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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具有潜伏性

谢迪主任说， 手足口病作为一种儿童

常见急性传染病，常高发于 1至 3岁的婴幼

儿，同时也多发于 5 岁以下儿童，且具有一

定的潜伏性，一般潜伏期为 3至 5天。

一般情况下如急性发病， 患儿常突发

低热或中度发热，部分患儿可表现为高热。

期间，还可引起惊厥，并伴有哭闹、拒食、咳

嗽、流涕、呕吐、头痛、腹痛、腹泻等症状表

现。

少数 3 岁以下的患儿的病情会发展较

快，出现持续发热且不易退热，频繁呕吐、

易惊、肢体抖动、呼吸和心率增快等。

需要注意的是， 有的家长由于对手足

口病了解不深， 当看见孩子出现腹痛腹泻

时，会误以为是闹肚子，为此自行为其服用

一些止泻药，如此做法是极不科学的。

为此，一旦发现以上症状，家长应及时

带患儿就医，期间切勿凭经验，来自行给孩

子进行药物治疗，延误病情。

手足口病忽视不得

谢迪主任说， 手足口病不仅具有潜伏

性、 传染性强的特点， 其病情的发展也很

快，如果早期得不到有效治疗，可能会导致

患儿并发神经源性肺水肿和脑水肿， 以及

无菌性脑膜炎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同时， 由于诱发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

具有高度嗜神经性，一旦进入人体后，会与

人体咽部和肠道上皮细胞表面相应的病毒

受体结合。如 EV71型和 CoA16型病毒，与受

体结合后进入细胞， 经过一系列变化成病

毒颗粒，随即在扁桃体、咽部和肠道淋巴结

大量复制后释放入血液， 进一步播散到皮

肤、粘膜、神经系统、呼吸系统等，进而引起

一系列炎症反应，导致相应临床表现。

期间，一些患儿会因神经系统受累，导

致血管功能紊乱及炎性介质大量释放引起

心肺衰竭， 这也是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主

要死因之一。

亲吻孩子易交叉感染

众所周知， 亲吻孩子是父母表达爱意

的方式，但在手足口病的高发期，家长应尽

量避免随意去亲吻孩子， 以免造成交叉感

染。

谢迪主任解释， 密切接触是手足口病

的重要传播方式，不论年龄大小，只要与感

染者之间有接触， 或接触一些已被病毒污

染的毛巾、手绢、玩具、餐具、衣物等物品均

会引起感染。 同时，还可通过呼吸道飞沫，

以及饮用或食入被病毒污染的水和食物传

播感染。

可见，成年人也会感染手足口病，只是

成年人免疫力较强， 所以在感染后不会出

现相应的病症表现， 但被感染的成年人会

成为隐性感染人群， 可将病毒传播给其他

人，特别是免疫力相对较低的婴幼儿。

所以，在手足口病高发期，家长避免亲

吻孩子也是降低手足口病交叉感染的一种

预防方式。

酒精无法灭杀手足口病毒

不少人认为，酒精具有消毒功效，为此

一些家长常喜好用酒精在家中进行消毒。

事实上 75%的酒精是无法杀灭手足口病毒

的。 谢迪主任表示，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

感染引起的，该病毒喜湿、喜热，75%的酒精

和 5%的来苏尔不能将其灭活。

谢迪主任建议，在手足口病流行期，可

尝试用浓度约 1%至 3%的漂白水来对病患

所接触过的物品及环境进行喷洒消毒。 同

时，由于该病毒对紫外线及干燥敏感，所以

对于患者接触过的衣物、被褥等物，可在清

洗后将其置放于阳光下接受太阳光的紫外

线照射， 如此也可以起到灭杀该病毒的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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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对常见传染病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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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感染科专家值守本报“专家坐诊”时表示：

预防手足口病 从生活点滴入手

接种疫苗，不能一劳永逸

7月 10日， 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感

染二科副主任医师谢迪值守本报 “专家坐

诊”健康热线时表示，引起手足口病的病毒种

类很多，即便接种疫苗依旧可能被感染，科学

应对手足口病，在于从生活点滴入手。

谢迪主任表示，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

感染引起的一种儿童常见急性传染病， 有的

家长认为只要打了疫苗孩子就不会被感染，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谢迪主任解释说，目前

针对手足口病的疫苗是 EV71型灭活疫苗，可

用于 6 月龄至 5 岁儿童。 但由于存在个体差

异及对该疫苗的敏感性， 所以即便接种了该

疫苗， 也不能完全避免 EV71型病毒感染，只

是感染后症状会减轻。

在手足口病毒中，除死亡率最高的 EV71

型病毒外，手足口病病毒的类型还有几十种，

所以单靠 EV71 型灭活疫苗来预防手足口病

是不科学的。 这也是一些儿童在接种疫苗后，

依旧可能反复感染手足口病的原因所在。

谢迪主任表示，要想远离手足口病，除了

接种疫苗外，还应从生活点滴入手，特别是要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这是预防手足口

病的关键。

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勤洗手、勤更衣；

卧室每天要开窗通风；减少进食生冷食物；儿

童玩具和常接触到的物品应定期进行清洁消

毒；避免儿童与患病儿童密切接触；避免到人

员聚集的地方逗留等。 只有多方位防控，才能

让手足口病无可乘之机。

本报记者 王杰 文 /图

手足口病疫苗

建议 1岁开始打

读者： 听说打了手足口病疫

苗，不少孩子会出现发热、呕吐等

不良的反应。我家孩子才半岁，请

问这是否会给孩子健康造成不

良影响？

专家谢迪：目前预防

手足口病的疫苗主要以

EV71 为主，可适用于 6 月

龄至 5岁儿童。

与其他疫苗类似，注

射该疫苗后，少数孩子会

出现一些局部发红 、瘙

痒， 或出现如轻微的发

热、 呕吐等全身反应，但

这属于注射疫苗后机体

的一个正常反应，一般不

会超过 3天便会消退。

值得一提的是， 刚出生

不久的新生儿， 其体内是携

带有母体抗体的， 同时提倡

母乳喂养， 也从一定程度上延

长了孩子携带母体抗体的时

间， 所以绝大多数新生儿很少

生病。 建议可在孩子 1 岁时再

注射手足口疫苗， 如此在兼顾

预防手足口病的同时， 还可

降低孩子在注射疫苗后出现

不良反应的几率。

病症轻

可在家调养

读者：我孩子今年 7 岁，前不

久患上手足口病，但没有发烧，精

神状态也还好， 医生表示只需回

家调养即可， 但孩子总是说嘴巴

里面痛。 请问该怎么办？

专家谢迪： 如果仅仅表现为

咽痛， 期间没有伴随发热等其他

不良的症状， 那是可以让孩子在

家进行调养的。

在此期间，要谨遵医嘱按时口

服药物，同时要注意让孩子多喝温

水， 饮食方面尽量以清淡为宜，少

吃生冷和油腻的食物。 观察一周

后， 如果症状好转则说明已无大

碍，但如果期间出现发烧、呕吐等

情况，就需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病毒呈阴性

不能排除手足口

读者： 听说即便在医院检查

出手足口病病毒呈现阴性， 也不

能代表没有手足口病， 请问事实

真的如此吗？

专家谢迪： 肠道病毒核酸检

测只是一种辅助检查， 虽然对于

检测出病毒呈现阳性的患儿，能

说明其感染了手足口病， 但对于

呈现阴性的患儿， 却不能因此断

定其没有感染手足口病。

此时需要参考患儿是否具有

临床的症状表现， 如是否存在皮

疹、疱疹、溃疡等。

因为手足口病的病毒类型有

几十种之多， 不可能每次检测都

要对这些病毒进行一一排除。 检

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排查如

EV71这类致死率高的手足口病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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