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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吸氧”成了
一个时髦词汇。尤其是眼下进入

冬季，不少人在家自备制氧机“氧疗”。
制氧机甚至成为不少人的送礼佳品。销售

数据显示，今年双十一期间，某电商平台制氧
机销量同比增长151%。

制氧机成为继空气净化器之后，小家电的新
宠。不少商家宣称，制氧机可改善睡眠，增强记
忆力。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却曾专门发布消
费提醒，制氧机并不具备保健作用，仅适合特
殊人群。

制氧机到底有什么功能？普通人群
能使用吗？海南日报记者就此采访

了海口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主任欧宗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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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生 科学治病

健康海南行动

秋冬季高发
门诊出现小高峰

林道炯介绍，近期海南省妇女儿
童医学中心儿童感染性疾病科门诊
量出现了一个小高峰，轮状病毒和诺
如病毒感染的病例有所增加。

“当孩子出现不明原因的呕吐或
者大便反常、稀水便（水样腹泻）时建议
带孩子到医院检查，通过便常规和病
毒核酸检测，就能知道孩子是不是感
染了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林道炯说。

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感染初期
症状都是呕吐、腹泻，如何区分这两
种疾病？

林道炯介绍，首先，诺如病毒的
小年龄组感染者多以呕吐为主要表
现，轮状病毒感染则是腹泻、呕吐、发
烧都有，但这不是绝对的。其次，两
种疾病病程不一样：诺如病毒感染一
般3天左右就好，但轮状病毒感染一
般是7-10天。如果要确诊，需要做
病毒核酸检测。

林道炯说，目前，不少小患者多数
是因为呕吐、腹泻、发烧这三大症状来
就诊的。患儿持续呕吐和水样腹泻易
导致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出现尿量减
少、哭泣时没有眼泪、口舌干燥、眼窝
凹陷、皮肤张力降低、精神萎靡、嗜睡、
软弱无力等表现。家长如果发现孩子
出现这些症状需紧急就医。

临床上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不少
家长会向医生索要“特效药”。

林道炯介绍，因为诺如病毒和轮
状病毒感染引起的呕吐、腹泻通常会

比较严重，有的孩子一天拉10~20次
大便，而且有的小孩可能又伴有发
烧，烦躁哭闹，家长就会特别担心，会
向医生索要抗病毒药等，希望孩子吃
了症状能马上好转，“遗憾的是，目前
治疗轮状病毒感染并无特效药。所
以，感染后的恢复方式主要靠自愈，
家长和医生给予孩子支持疗法，待病
毒通过腹泻、呕吐等方式排除体外就
能自愈。”林道炯说。

孩子吐得翻江倒海
家长怎么办？

在保证孩子不脱水，体内电解质
不紊乱的情况下，可以给孩子口服补
液盐来缓解。孩子吐得很难受时，家
长可以这样护理：

呕吐后不要马上吃东西
不少家长觉得孩子吐得胃里空

空的，需要马上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
力，殊不知此时胃肠道正处在逆蠕动
状态，再进食只会加重逆蠕动，极可
能继续呕吐，所以建议暂时禁食禁水
1-2小时，让胃肠道稍作休息逐渐恢
复正常蠕动。

少量多次喂水
呕吐后由于水分的丢失，小朋友

们可能出现缺水表现，比如口渴或尿
少，在胃肠道暂禁食禁水1-2小时后
可以少量饮水，1岁以下婴幼儿一次
5-10ml，大一点的小孩一次 10-
15ml。

总之就是一点点，一小口，如果
没有继续呕吐，那么过20-30分钟后
再试着喂一次，还是这个量，之后逐

渐增加。
不要着急喂奶
呕吐后的初次喂食不推荐奶制

品，很多家长都曾尝试在呕吐后喂奶
（母乳或配方奶粉），但此时奶制品会
加重胃肠道负担，引起再次呕吐，所
以建议先喂白开水或口服补液盐。

如何处理孩子的呕吐物
或排泄物？

因为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可以
通过气溶胶的方式传播，比如说呕
吐，病毒通过气溶胶的方式扩散，病
毒颗粒沾到食物或者物品，然后被人
接触都可能感染。

所以孩子呕吐或者腹泻之后，在
清理时是有技巧的，首先要覆盖呕吐
物或粪便，避免病毒以气溶胶的形式
扩散。

在家里可以使用卫生纸覆盖
后，再使用消毒液，按照比例稀释后
再使用。

如果吐到被子或者衣服上，把呕
吐物清理干净后，再用含氯的消毒水
浸泡半小时左右。还要注意对地面
进行消毒，用含氯的消毒液拖地，并
打开窗户通风。

有效洗手，接种疫苗

林道炯强调，预防诺如病毒和轮
状病毒，不仅要做到饭前便后勤洗
手，还要做到“有效”洗手。

洗手时，要使用肥皂、含氯的消
毒剂等。病毒生命力顽强，诸如普通
酒精对其是无效的，应使用含氯的消
毒剂。

此外，林道炯强调，预防轮状病
毒感染，最好的方法是接种疫苗。

生活中，一些健康的中老年
人，或定期去医院或在家吸氧，
认为可以有病治病、没病防病，
市面上一些家用制氧产品也卖
得火热。

欧宗兴指出，不恰当地使用
制氧机，会打破身体里面的一种
平衡，就像我们刚刚适应高原环
境，重新进入氧气含量相对高的
地区，就会发生醉氧反应，从而出
现疲倦、无力、嗜睡、胸闷、头昏、
腹泻等症状，这实际上就是一种
失衡的表现。

空气里氧气的含量已经足够
供应正常人的氧气需求量。人工
补氧主要是为了抢救病人或者重
症手术的需要，健康人无需通过
这种方式补氧，否则很容易会造
成一些富氧性的休克。与其依赖
这种外在的补氧，还不如平时多
开门窗，让空气保持流通，平时适
当多做运动。

欧宗兴提醒，没有医生的指
导千万不要给自己乱补氧，最好
做个全面体检，在医生建议下，定
量定时进行补氧。

如果不恰当地使用制氧机会
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从呼吸科的角度来看，如果
制氧机的浓度无法达到标准，患
者长期使用这样的制氧机，不仅
没有任何效果，反而会导致身体
长期缺氧。”欧宗兴说，如果是健
康人群，使用制氧机，可能会因为
过多的氧气导致氧中毒，所以从
这个角度来说，制氧机必须在医
生指导下使用。

“健康人群没有必要使用制
氧机，因为制氧机会有噪音，而
且吸氧要用塑料导管，可能会有
异味，容易引起不适。”欧宗兴
表示。

在网购平台搜索“制氧机”，
便可搜到数千条结果。在制氧机
的功用上，不少商家将制氧机描
绘为“森林的小精灵”，只要家里
拥有一台制氧机，就能让家人感
受到森林里的新鲜空气。上班族
和学生使用制氧机可以缓解疲劳
改善睡眠，让注意力更集中；孕妇
使用制氧机可以安胎，促进胎儿
发育；老人使用制氧机可以提高
免疫力，改善身体机能。

更有商家表示，在当下快节
奏的生活中，所有人都存在不同
程度的缺氧情况，使用制氧机，可
以提高血氧结合能力，不但能够
增强免疫力，还可以改善记忆力，
提高工作效率。

诸如此类的宣传用语，赋予
制氧机强大的保健养生功能。制
氧机的销售价格也有天壤之别，
便宜的几百元，贵的高达数万元。

商业广告的狂轰滥炸宣传
下，制氧机毫无疑问成为家用小
电器的新宠。在某电商平台上，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一款售价为
2380元的家用制氧机，月销量超
1000件。

针对制氧机的销售热潮，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曾发布消费
提醒，明确表示制氧机没有保健
功能。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消
费者：制氧机属于二类医疗器械，
除医疗机构使用外，小型的制氧机
还可以用于环境和病理情况下低
氧的家庭辅助治疗，如高原缺氧、
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
疾病，但家庭辅助治疗用制氧机不
得用于生命维持或生命保障。该
产品须在医生指导下按照处方的
每日使用时间和流速使用，从而降
低适应症选择不当带来的风险。
目前尚无证据证明吸氧对正常人
具有保健作用，相反不适当的吸氧
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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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双双来袭

孩子上吐下泻，家长怎么办？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符王润

2 岁半的果果
（化名）前天开始拉
肚子，一天拉了 10
多次，焦急的果果父
母赶紧带孩子去医
院就诊，一查竟是感
染了轮状病毒。每
年的秋冬季节是轮
状病毒和诺如病毒
感染的高发季节。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
内多家医院了解到，
近期轮状病毒感染
和诺如病毒感染相
关性胃肠炎发病率
较高。就此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了海南
省妇女儿童医学中
心儿童感染性疾病
科主任林道炯，请他
给出防护指引。

海南省肿瘤医院：

多学科联合改善
晚期肿瘤患者生存质量

“当时只想安详、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没想到，
这里的专家，却让我重燃生的希望。”备受晚期乳腺
癌折磨的梁女士，于今年8月底入住海南省肿瘤医
院肿瘤综合治疗病房。

海南省肿瘤医院肿瘤综合治疗病房主任、海归
博士李志刚，通过“五师查房”多学科诊疗模式，让
带着“临终关怀”愿望而来的梁女士，重新获得了生
存的机会。

5年前，梁女士被确诊为早期乳腺癌。由于对
疾病认识不足，没有信心，治疗断断续续，后来病情
不断恶化，出现乳腺癌淋巴结、双肺和骨转移。梁
女士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

饱受病痛折磨的梁女士，被家人送到海南省肿
瘤医院肿瘤综合治疗病房，当时他们的唯一愿望
是：让梁女士带着尊严，没有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

刚入院时，梁女士拒绝一切药物治疗。但李志
刚在对梁女士病情进行全面评估后，发现患者各项
身体机能依然正常，仍有生存机会。为此，李志刚
组织了“五师查房”，邀请肿瘤专科医师、中医师、营
养师、疼痛医师、康复治疗师和心理医师为她实施
联合诊疗，从而让患者获得更加科学、精准、人性化
的治疗。

通过中药调理，梁女士对肿瘤化疗药物的不良反
应逐渐减轻，消除了抗拒治疗的心理阴影。根据重新
对病灶组织病理分析，有一款新面市的靶向药副作用
小，适合梁女士，获得患者本人和家属的认可。

梁女士右侧乳腺伤口出现溃烂，甚至散发恶
臭。梁女士精神上备受打击。中医科副主任杜宇，
通过给梁女士涂抹特制的中药药膏，经过数次治疗
后，溃烂伤口逐渐好转，伤口疼痛感减轻，臭味消
失。梁女士也渐渐恢复了治疗信心。

由于病痛折磨，梁女士出现失眠、焦虑、抑郁等
心理症状。她平时情绪依据病情变化波动很大，变
得特别敏感，稍有点不舒服，就会发脾气，甚至影响
正常饮食。心理医师联合病房医护人员，及时对梁
女士进行心理疏导，缓解焦虑不安的情绪，帮助她
重燃生命的希望。

经过一个周期规范治疗后，梁女士病情得到控
制。由于梁女士发生乳腺癌骨转移，出现全身无
力、颈部疼痛等症状。在梁女士病情稳定后，康复
医学科随之介入，帮助患者进行康复治疗。梁女士
逐渐实现自主运动，恢复身体功能。

营养师为梁女士制定个性化营养食谱，减轻肠
胃不适，维护正常饮食与足够营养。

11月中旬，梁女士复查发现，乳腺肿瘤相对以
前明显缩小，各项身体指标明显好转。

获知检查结果后，梁女士非常高兴：“是他们的
专业和医护人员的细心服务，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文/李柏杨）

海南省中医药健康服务
发展现场会召开

近日，海南省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现场会在三
亚市中医院举行。现场会上，三亚市中医院就探索
中医药+贸易、中医药+旅游、中医药+养老等方面
取得的经验进行了分享。

据了解，全省的中医院近年来做了许多探索，
他们利用医院自身的优势，开发、建立不同类型的
企业与实体，提供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
不但可以补偿卫生事业经费的不足，而且可以壮
大医院自身的经济实力，改善医务人员的待遇。

“中医药+旅游”服务。三亚市中医院开发了18
大类、380余种健康旅游产品，其中睡眠足贴、时令
茶、中草药浴球、中药面膜分别在海南省旅游商品
大赛和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上获得2金2银1铜
的佳绩，喜松堂“中药面膜”荣获2021中国特色旅
游商品大赛银奖。

“中医药+贸易”一直是全省各中医院探索的方
向。海南省作为全国中医药服务贸易重点区域，
2019年全省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贸易额达
4000 多万元。值得一提的是，三亚市中医院于
2019年11月被商务部和国家中医药局认定为首批
17家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之一，实现了海南省
中医药服务贸易试点工作目标，实现了我省中医药
服务贸易质的飞跃。该院先后被评为国家中医药
服务贸易先行先试骨干机构、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
示范基地。

“中医药+养老”服务。充分利用海南省气候资
源优势和海滨度假资源，开展“中医药+养老”服务，
是全省公立中医院拓展服务一个最为现实和最为重
要的一个项目。目前我省大多数中医院都成立了老
年病科，白沙黎族自治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成立了茶
城医院，开设了40张养老床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中医院与福利中心养老院签订健康养老服务协议，
定期安排医生到敬老院坐诊。三亚市中医院养老服
务中心，150张养老、医疗照护床位已初具规模。

公立医院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还有很多结合
点。比如中医药+互联网、中医药+美容，中医药+
会展等。

海南省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现场会由海南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主办，三亚
市中医院、三亚国际友好中医疗养院、三亚市养老
服务中心、三亚国际友好中医疗养院净心谷分院
承办。

海南中医药 传承与创新

如果要使用制氧机，在
购买和选择上要特别慎
重。制氧机属于医疗器械，
大家在选购上，一定要注意
三点：生产的企业要有医疗
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制氧
机要有产品的注册证书，销
售商要有医疗器械经营企
业许可证。许多消费者在
购买制氧机时，仅会注意企
业的生产许可证，忽略了产
品的注册证书，这些信息在
产品包装上都会明确标注
出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要
仔细查看。

“制氧机的品类非常
多，只有具备这些证书的产
品才是合格的产品。”欧宗
兴表示，作为家用的辅助医
疗器械，还需要注意后期维
护，比如血压计，许多家庭
都有，但是使用一段时间
后，就会失去准确性，需要
做校准工作，这就属于家用
医疗器械的后期维护，制氧
机也同样需要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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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氧机
适合哪些人群?

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
缺氧状态，特别是慢性缺氧
性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支气管哮喘、肺心病、矽
肺等，可以在家吸氧。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心血管疾病引起的缺
氧状态，如心绞痛、心肌梗
塞、心力衰竭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脑血管疾病引起的缺氧
状态，如脑栓塞、脑出血等；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其他疾病引起的缺氧
状态，如血液病、肿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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