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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内多地出现因蜱虫叮咬，致人受伤甚
至死亡事件。那么，蜱虫到底是什么虫？蜱虫在什
么地方蛰伏？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
科主任赵邑、医师刘德华一起为我们详解正确而有
效治疗和预防蜱虫叮咬的方法。

赵邑说，夏季，被蚊虫叮咬似乎是人人都会遇
到的困扰。和蚊子比起来，蜱没有翅膀、不会飞、
爬得慢、不主动叮人，可它也会传播很多疾病，在
传病媒介排行榜上仅次于蚊子排第二。蜱叮咬后很
多人都没有什么不适，很难被发现，好多人得了蜱
传疾病都无法回忆起什么时候被蜱叮咬了。少部分
人被蜱叮咬后有严重的过敏反应，但往往不会去怀
疑是蜱叮咬引起的。

蜱虫咬伤，多发生在草原、树丛、山林等处，
咬伤后在皮肤表面会明显看到如痣一般的“黑豆”，
触摸可能还会动，有疼痛感，基本上可以确认为蜱
虫咬伤，需尽快到医院进行处理，如处理及时，并
无大碍。

什么是蜱虫？

蜱虫俗称草爬子，属于寄螨目、蜱总科。又分
为硬蜱科、软蜱科和纳蜱科。我国已记录硬蜱科
104种，软蜱科 13种。蜱虫常寄宿于牲畜等动物皮
毛间，野外蜱虫则多蛰伏在浅山丘陵的草丛、植物
或山地泥土中。蜱虫是一种深红色的，样子和蜘蛛
差不多的小虫子。蜱没有吸血时较小，如小米粒大
小，吸血后会膨大，圆滚滚的看起来就像长着腿的
葡萄干。

蜱叮咬对人体有哪些危害？

蜱叮咬人的习性和蚊完全不同，蜱吸血产生的

刺激小，不容易让人觉察，吸血需要在人或动物身
体上附着一段时间，一般3至4天。它一般吸附在身
体上不易被发现的位置 （腘窝、肚脐、腹股沟等），
不容易找到。

蜱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
病原体的直接危害，被蜱叮咬部位出现皮肤损伤和
瘙痒，甚至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另一方面，蜱是
一些人兽共患病的传播媒介和贮存宿主，作为生物
媒介已知可以传播83种病毒、15种细菌、17种螺旋
体、32 种原虫以及衣原体、支原体、立克次体等。
蜱虫叮咬本身通常没有太大危险，但其传播的疾病
却往往更具危害性，有时甚至可能致命。蜱传疾病
主要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粒细胞无形体
病、森林脑炎、莱姆热、出血热等，这些疾病如诊
疗不及时都可以造成严重的后果。

蜱虫如何寻觅宿主？

蜱虫嗅觉敏锐，特别是对动物的汗臭和呼出的
二氧化碳极为敏感。感知距离可达15 m。蜱虫的幼
虫、若虫和成虫都可吸血，饱血后就脱离宿主。蜱
的吸血量很大，各发育期饱血后可胀大几倍至几十
倍。

怎样防止被蜱虫叮咬？

应尽量避免在蜱虫主要栖息地如草地、树林等
环境中长时间停留坐卧。如需进入此类地区，应注
意加强个人防护，要穿长袖衣衫，扎紧裤腿、袖
口。外出归来时洗澡更衣，还要仔细检查身体和衣
物，看是否有蜱叮入或爬上，发现蜱后立即清除。
另外要消灭家畜体表和畜舍中的蜱虫，可喷洒敌百
虫等杀虫剂。

被蜱虫咬了该怎么办？

在中国，每年有大量的人被蜱叮，摘蜱是否越
及时越好？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如果不摘除，蜱会
叮咬很长时间，吸更多的血，可能释放更多的毒素
和病原体。因此，及时摘除体表的蜱是十分必要，
但不可随意去除，因为蜱虫头部有倒勾，导致越拉
越紧，生拉硬拽还容易将蜱的头部残留在皮肤内。
因此在条件许可时，最好寻求的医生帮助。皮肤科
医师一般先采取用石蜡油封包虫体的措施，一个小
时后，蜱虫基本丧失活动，再用镊子把蜱虫拉出皮
肤。

若自行处理时，最好用酒精、罗浮山百草油、
煤油、松节油或旱烟油等涂在蜱虫头部，或在旁边
点燃蚊香，以“麻醉”蜱虫，让其自行松口脱落。
也可用尖头镊子垂直向上取出，再用碘酒或酒精做
局部消毒处理。但无论是蜱虫自行脱落或被人工取
出，都要随时观察身体状况。当身体出现不适时，
如发热或者被叮咬部位有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
时，要及时就诊。就诊时一定要把被蜱虫叮咬的事
告诉医生，以便辅助检查是否患上蜱传疾病，从而
避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应对蜱虫咬伤要早发现早处理

对局部损伤，去除蜱虫后，可给予外用抗生毒
药膏，控制局部细菌感染。

专家提醒，更重要的是对蜱传疾病有所警惕，
并进行有针对性的防治。如在莱姆病流行区域应给
于系统抗生素治疗。要进行必要的血液学免疫学检
查，严密观察重症过敏及感染中毒症状，必要时需
进行抢救。

婴幼儿出生后免疫功能不完善，易受病原体侵袭而发生感染，流
行病学资料证实，营养不良是婴儿和儿童致死性感染的重要原因。而
母乳可以满足6个月内婴儿除维生素D和铁之外的所有营养需要，为婴
儿营养的金标准。乳铁蛋白则是初乳中含量最高的免疫蛋白，具有强
大的生物学功能，被誉为“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对婴幼儿生长发育极
其重要。乳铁蛋白是什么？婴幼儿该如何正确补充乳铁蛋白？在近日
举办的广东省医学会儿科学术年会上，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
科教授陈德晖分享了乳铁蛋白前沿研究成果。

陈德晖说，乳铁蛋白就是转铁蛋白家族中的一种铁结合的糖蛋
白，存在于乳汁、各种分泌液及中性粒细胞中，在母乳中含量很高，
保护婴儿免受感染；乳铁蛋白为真正起作用的免疫蛋白。

乳铁蛋白的作用及适用于婴幼儿哪些情况？陈德晖作为儿科专
家，分享了很多发表在国内外权威医学杂志的文章、临床研究及自己
的临床实践观点。

《2012 年欧洲临床微生物学和感染疾病学会念珠菌病诊断治疗指
南》《念珠菌病临床实践指南：美国感染病协会 2016 年更新版》 等文
章，推荐乳铁蛋白可用于预防新生儿侵袭性念珠菌病；乳铁蛋白对于
婴幼儿作用主要为免疫调节、广谱抑菌、抗病毒、促进肠道铁的吸
收、在体外促进小肠上皮细胞增殖等；其可用于预防极低出生体重婴
儿迟发型败血症，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以及新生儿其他细菌、病毒感
染，预防、治疗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胃肠道感染性疾病。在急性呼吸
道感染、腹泻的情况下，使用乳铁蛋白可控制病情、避免严重感染、
缩短病程、减少抗生素使用等，同时可促进铁的吸收用于预防及改善
新生患儿贫血症等。国内外临床研究发现，乳铁蛋白免疫调节、抗
菌、抗病毒作用呈剂量依赖性，所以选择乳铁蛋白产品时需看乳铁蛋
白含量。

随着国内第一部 《乳铁蛋白人群健康效应专家共识》 的推出，国
内权威三甲医院、相关专家开始进行相关临床研究、应用和推广，相
信未来乳铁蛋白可以为更多婴幼儿的健康保驾护航。

“角膜移植西部行”启动

本报电（谢 敏） 由银川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银川市民政局
等部门联合发起的“角膜移植西部行—宁夏站”公益项目近日在银川
正式启动，该项目还将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相继启动，3 年时间
内，共计划救助500名角膜盲症患者。宁夏作为该活动的第4站，将在
1年内为100名角膜盲症患者提供医疗救助，帮助他们重见光明。

据介绍，“角膜移植西部行”项目是以专家巡诊、眼库技术、公益
基金援助为主要内容，聚集角膜移植领域知名专家，结合相应区域眼
库配合，为西部角膜盲患者提供合适的角膜材料，并进行角膜移植手
术。同时，为西部培养一支角膜病医生队伍，这对整体提高我国角膜
病诊疗水平，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角膜病诊疗水平，是一个具有创新
性的举措。

心理行业发展促进会举办

本报电 （钱宇阳） 第二届心理行业发展促进大会近日在京举行。
会议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助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为主
题，旨在推动“心关爱·进百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公益工程落
地，助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据介绍，“心关爱·进百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公益工程将从建设标
准化心理服务阵地、配备系统化大数据心理服务平台、培养专业化心理
服务人才队伍、开展多元化心理服务活动、实现规范化心理服务机构运
营管理、凝练科学化工作成果及提升影响力等6方面完善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实现心理服务行业长期、高效运行，助力实现“全民幸福”的目标。

为癌症患者及防治研究募捐义跑将启动

本报电（王 维）2018第二十届北京希望马拉松将于9月在北京举行，
今年的主题是“念‘廿’不忘LOVE IS LOVE”。作为国内最具规模的抗
癌公益活动，从1999年至今，该活动始终秉承的宗旨就是普及科学抗癌
知识、推动癌症防治研究、资助贫困癌症患者。先后有超过30万爱心人
士参与其中。

据介绍，北京希望马拉松专项基金将资助更多的临床科研课题和患
者，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宏伟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当发现出生没多久的小宝宝头总
是偏向一边，睡觉、玩耍时头也总是
偏的，仔细观察发现一侧颈部的肌肉
有点肿大，伴随一侧眼睛、耳朵和面
颊较对侧小，家长们就需要提高警惕
了，孩子有可能是小儿斜颈！

小儿斜颈，全称为小儿先天性肌
性斜颈 （俗称“歪脖子”），是由于
颈部一侧胸锁乳突肌纤维性挛缩，肌
肉缩短，导致头部向患侧偏斜、面部
转向健侧 ，同时伴有患侧面部发育
受影响，眼睛、耳朵及整个面颊小于
对侧，是儿科临床常见病症，中医称
为“筋瘤病”。

最近一个刚刚满月的小女宝宝由
家长带来就诊，宝宝的母亲描述在孩
子出生10天左右发现其脖子向左侧偏
歪，用手摸发现左侧脖子有一个包
块，脸总是转向右侧，带到医院就诊
超声检查发现其脖子左侧的胸锁乳突
肌有一个的肿块，诊断为“小儿斜
颈”，医生建议等到孩子2周岁左右行
手术治疗，在此期间宝宝这种歪脖子
症状有可能会自行痊愈，如果未能痊

愈，届时采用手术治疗可以纠正颈项
偏歪，但小孩可能出现的眼睛、面部
和耳朵变小、不对称的症状不能恢
复。家长害怕经历长时间的心理煎
熬，一是担心不能自行痊愈，二是担
心手术也不能彻底治愈该病且还有副
作用。那么究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
针对这种病症及时治疗且能彻底治愈
呢？回答是肯定的。首先让我们对这
个病症了解一下。

引发该病的确切病因不详，可能
和下列因素有关：（1） 产妇在分娩时
受产道挤压，或使用助产器不当，伤
及小儿一侧胸锁乳突肌，形成血肿后
机化，继而挛缩 （通俗来说就是小儿
胸锁乳突肌受到伤害后造成了血管破
裂，形成瘀血，导致经络不通，气血
阻滞从而形成包块。（2） 宫内胎位
不正，使一侧胸锁乳突肌承受过度的
压力，胸锁乳突肌内静脉发生急性梗
阻，致局部缺血，继而过度退化，为
纤维结缔组织所替代。（3） 胚胎发
育中，中胚层肌发育不良，有的为肿
块，有的无乳突肌肌纤维。（4） 出

生后护理不当，习惯于某种姿势睡卧，
形成习惯性、姿势性体位性斜颈。本
病早发现早治疗，越早治疗越好，通过
特定的小儿推拿手法可以让患儿恢复
到正常人水平，一般疗程 1-3 个月，大
多数疗效满意。1岁后，若保守治疗效
果不佳可再采用手术治疗。

治疗该病的中医推拿手法并不复
杂，患儿的家长也可以学着操作，将
患儿抱于怀中，或平放在床上，暴露
颈部，家长用婴儿油作为介质在患侧
颈部包块局部及周围做轻柔的抚摸揉
动 2-3 分钟，继而用一手拇食指相对
轻捏住颈部包块，进行拿揉、捏挤、
上下推挤、左右摆动等手法 3-5 分
钟，最后用反向牵拉手法伸展肌肉
5-8 次。可再配合中医的特色操作，
中医认为脾主肌肉，肾主先天，刺激
小儿脾经、肾经两个穴位可以促进小
儿肌性斜颈更快痊愈，提高疗效。治
疗的同时，家长在宝宝睡觉、吃奶、
玩耍时注意让其多向病变相反的方向
活动头颈。

小儿推拿小常识：补脾经 （穴位

在手大拇指指腹罗纹面）、补肾经
（穴位在手小指指腹罗纹面），操作者
用一手拇指放于患儿左手的脾经或肾
经，采用顺时针旋转摩动进行操作，
操作次数：200-300次。

小儿推拿注意事项：1、小儿推
拿手法要轻、柔、缓和。2、要配用
推拿介质 （如婴儿爽身粉、按摩油
等） 避免小儿皮肤破损。3、推拿时
间 一 般 在 10 分 钟/次 —15 分 钟/次 。
4、每天推拿1次或隔天推拿1次。

（作者系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
拿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医师）

《中国罕见病研究报告 （2018）》 近日在京发布，这是中国第一
份有关罕见病的综合性研究报告，该报告认真梳理罕见病在中国的发
展历史，其中包括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罕见病定义问题、罕见病流行
病学数据缺失问题等。客观地介绍了这些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为罕见病
事业做出的努力、社会各界为罕见病事业做出的奉献。在问题和建议
方面，力求客观实际地剖析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
的方法或路径。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介绍，《中国罕见病
研究报告 （2018）》 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尽可能言简意赅地解释
深奥艰涩的医学问题，以便不同行业的读者都能读懂其内容，都能了
解罕见病，并力求引起读者对罕见病的关注。该报告不仅是医学的研
究报告，其内容还涉及了临床医学、医政管理、药学研究、卫生经
济、政策法规、社会保障、社会建设等一系列不同领域的现状和问
题。让读者体会到罕见病虽然归属于医学范畴，但是具有明显的社会
属性，值得深入研究。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罕见病约有7000种左右，每种病的患病率
和发病率极低、患病人数少、患病人群分散，且大多数罕见病需要多
学科、跨专业的临床专家以及医学遗传学专家协作才能精准诊治。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北京医学会罕见病分会主任委员丁洁
说，罕见病，顾名思义，是指罕见的疾病、稀少的疾病，它是一大类
散落在各个疾病系统的不同疾病的总称。由于罕见病患病者数量较
少，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该报告公布了对中国近百家三级甲等医
院住院患者罕见病调研的结果：7省份93家三级甲等医院10年收治罕
见病例405589例，占住院病人总数的2.27%。在这些罕见病患者中，确
诊的共有952种罕见疾病，先天性疾病占一半以上。

报告指出，当前中国在罕见病医治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
罕见病药物管理制度亟待建立、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不足、医疗优
势资源亟待统一利用和管理、患者医疗保障和生活水平需要关注等。

报告建议，要制定全国罕见病医疗社会保障整体规划，明确政府
责任主体，建立工作机制；建立罕见病诊疗中心，完善转诊机制、制
定罕见病临床路径、诊疗指南或专家共识，编纂罕见病知识手册、推
动罕见病研究、整合社会力量。

《中国罕见病研究报告（2018）》发布
李镕君

婴幼儿如何补充乳铁蛋白
喻京英

如何防止被蜱叮咬？
①蜱一般生活在野外树林、草地中，在草

尖及灌木枝叶的顶端等待宿主。因此在路上行
走时尽量在路中间，远离路边的野草灌木。

②野外活动要做好个人防护，专业的防护

要做到“五紧”，将袖口、领口和裤脚等处扎
紧，个人防护提倡穿长袖衣服；不要穿凉鞋，
扎紧裤腿或把裤腿塞进袜子或鞋子里，在林中
穿行应戴帽子，以免蜱叮咬头部。

③户外活动后要检查衣服上是否有蜱，浅
色衣服有利于发现蜱。

④野外活动后应检查身体上是否有蜱附
着，蜱叮咬人初期一般并不传播疾病，这一点
有利于蜱传疾病的预防，检查的重点部位为头
皮、腰部、腋窝、腹股沟及脚踝下方等部位。

发现身上有蜱怎么办？
被蜱叮咬后也不用特别惊慌，自己完全可

以自己处理，处理得越快越好，不需要等待就
诊。用尖头镊子，镊子尖尽量靠近皮肤，然后
紧紧夹住蜱头部或靠近头部的地方，缓慢用
力，不要扭转或猛拉，不然蜱的头部就留在身
体里了。

被蜱叮咬的皮肤可以用肥皂和温水清洗，

同时洗手，如有条件，可以用酒精或碘酒消毒
皮肤。

一些网络上介绍的方法不建议使用，如用
酒精或其他刺激性药品，用点燃的香烟或火柴
慢慢靠近蜱迫使它脱离，这些方法均不可取，
会使蜱分泌更多的唾液，增加感染的几率，当
然蛮力拍死更不恰当。

被蜱叮咬了会不会得病？
被蜱叮咬后得病的几率并不高，特别在北

京地区，目前只发现了蜱携带莱姆病病原体，
还有可能存在无形体，造成河南等地出现死亡
病例的病毒尚没有发现，但如果蜱叮咬后 （或
在植被茂密的丘陵、山区活动后） 1个月内出现
如下症状应该及时就诊，并告知医生活动史或
叮咬史：发热，体温超过 38℃，特别是高热不
退；出现头痛、疲劳、肌肉酸痛、或者出现关
节痛；出现皮疹、特别是逐渐扩大的圆环状皮
疹等。

为何小宝宝会“脖子歪”？
冯 跃

为何小宝宝会“脖子歪”？
冯 跃

夏季蜱虫活跃夏季蜱虫活跃

户外活动应警惕户外活动应警惕
珏珏 晓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