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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流感，大家都不陌
生，每年冬季是各种流感的高
发期。然而，今年流感的流行
高峰却提前到了夏季。近段时
间，我市各大医院发热门诊
就诊人数飙升，尤其是市人
民医院已持续多日单日门诊
超过 400人次，最高日达 500
余人次，是往年的 2.5倍。经
检验，成人高烧者中75%为甲
型流感患者，儿童高烧者以疱
疹性咽峡炎和甲型流感居多。

成人高烧以青壮年
为主，流行病毒株为
H3型甲流

昨天下午 5点，市人民医
院发热门诊的成人候诊区仍有
许多患者排队等候着，他们大
多是因为“感冒”就诊。

“前两天有点感冒，流鼻
涕还咳嗽，本想着过两天就能
好，没想到越来越严重，不
仅头痛，还全身酸痛无力，
像被人打了一顿一样，体温
烧到 39℃还一直降不下去。
医生检查结果是甲流，最近
这样的患者有很多。”36岁的
患者张先生很是纳闷，流感不
是都发生在冬季吗，怎么夏天

也会出现？
“最近，反季节流感高

发，今天已经看了156个病人
了，大多是三四十岁的青壮
年，从临床症状看，约有75%
为甲型流感。”市人民医院发
热门诊主任吴梓苗查阅当日的
就诊记录告诉记者，近半个月
来，发热门诊的就诊人数有明
显增加，从原来的单日门诊
200 人次左右 （成 人 100 人
次，儿童100人次）直接翻一
倍，6月 27日更是突破了 500
人次。为了满足患者的就诊需
要，发热门诊临时增开了2个
成人诊室和一个儿童诊室。

为了进一步确认，吴主任
抽取了一部分患者的样本送
检，经市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
证实，这次我市的流感病株为
H3 型甲型流感。吴主任解
释，流感大多高发于冬季，但
夏季也有出现，去年夏天就曾
流行过乙型流感，只是乙型流
感症状较轻，常被误认为“感
冒”，很多患者来不及确诊，
就已经自愈，所以并未被很多
人发现。

至于今年夏季甲流高发的
原因，吴主任认为，一来流感
疫苗接种时间多在深秋初冬，
到了第二年夏季疫苗的保护力
减弱；二来夏季闷热，很多市
民的口罩戴不住，给了病毒可
乘之机。

儿童疱疹性咽峡
炎和甲流增加明显，有
一家三口集体“中招”

除了成人外，儿童发热门
诊的“小患者”人数也有了明
显增多。从6月14日起儿科发
热门诊人数迅速增长，目前每
日门诊量约200人次，一半以
上为疱疹性咽峡炎和甲流。

“不少甲流的小患者是一
家子一起来的，孩子在儿童门
诊看，大人去成人门诊。”儿
科主任吴栩表示，甲型流感就
是一种由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传染
性强、传播速度快特点，所以
一家人集体“中招”的情况有
不少。为此，吴主任提醒家
长，如果发现有家庭成员出现
甲流症状后，要做好个人防护
工作，多开窗通风，尽量减少
接触。

赵女士的孩子今年 3 岁
半，平时胃口很好，也不爱哭
闹，可这两天总是不愿意吃
饭，有时候硬喂他吃，孩子
就开始掉眼泪，“今天孩子突
然发起了高烧，就来医院看
看，结果说是疱疹性咽峡
炎。”孩子张嘴检查时，嗓子
边上都是泡，可把赵女士心
疼坏了。

“甲流和疱疹性咽峡炎的
患儿都有可能出现39℃、甚至
40℃的高烧情况，不过疱疹性
咽峡炎大多发于学龄前儿童，
年龄偏小，而且会出现口腔疱
疹这个明显的症状。”吴主任
解释，疱疹性咽峡炎没有特效
药，以对症治疗为主，然后依
靠孩子自身的免疫力去杀死
病毒。不过父母也不用太过
担心，作为“自限性疾病”，
疱疹性咽峡炎一般病程 1-2
周，但要关注重症可能，如
果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
萎靡、翻白眼、冒冷汗、反
复呕吐等症状，建议尽快去医
院就诊。

甲流≠“大感冒”，
需尽快就诊，服用特效
药

据了解，流感病毒分为
甲、乙、丙、丁四型，目前感
染人的主要是甲型流感病毒中
的 A （H1N1） pdm09 和 A
（H3N2） 亚型及乙型流感病
毒 中 的 B （Victoria） 和 B
（Yamagata） 系。也就是我们
通常所说的甲流、乙流。相
比较于乙型，甲型症状更为
明显，除了常见的流涕、鼻
塞、打喷嚏、偶有咳嗽等呼
吸道症状外，还会出现高热、

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食
欲减退等全身症状，如果得不到
及时治疗，有可能会导致肺炎等
并发症，或基础疾病加重而死
亡。

目前针对流感病毒最好的办
法就是口服特效药，也就是抗病
毒药物奥司他韦，不过一定要尽
快，最好在发病 48 小时内服
药，效果最为显著。而且大多数
普通患者感染流感后经过3-7天
都会好转，但是流感后的咳嗽以
及体力恢复需要1-2周。有部分
患者会要求输抗生素，希望“好
得快点”。但事实上输液并不会
明显改善流感的症状和缩短康复
时间。

那么，如何预防甲流？对于
传染病来说，再好的治疗都比不
上预防。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手
段就是接种疫苗，需要注意的
是，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才能
获得有效保护，建议儿童、学生
以及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及时接种
疫苗。

目前正是多种传染病高发
期，做好个人防护也十分重要，
勤洗手，戴好口罩，尽量不到人
多拥挤、空气污浊的场所，打喷
嚏或咳嗽时用纸巾掩住口鼻，不
随地吐痰。患者应当居家休息，
不带病上班或上学，不得不外出
时应佩戴口罩，以免传染给他
人。在室内时，注意开窗通风，
保持空气新鲜。

甲流反季节高发
单日门诊破500人次

近期发热门诊“人满为患”，医生提醒做好措施谨防“中招”

本报讯 7月 1日中午时
分，家住白沙路街道的施玲玲
在爱琴海购物公园逛得累了，
在“椰不二”饮品店停下脚
步，选了一杯青提椰子冻加小
甜品，付款时，打开手机上的

“数字人民币”APP，调出支
付二维码，随着“嘀”的一
声，交易完成。“操作方便，
而且有满减活动挺划算的，30
多元只付了10多元钱。”施女
士满意而归。

在慈溪，随着数字人民币
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数币
支付”给了广大市民全新的购
物新体验，触手可及的数字人
民币支付，正渐渐融入慈溪百
姓的日常生活。

这段时间，中国建设银

行慈溪支行正在慈溪爱琴海
购物公园餐饮 行 业 中 开 展

“使用数字人民币建行钱包支
付 满 200- 100， 满 100- 50，
满 30-20”等推广活动，“给
力”的优惠吸引不少顾客来店
消费。

在爱琴海购物公园三楼，
不少店家门口摆放着“玩转消
费 惠享美食”主题活动广
告牌，提醒到店客户使用建
行数字人民币钱包绑定建行
卡消费可以享受满减活动。

“最近经常来逛，建设银行有
数字人民币支付满减活动，非
常实惠。”市民施女士已在数
字人民币 APP 上实名注册并
绑定银行卡，生成了“我的钱
包”，“安全、便捷”是她对数
字人民币支付方式的评价。

中午 11点，陆续有顾客
走进餐饮店用餐。在现场，记

者随机询问了几位市民，大部
分年轻消费者表示知道并会使
用“数字人民币”。“我今年 3
月份就开始用，挺方便的，而
且这段时间各大银行有活动，
出门消费可以享优惠。”邹先
生笑道，自己是我市最早开通
数字人民币钱包的市民之一，
最近几个月，去超市购物、饭
店用餐，甚至坐车、加油都会
用，“数字人民币体验感还是
挺惠民便民亲民的。”

消费者乐享便利和实惠，
而作为开通数字人民币商户钱
包的餐饮店，也初享了数字人
民币带来的“红利”。“平均每
天数字人民币支付 6笔左右，
多的时候 10 多笔。”“椰不
二”饮品店老板陆凯凯告诉记
者，这种支付方式给了市民全
新的体验，特别是银行方面推
出数字人民币满减活动后，吸

引了不少消费者，饮品生意都
有了提升。

“对于我们餐饮行业的商
户来说，数字人民币最大的好
处就是资金可以实时到账，提
现转账不用手续费，时间一长
可省下一笔不小的数目。”“九
田家”料理烤肉店店长何世辉
表示，数字人民币支付满减活
动促进了消费，增加了商家的
营业额。最近一周，到店用数
字人民币支付的已有近 50
笔，营业额也提升了 10%左
右。

今年3月31日，数字人民
币试点正式落地慈溪，目前已
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尝鲜”体
验。据介绍，建设银行慈溪支
行6月中旬推出数字人民币支
付优惠活动以来，已有 20多
家餐饮商户参与活动，短短一
周已完成交易500笔，涉及金

额7万余元。不只建设银行，我
市辖区内工、农、中、交、邮
储、招商等各银行作为运营机构
也正全力加快场景建设，发挥点
多面广的优势，“线上+线下”
联动宣传，并通过“立减金”

“定向消费红包”等形式广泛推
广。其中，慈溪农行已迅速对接
高校、企业、药店和商超等应用
场景，通过便捷的支付体验、力
度不小的优惠活动，实现批量推
广，不断将数字人民币带来的

“实惠”渗透进生活消费、餐饮
购物等支付领域。

饮品店买饮品，餐饮店吃
饭，超市购物，乘车出行，甚至
药店购药……“数币支付”正渐
渐融入市民的生活。据了解，截
至6月底，全市共开立数字人民
币个人钱包 14万个，对公钱包
1.05万个，4500家商户可以接受
数字人民币支付。

多场景应用加速融入百姓生活

“数字人民币”开启市民消费新风尚

前天，宁波最大的荷花种植园区——恒海·怡荷园正式开园。200多亩荷塘、30多个品种的荷
花竞相开放，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往。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本报讯 6月下旬，开启了新一轮
台风季，上周西北太平洋海面上双台共
舞。3号台风“暹芭”上周六下午在广
东电白登陆，这是今年我国登陆的第一
个台风，当地自然是一轮狂风暴雨。不
过“暹芭”距离浙北较远，对慈溪没什
么直接影响。

相对来说，4号台风“艾利”在东
海往北移动，这两天有点外围水汽渗透
过来。不过明天副高开始西伸，“艾
利”后续的路径就要往东偏了，目前预
报将前往日韩方向。

明天又迎高温日
据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

多云局部阵雨或雷雨，东南风 3-4级，
预报气温在25℃-33℃。“艾利”作为一
个夏季台风，能够冲破副高北上，给浙
北沿海送来一点雨水，表现还是不错
的。

不过它的表现也就这样了。降水量
不会大，气温也就压不下来，一点雨水
反而更添湿热。副高及其带来的炎热高
温才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掌控盛夏天气舞
台的主角。明天开始，副高逐渐西伸，周二多云局部阵雨或雷
雨，周三多云，周四起为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天气。预计明天至周
六的最高气温保持在35℃-36℃，最低气温也在26℃-28℃。天气
炎热，请市民朋友做好降温防暑工作。

周四迎来小暑
本周四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暑，是炎热的意思，民

谚有云：“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即为“小热”，意思是此
时虽然已经能够感受到天气的炎热，但是并未达到一年内最热，
小暑只是炎炎夏日的开始。

季风气候是我国气候的主要特点，是大陆性气候与海洋性气
候的混合型，夏季受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影响，高温潮湿多雨。
季风气候雨热同期，有利于农作物成长。小暑时节，天气炎热、
雷暴频繁，是万物狂长的时节。

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
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三伏天”对应的是 7
月中旬到8月下旬，基本涵盖了“七下八上”最热的阶段。从市
气象台常年统计数据来看，7月下旬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平均
气温在30.2℃。前后两旬的平均气温也都接近30℃。

盛夏将至，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所谓“无病三分
虚”，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
强调解热防暑，注意补充
水分，保证充足的睡眠和
体力，避免长时间在阳光
直射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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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多云午后有雷阵雨
28℃-36℃

星期五

多云午后有雷阵雨
27℃-35℃

星期六

多云
27℃-36℃

星期一

多云局部雷阵雨
25℃-33℃

星期二

多云局部雷阵雨
26℃-35℃

星期三

多云
27℃-36℃

本报讯 “哇，飞得好高
啊，飞到树梢上去了”“它的
眼睛好有神啊，不愧是猛
禽”……前天上午，在森林公
园阳光大草坪上，一群学生在
家长的陪同下，参与并见证了
4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的
放飞过程，零距离感受了一次
别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当天，受市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邀请，来自横河初级中
学、第四实验小学、卫山学
校、白沙路街道中心幼儿园等
学校的近百名学生来到森林公
园，认真地学习了野生动物科
普知识，并见证了4只红隼的
放飞过程。

期间，野保协会工作人员
科普了有关斑嘴鸭、珠颈斑
鸠、翠鸟、麻雀、红头长尾山
雀、乌鸫等鸟类的外形、习
性、分布以及名字的由来等野
生动物知识。在问答环节，学
生们更是积极地举手抢答。

活动最高潮部分非红隼放
飞莫属，在工作人员的指引

下，学生们伸长着脖子，一边听
着红隼的救助过程，一边好奇地
观察着眼前这几只羽翼丰满的小
家伙。到了激动人心的放飞时
刻，学生们主动让出一条路，以
便红隼可以朝着远离人群的方向
飞去。随后，放飞人员轻轻地松
开手，红隼张开翅膀一跃而起，
径直飞向附近的树丛中。在放飞
一刹那，学生们也是纷纷拿起手
中的相机，记录下美好的瞬间。
对于此次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学
生们感慨万千。实验中学学生诸
禹衡说，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
责，能参加这样的放飞活动，非
常有意义。第四实验小学学生鲁
家瑶表示，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学
到了许多有关野生动物保护方面
的知识。

“通过野生动物知识科普、
放归大自然，让学生切身感受到
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对学
生来讲是一次很不错的社会实
践活动。”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会长施建庆表示，这个暑假，
他们还将继续举行行走的课堂
活动，让学生走近野生动物，
从小培养他们保护野生动物的
意识。

森林公园里
百名学生见证红隼放归

怡荷园开园啦

■全媒体记者 冯梦苓
通讯员 孙武昆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施建庆

■全媒体记者 陈利群

■全媒体记者 杨贯 通讯员 韦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