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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免不了头疼脑热，通常家里也会

自备一些常用药。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

期，口罩、医用酒精的稀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也映射出大部分家庭缺少对口罩、消毒用品等

相关医疗物品的储备。

日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以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倡导全社会形成健康

消费观念和健康生活方式，鼓励以家庭为单位

储备包含口罩等在内的医疗救助箱。我们有 4

亿 多 家 庭 ，大 家 都 要 有 救 治 、自 救 物 品 储 备 的

观念和习惯。

为何国家相关部门要特意鼓励家庭储备医疗

救助箱？医疗救助箱通常应包括哪些物品？如何

存放？有哪些注意事项？

“每个人都能在公共卫生防御战线中发挥作

用。政府鼓励家庭储备医疗救助箱，旨在引导民

众突遇紧急卫生事件或自然灾害时建立应对能

力，提高生存质量，呼吁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就关注

急救科普知识，科学实施健康自我管理。”5 月 27

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全科医学科

主任胡滨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储备

医疗救助箱，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马建龙认为，

较大灾害发生后，以家庭为单位储备必要的医疗

救助箱可以为家庭成员的自救、互救和逃生提供

物资保障，受灾成员可以在第一时间开展自救、

互救。

例如，当地震发生时，被掩埋在坍塌建筑物下

方的幸存者很可能在 72 小时之内得不到任何救

助，如何撑过这 72 个小时至关重要。如果事先备

好医疗救助箱，则可大大提升幸存者获救的概

率。即便在日常生活中，医疗救助箱也能帮助家

庭成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磕磕碰碰的“小烦恼”。

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人们愈发意识到储备

诸如家庭急救包等急救医药物品的重要性。在马

建龙看来，家庭储备的应急物资是由政府、社会与

家庭三方面组成的防灾减灾物资储备体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种科学防范意识一旦推广普及，

不仅会给“小家”筑起一道应急屏障，也可能会带

动厂商对相关应急物资储备的关注，并把相关应

急物资作为企业日常生产的组成部分，为整个国

家、社会的卫生防御筑牢“堤坝”。

共筑公共卫生应急屏障

“家用医疗救助箱里通常应包括三类物品：应

急药具、应急物品和应急工具。”胡滨说。

“应急药具分为应急药品和相关的医疗用

具。”马建龙告诉记者，应急药品通常应包含退烧

止痛药、抗感冒药、抗腹泻药、老人儿童的止咳化

痰药物等常用药，救心丸等急救药，以及根据家庭

成员身体状况适量储备的处方药。处方药应在专

业医生指导下使用和储备。

马建龙提到，相关的医疗用具往往包括：消毒

用具，如酒精湿巾、碘伏等，这些医疗用具能够对

三类物品必不可少

医疗救助箱收纳着很多应急物资，这就意味着

日常生活中可能并不常用。救助箱如何存储？多

长时间更换一次？放置在何处？这些都是学问。

“由于箱内存有药品，我们应将其置于阴凉、干

燥处。”马建龙表示，如果药品是单独包装，则可根据

保质期定期更换，如非单独包装，药品一旦开封，其

有效期将大大缩减，换言之，不到保质期限也应提

前更换，否则会影响药效。非一次性用完的液体药

品，如碘伏、眼药水等，开封后有效期约为一个月；非

单独包装固体药品开封后有效期略长些，但也建议

在3—6个月内用完或更换未开封的新药。

两位专家皆表示，除了药品，口罩、棉签等过

滤病毒、消毒杀菌的医用材料，如非单独包装，一

经开封也建议在 3—6 个月内更换一次。因此，医

疗救助箱应至少每半年整理、换新一次。还应尽

量保证能触手可及，最好是放在床边或屋内显眼

处，不建议放在柜子深处、床箱内等位置。

“不难看出，家用的医疗救助箱与医护人员常

用的急救药箱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专业急救药箱

往往包括注射器械和一些急救药品，如强心、平喘

解痉等药品。事实上，二者最大的不同还是在于

使用者的专业性问题。”马建龙强调，医疗救助箱

的部分物品实属常用物品，功能多样，可操作性

强，但也有一些物品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医疗知

识。在没有医生和护士等专业人士的看护下，若

想科学规范使用这些物品，公众需要在生活中进

行相关科普知识储备。

哪些物品使用前需要进行一定培训？胡滨举

例，医用弹力绷带包扎时应从肢体远端开始包扎，

逐渐向近心端缠绕，包扎时松紧应适度，过松和过

紧都不利于伤口愈合。《应急储备清单》提到的灭火

器、专业呼吸面罩等也需要日常的专业知识积累。

记者了解到，国家应急管理部官方网站的科

普板块中有很多自救互救常识，公众可自行学

习。关于专业医疗设备或急救设备的使用方法，

也可通过医疗机构或消防网站等正规渠道获取。

应半年定期整理更换

危急时刻充当危急时刻充当““救治奇兵救治奇兵””
家庭医疗救助箱里要放好这些物品家庭医疗救助箱里要放好这些物品

实习记者 于紫月 创口进行初步消毒杀菌；医用材料，如纱布、三角

巾、创可贴、绷带，则可以进行简单包扎。

“有老人和儿童的家庭，还可以储备适量医用

弹力绷带。”胡滨补充道，火灾、地震等重大灾害事

件发生时，老人和儿童可能更易受到伤害。而弹

力绷带相较于普通绷带，对创面敷料的固定、限制

肢体活动的效果更佳，更利于创伤的愈合。

应急物品方面，胡滨提到，储备清单上可增加

饮水、食物、重要证件及相关信息等。保证饮水供

应，应尽量选择瓶装水，食物可选择保质期较长的

压缩饼干等。重要证件则包括家庭成员的身份信

息、需要强调的病史及其他相关治疗信息。

“应急物品也可根据日常需求自行选择，但

总体来说，应以易储存、易携带为主要原则。”胡

滨说。

应急工具方面，除了宁吉喆提倡的口罩等物

品之外，胡滨、马建龙还列举了逃生工具、求救联

络工具和生存救助工具。同时，可自备厚毛巾，火

灾发生时浇水弄湿捂住口鼻，避免吸入浓烟；还可

自备雨衣，不仅能够遮风挡雨，还能起到夜晚御寒

的作用，避免受凉而引起感冒、发烧。

马建龙说，这些物品基本上可以从商店、药店

或线上电商渠道购买到。日前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对原发布的《北京市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

（以下简称《应急储备清单》）内容进行了调整、丰

富和完善，适当增加了个体防护用品，提出了《应

急储备清单》的扩充版，公众可根据该清单自行购

买相关物品，丰富家用医疗救助箱。

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婴幼儿感染手足口病进

入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

光教授近日表示，手足口病传播系数高达4.2—6.5，

是新冠病毒的 3 倍。2018 年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

发病中，手足口病以发病人数237.6万位居第一。

近日，江苏常州第二人民医院、扬州大学附属

医院等医院的专家表示，手足口病是夏秋易高发

的一种常见传染病，且传染性强，少数重症甚至危

及生命。

早期症状与流感类似

“手足口病（HFMD）是由肠道病毒（EV）感染

引起的一种儿童常见传染病。”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儿科副主任医师徐金梅说，主要病毒的血清型包

括柯萨奇病毒（CV）A 组 4—7、9、10、16 型和 B 组

1—3、5 型，埃可病毒的部分血清型和肠道病毒 71

型（EV-A71）等，其中以 CV-A16 和 EV-A71 最为

常见，重症及死亡病例多由 EV-A71所致。

专家介绍，手足口病有周期性流行的趋势，夏秋

季比较常见，3岁或3岁以下婴幼儿手足口病发病率

最高，并且能够引起局部流行。从临床看来，大龄儿

童和成人有时候也会“中招”，切不可掉以轻心。

手足口病以发热，手、足、口腔、臀部皮肤疱疹

为主要临床特征，可伴有咳嗽、流涕、食欲不振等

症状。但部分病例仅表现为皮疹或疱疹性咽峡

炎，个别病例可无皮疹。典型皮疹则表现为斑丘

疹、丘疹、疱疹。皮疹周围有炎性红晕，疱疹内液

体较少，不疼不痒，皮疹恢复时不结痂、不留疤。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由于手足口病早期症状的

发热、咳嗽、流涕等与流感类似，很容易被忽视。徐

金梅说：“手足口病和流感都是病毒感染，都可能会

有发热、咳嗽、乏力、流涕、咽部不适、食欲不振等症

状。但是真正典型症状是不一样的，手足口病会出

现手足、口腔部位皮疹，流感没有此症状。”

隐性感染者为主要传染源

手足口病传染性强，其传染源是什么？徐金

梅告诉记者，手足口病患儿和手足口病隐性感染

者为主要传染源，手足口病隐性感染率高。肠道

病毒在湿热的环境下容易生存，且可通过感染者

的粪便、咽喉分泌物、唾液和疱疹液等广泛传播。

“手足口病可通过密切接触或呼吸道飞沫传

播。通过接触被病毒污染的手、毛巾、手绢、牙杯、玩

具、食具、奶具以及床上用品、内衣等引起感染；饮用

或食入被病毒污染的水和食物后亦可感染。尤其当

孩子发高烧、出皮疹的时候，传染性最强。”徐金梅

说，手足口病的易感人群是婴幼儿和儿童，以学龄前

儿童为主。因此，有幼儿的家庭要特别注意。

专家提醒，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中，一旦发现

或确诊为手足口病，也不必过于紧张，要立即切断

传播途径，做到早隔离、早治疗。患者要根据不同

程度的症状，配合医生采取正确的治疗方法。特

别是居家治疗的患儿避免与其他儿童接触，以减

少交叉感染。同时，患儿的衣物也要及时晾晒或

消毒，对患儿粪便及时消毒处理。

高发季节要做到防治为先

专家介绍，每年都有不少孩子被手足口病侵

害。所以在这高发季节，必须时刻提高警惕，采取

必要的预防措施，让孩子远离病毒。

如何预防手足口病？“一般预防措施：勤洗手、

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太阳。”徐金梅说，保持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是预防手足口病的关键。勤

洗手，不要让儿童喝生水，吃生冷食物。儿童玩具

和常接触到的物品应定期进行清洁消毒。避免儿

童与患手足口病儿童密切接触。

徐金梅告诉记者，在预防手足口病方面，最有

效的方式是接种疫苗。目前，EV-A71型灭活疫苗

可用于 6 月龄—5 岁儿童，预防 EV-A71 感染所致

的手足口病，基础免疫程序为 2剂次，间隔 1个月，

鼓励在 12 月龄前完成接种。接种预防疫苗，保护

率可达 95%。疫苗的保护作用会因个体差异而略

有不同，但及时接种疫苗可在人群中形成免疫屏

障，能有效预防手足口病重症的发生。

专家还表示，要加强医院感染控制：医疗机构

应积极做好医院感染预防和控制工作。由于多种

肠道病毒都可以致手足口病，因此得过一次手足

口病的宝宝可能因感染不同病毒或者不同的血清

型，导致多次发病。

手足口病儿童、成人都会“中招”
但疫苗保护率可达95%

科技日报讯 （袁蕙芸 记者王春）近日，最新一期国际著名

医学杂志《胸》在线发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风湿

科 鲍 春 德 教 授 研 究 团 队 的 最 新 研 究 成 果 ：无 肌 病 性 皮 肌 炎

（ADM）相关间质性肺疾病（ILD）的死亡风险预测模型（FLAIR

模型）。这是国际上第一个用于预测此种疾病死亡风险的模型，

它的建立不仅有助于早期识别高危患者，更重要的是可以根据

该风险分层为患者提供精准的治疗方案，有利于大大降低该类

患者死亡率。

据鲍春德介绍，ADM 是一种罕见但病死率极高的自身免疫性

疾病，好发于东亚人群。患者除具备抗黑色瘤分化相关基因

（MDA5）抗体这一血清学标志外，通常表现为特征性的皮疹、相对

轻微的肌病和快速进展的间质性肺病，当 ADM 患者伴有 ILD 时，

往往在发病一年内死于快速进展型 ILD 和呼吸衰竭，一年内死亡

率高达 50%—60%。

鲍春德团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该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此次

由他主持发起的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自 2012 年起，连续收集

ADM-ILD 患者并密切随访。该项研究前后历经 7年，共纳入 207

名 ADM-ILD 患者，随访时间长达 78 个月，是目前国际上已报道

的最大样本量 ADM-ILD研究队列。

鲍春德指出，该模型的建立有利于识别那些高危人群，有利于

国际同行共同认识这个疾病及其转归，积极干预和治疗。研究团

队创立的 FLAIR 模型包括以下指标：铁蛋白、乳酸脱氢酶、抗

MDA5 抗 体 、HRCT 影 像 学 评 分 、快 速 进 展 型 间 质 性 肺 病

（RP-ILD）。利用该模型对人群进行评分，评分在 0—4 分为低危

组，5—9 分为中危组，10—13 分为高危组。这一评分将对疾病的

严重程度和死亡风险进行预测和分层，有助于指导进一步的治疗

方案。尤其是帮助临床医师识别高危患者，以尽早进行强化治疗，

提高总体生存率。

该论文的发表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研究 ADM 患者伴有 ILD

的发病机理，积极探索治疗方法，同时对提高 ADM 患者救治的成

功率，降低死亡率也做出了贡献。

风险模型可筛查高危患者

有助降低间质性肺病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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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付丽丽）近日，记者从百济神州（北京）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济神州）获悉，由该公司自主研发的新

一代布鲁顿氏酪氨酸激酶（BTK）抑制剂百悦泽（泽布替尼胶囊）

于 6月 3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成为国内首个上市的国

产 BTK 抑制剂，预计几周内中国患者就能用上。这也是继在美国

成功获批上市后，百济神州在本土与全球商业化进程中的又一重

要里程碑。

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全球研究和亚太临床开发负责人汪

来博士介绍，百悦泽是一款以 BTK 为靶点的新型强效抑制剂，

主要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至少一项疗法的成人套细胞淋巴瘤

（MCL）和成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

患者。与第一代 BTK 抑制剂相比，经过分子结构的优化，其更

“专一”，即更佳的靶点选择性和更好的安全性；同时，也更“长

情”，完全且持久的 BTK 抑制作用，具有更好的疗效。2019 年 11

月，百悦泽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成为我国

首个在美获批的本土研发抗癌新药，实现了本土新药出海零的

突破。

据了解，此次百悦泽在中国本土获得两项适应症的同时批

准，主要是基于两项关键性临床研究的数据。牵头其中一项临

床研究的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主任、浦口慢淋中

心主任李建勇表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是一种在老年人中高

发、进展相对缓慢的淋巴瘤，因此治疗方案是否安全、耐受是重

要考量。百悦泽的获批将为中国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提

供一项重要的治疗方案，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而且房颤、出血等风险发生率非常低。

过去，由于缺少有效的治疗方案，淋巴瘤患者长期面临着

用药难、用药贵的困境。对此，百济神州中国区总经理兼公司

总裁吴晓滨博士表示，作为一款本土研发、获得国际认可的高

品质新药，相信它将以更高的可及性、可负担性帮助到我国的

患者。下一步，希望推动百悦泽尽早纳入我国医保目录，为国

内患者带来福祉。

我国首个成功出海的

抗癌新药百悦泽本土获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