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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今要闻

对策

（1）风热犯卫
主症：发病初期，发热或未发热，咽红

不适，轻咳少痰，无汗。
舌脉：舌质红，苔薄或薄腻，脉浮数。
治法：疏风解表，清热解毒
基本方药：银翘散合桑菊饮加减
银花15g 连翘15g 桑叶10g 菊花10g
桔梗10g 牛蒡子15g 竹叶6g 芦根30g
薄荷（后下）3g 生甘草3g
煎服法：水煎服，每剂水煎400毫升，每

次口服200毫升，1日2次；必要时可日服2
剂，每6小时口服1次，每次200毫升。

加减：苔厚腻加藿香10g、佩兰10g；
咳嗽重加杏仁10g、炙枇杷叶10g；

腹泻加黄连6g、木香3g；
咽痛重加锦灯笼9g、玄参15g。
若呕吐可先用黄连6g，苏叶10g水煎频服。
常用中成药：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类，

如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清开灵颗
粒（口服液）、疏风解毒胶囊、银翘解毒类、
桑菊感冒类等。

儿童可选儿童抗感颗粒、小儿豉翘清
热颗粒等。

（2）热毒袭肺
主症：高热，咳嗽，痰粘咯痰不爽，口渴

喜饮，咽痛，目赤。
舌脉：舌质红，苔黄或腻，脉滑数。
治法：清热解毒，宣肺止咳

基本方药：麻杏石甘汤加减
炙麻黄 5g 杏仁 10g 生石膏（先煎）

35g 知母10g
浙贝母10g 桔梗10g 黄芩15g 柴胡15g
生甘草10g
煎服法：水煎服，每剂水煎400毫升，每

次口服200毫升，1日2次；必要时可日服2
剂，每6小时口服1次，每次200毫升。

加减：便秘加生大黄（后下）6g；
持续高热加青蒿15g、丹皮10g。
常用中成药：清热解毒、宣肺止咳类，如连

花清瘟胶囊、银黄类制剂、莲花清热类制剂等。
儿童可选小儿肺热咳喘颗粒（口服液）、

小儿咳喘灵颗粒（口服液）、羚羊角粉冲服。

气阴两虚，正气未复
主症：神倦乏力，气短，咳嗽，痰少，纳差。
舌脉：舌暗或淡红，苔薄腻，脉弦细。
治法：益气养阴

基本方药：沙参麦门冬汤加减
沙参15g 麦冬15g 五味子10g 浙贝母10g
杏仁10g 青蒿10g 炙枇杷叶10g 焦三

仙各10g

煎服法：水煎服，每剂水煎400毫升，每次
口服200毫升，1日2次；必要时可日服2剂，每6
小时口服1次，每次200毫升。也可鼻饲或结
肠滴注。本报记者 顾晓娟 实习生 张庚蓉

1.轻症辨证治疗方案

（1）毒热壅肺
主症：高热不退，咳嗽重，少痰或无痰，

喘促短气，头身痛；或伴心悸，躁扰不安。
舌脉：舌质红，苔薄黄或腻，脉弦数。
治法：解毒清热，泻肺活络
基本方药：宣白承气汤加减
炙麻黄 6g 生石膏（先煎）45g 杏仁 9g

知母10g
鱼腥草15g 葶苈子10g 黄芩10g 浙贝

母10g
生大黄（后下）6g 青蒿 15g 赤芍 10g

生甘草3g

煎服法：水煎服，每剂水煎400毫升，每
次口服200毫升，1日2次；必要时可日服2
剂，每6小时口服1次，每次200毫升。也可
鼻饲或结肠滴注。

加减：持续高热加羚羊角粉 0.6g（分
冲）、安宫牛黄丸1丸；

腹胀便秘加枳实9g、元明粉6g（分冲）；
喘促加重伴有汗出乏力者加西洋参

10g、五味子6g。
（2）毒热内陷，内闭外脱
主症：神识昏蒙、淡漠，口唇爪甲紫暗，

呼吸浅促，咯粉红色血水，胸腹灼热，四肢

厥冷，汗出，尿少。
舌脉：舌红绛或暗淡，脉沉细数。
治法：益气固脱，清热解毒
基本方药：参附汤加减
生晒参 15g 炮附子（先煎）10g 黄连

6g 金银花20g
生大黄 6g 青蒿 15g 山萸肉 15g 枳实

10g
煎服法：水煎服，每剂水煎400毫升，每

次口服200毫升，1日2次；必要时可日服2
剂，每6小时口服1次，每次200毫升。也可
鼻饲或结肠滴注。

2.重症辨证治疗方案

3.恢复期辨证治疗方案

国家卫计委开出“中医治疗”方
针对近期来势汹汹的流感，国家卫计委开出“中医治疗”方，市民请在医生的指导下使

用。需要注意的是，妊娠期妇女发病，治疗参考成人方案，避免使用妊娠禁忌药，治病与安胎
并举，以防流产，并应注意剂量。儿童用药可参考成人治疗方案，根据儿科规定调整剂量，无
儿童适应症的中成药不宜使用。

天气

晨间低温导致霜冻
未来气温逐步回升

本报讯 （记者 石亨）昨天，重庆各
地依旧享受着灿烂阳光带来的温暖。截至
下午4点，重庆各地的最高气温在9-14℃，
其中彭水最高达13.7℃，主城最高11.9℃。

虽然午后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前几天
温暖许多，但早午温差巨大。昨天早上8
点，重庆北碚、潼南、巫山等18个区县部分
地区都在0℃以下。受低温天气影响，重庆
不少地区出现了霜冻天气。主城渝北、巴
南、北碚等地停放在户外的轿车玻璃上、摩
托车坐垫上以及稻田上，均覆盖上了一层
薄薄的冰。

重庆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重庆东
部大部及中西部的大足、荣昌、渝北、綦江、
万盛、南川等地的最低气温仍将在0℃以
下，或将出现霜冻现象。与此同时，重庆市
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各地将持续暖
阳相伴，最高气温将逐日缓升至14℃。周
六，霜冻天气结束，全市各地天气也将由多
云逐步转为阴天。专家提醒，重庆持续低
温霜冻天气，各地务必做好农作物的防冻
工作。同时，今明阳光较好，市民可抓住机
会外出多晒晒太阳。

10日夜间到11日白天，各地晴间多云，
部分地区有霜冻。大部分地区气温-3～
14℃，主城区：晴间多云，2～12℃。

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各地多云到晴，
部分地区有霜冻。大部分地区气温-2～
14℃，主城区：多云间晴，3～13℃。

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各地阴天，局地
有零星小雨。大部分地区气温 1～12℃。
主城区：阴天，6～11℃。

儿童公园阳光明媚，一名婴儿玩得开
心。 本报记者 李斌 摄

“我们昨天就来输液了，今天已经是第二
天了！”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60多
岁的孙婆婆抱着3岁多的小孙女来看病，幼
儿园不少孩子都感冒了，孙婆婆的小孙女已
经一周没去幼儿园了，但孩子还是感冒了。

近期，伴随流感高发期到来，重庆各地医
院门急诊和住院患者、重症患者增多，医院打
起了拥堂，流感疫情的扩散也让市民担忧起
来。今冬的流感为何如此高发？有民众质疑
流感病毒出现了变种。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有关专家表示，我国流感病毒监测结
果显示，今年流行的流感病毒未发现影响流
感病毒传播力、疾病严重性和耐药性的变异。

昨天，重庆市卫生计生委发布了国家卫
计委制定的《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下称《方
案》），建议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和
医务人员等流感高危人群，应该每年优先接
种流感疫苗。

在重庆市第六人民医院，刘先生已经是

第三天来输液了。“孩子生病了、妈妈生病了，
我也倒下了。”刘先生说，他感觉这次流感的
确猛烈，他已经几年没生过病了，平时感冒两
三天就好转了，但这次已经输液三天了。家
里人也有交叉传染的迹象。刘先生说，最开
始是妈妈感冒了，本来已经快好了，但儿子生
病后，妈妈照顾儿子，感冒反而加重了。现
在，全家人都在感冒咳嗽。

市六院儿科副主任医师王医生说，这段
时间，感冒的人确实比较多，特别是孩子、老
人等高危人群更容易中招，有的孩子感冒了，
全家也跟着感冒。全国流感监测结果显示，
流感样病例就诊百分比高于过去三年同期水
平，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已达往年高峰水平，
流感确诊住院和死亡病例数也有所上升，暴
发疫情报告数远高于去年同期，流感活动水
平仍呈现上升态势，以上结果均提示本次冬
季流感活动强度要强于往年。

目前，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卫计委

流感监测系统未发现影响流感病毒传播力、
疾病严重性和耐药性的变异，流感流行水
平总体仍在预期范围内。

那么，流
感来袭，如何
加强自身防
护？据介绍，
接种流感疫苗
是预防流感最
有效的手段。据
了解，接种流感疫
苗需每年接种一次，
接种地点为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或部分医院开设的疫
苗接种门诊。据介绍，每年接种流感疫
苗的时间为10-12月，目前接种流感疫苗，
需要进行咨询。由于疫苗接种后产生抗体需
要一定时间，因此建议流感疫苗应该在每年
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

最近流感肆虐,好多一家子都感冒了，不少市民担心流感病毒出现了变种

别担心，流感病毒没发生变异

地处武陵山区，石柱是全市14个国家扶贫
开发重点县之一，脱贫攻坚这场硬战，怎么打？

近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左
军接受重庆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是石柱
县脱贫“摘帽”的决战决胜之年，将以脱贫攻坚

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深度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农村“三变”改革、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及住
房安稳“三项工作”为主抓手，下足“绣花”功夫，
提高脱贫质量。

村规划内容决策精确到户

中益乡坪坝村海拔千余米，这里山高坡陡，
土地零碎，家家户户种的，除了玉米还是玉米。
这里要发展，究竟搞什么？

“我们发展旅游事业，大家支不支持？”在村
里的意见征集会上，大多数村民都认为围绕“乡
村振兴战略”发展民俗旅游，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而在海拔较低的村组里，大家讨论的重点
则是中蜂、黄连等有机效益农业。中益乡华溪

村村民秦廷慧说，现在乡里村里制定产业发展
规划都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她就认为村里发展
中蜂有一部分人懂技术，可以尝试。

像这样的意见征集会，在中益乡7个村34
个组，已经反复开了3次。每一轮完成的村规
划初稿，都要拿出来供大家讨论。

左军表示，这样一来，每个村的产业规划不
仅基础数据精准到户，规划内容精准到户，就连
规划的决策参与也精准到户。目前，中益乡总
体规划方案和村一级规划方案已经县委、县政
府集中审定，规划项目涉及路、水、电、讯、环保
等基础设施，以及中蜂、中药材、特色果蔬三大
特色产业和民宿旅游。目前，规划建设的113
个基础设施项目，已开工67个。

“大康养”经济占GDP50%以上

县城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92%，全县森林
面积达25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57.4%，如何保
护和利用好这些绿色生态资源？

左军表示，该县确立了“转型康养、绿色崛
起”发展主题，提出了发展康养产业、打造康养
经济、建设“康养石柱”的思路，把以“观养、住养、
动养、文养、疗养、食养”为重点的“大康养”产业，
作为石柱发展的第一牵引产业。要以黄水、冷
水、中益等特色小镇为示范，策划并打造一批康
养集镇群、特色村，不断扩大“康养石柱”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力争到2021年“大康养”经济占
GDP比重达到50%以上。 本报记者 陈翔

村里发展啥产业 村民院坝“审”规划
石柱绣好脱贫攻坚的“一针一线”贫困乡产业规划精准到户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区县负责人系列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