次的含麻疹成分
疫苗。 同时， 为保护广大外省来
京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健康， 北
京市还在每年3至5月份， 为外来
务工人员提供免费含麻疹成分疫
苗接种， 为其6岁以下子女提供
免费含麻疹成分疫苗查漏补种。

在麻疹高发季节， 北京市疾
控中心提醒公众注意： 增强自我
防护， 注意佩戴口罩， 并尽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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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干物燥，
野外用火，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