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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不到奥司他韦，
孩子反复发烧咋办

专家：
这些办法对付流感同样管用
■记者 陈丹 通讯员 春梅

“孩子高烧不退，
买不到抗病毒药奥司他韦，
又怕挤医院交叉感染，
我该如何处
理？
”
22 日，
面对再次发烧的 5 岁女儿，
家住福州晋安区的邢女士有些不淡定了。
近期，
流感高发，
许多孩子中招。不少家长选择不上医院，
在家处理，
但面对孩
子反复高烧，
心里也没了底。22 日，
记者邀请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感染科主
任医师韩荔芬，
为家长们支招。

于轻症，建议可在家自行处 愈创甘油醚、
氨溴索口服液等
理。只要家长通过合适的对 止咳祛痰药物。2岁以下患者
“首先，不用慌。流行性 症治疗，
同样非常有利于患儿 应遵照医嘱服用止咳药。
感冒患者病程大多呈自限性， 康复。
3. 针对鼻塞、流鼻涕症
无并发症者多于发病 3 至 4 天
她介绍，
流感的主要症状 状，
可用生理盐水喷鼻腔缓解
后体温逐渐消退，
全身症状好 包括发热、
头痛、
肌痛和全身不 鼻塞，
选用含有伪麻黄碱成分
转，
但咳嗽、
体力恢复常需1至 适，
还可有咳嗽、
鼻塞、
流涕等 的减充血剂或含有氯苯那敏
2 周。”韩荔芬介绍说，所谓自 症状，
每一个症状都有相应的 等抗组胺药，
以缓解症状。
限性，
意思是流感的病情在没 对症解决办法。
4. 若出现头疼 、咽疼症
有抗病毒治疗的情况下也会
1. 针对发热儿童，
如果年 状，可选用解热镇痛药物如
自己好转。也就是说，
如果经 龄≤3 个月，
慎用退热药，
可以 小 儿 氨 酚 黄 那 敏 等 对 症 治
医生诊治、
确定需要抗病毒治 物理降温，包括多饮水、减少 疗。
疗，
那该吃的药就要吃。没有 穿衣别捂着、温水擦浴或洗
韩荔芬提醒，需要注意
奥司他韦，
也可以服用中成药 澡、
使用退热贴等。当孩子腋 的是，儿童是流感重症病例
进行治疗，比如，可以服用连 窝体温≥38.2℃ (口腔温度≥ 的高危人群，特别是低龄儿
花清瘟颗粒、双黄连口服液、 38.5℃，肛温≥39℃)和(或)出 童，
在家处理的家长不要掉以
小儿清热解毒颗粒等对症治 现明显不适时，
建议服用退烧 轻心，一定要注意观察，若患
疗。
药，
年龄 2-3 个月以上用乙酰 儿出现“气促、呼吸困难、发
氨基酚，
6个月以上用布洛芬， 绀”
“反应迟钝、
嗜睡、
躁动、
惊
对症治疗这样操作
尽量用单种药，
并按照时间间 厥”
“ 严重呕吐、腹泻、脱水”
韩荔芬表示，
目前发热门 隔用药。
“持续高热不退”
等表现，
需要
诊人多，交叉感染风险较大，
2. 如果孩子咳嗽，
注意多 警惕重症病例及并发症，
建议
如果孩子没有出现并发症，
属 喝温开水，可给予右沙美芬、 及时就医。

这些药也能抗流感

福州
“扬帆计划”
备下优质岗位超 7500 个
专供大学生暑期实习
■记者 林铭
福州晚报讯 记者昨日获
悉，
团市委等14个部门将联合
开展 2022 年福州市大学生实
习
“扬帆计划”
。
“扬帆计划”今年在党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国 有 企 业
和金融机构、各类科研机构
以及大型非公企业等单位

中 征 集 不 少 于 7500 个 优 质
实习岗位，面向榕外高校闽
籍学子和全市高校学子广
泛发布并积极推送，推动不
少 于 3800 名 大 学 生 参 与 暑
期实习。帮助大学生在实
习实践中深入了解国情社
情 ，树 立 正 确 就 业 观 ，把 准
自身职业发展定位，储备工
作经验，提升就业核心竞争

力，并带动一批榕外高校闽
籍学子返榕就业。
大学生只需要在
“福建省
扬帆计划”小程序中完成操
作，即可查阅相关岗位信息，
并寻找心仪的实习岗位，
投递
简历。用人单位审核通过后，
大学生完成确认，
即可参加实
习。

福州市区天气预报
福州市气象台昨日 17 时发布
今天
晴转多云，
气温26℃～37℃。
明天
多云，
气温25℃～36℃。
后天
多云，
气温26℃～37℃。

生活指数
平均相对湿度 78.1%（居室环境最
佳值为40%~70%）。
舒适度指数 夜里 1 级，
暖和，
较舒
适；中午前后 3 级，炎热，很不舒
适。
紫外线指数 4级，
强，
避免曝晒。
明日晨练指数 2 级，适宜户外锻
炼。

福州都市圈四市一区
住房公积金
“圈内通办”
■记者 江海

频服务事项在都市圈内协同办理；
到 2023 年底，逐步建立都市圈内各
福州晚报讯 今后，
福州、莆田、 住房公积金中心同城化各项服务标
南平、
宁德以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的职 准协同和共建共享机制，实现更多
工，
在四市一区任意公积金窗口申办 公积金政策和事项的统一标准化服
36 项范围内的公积金业务，即可实 务。
现
“圈内通办”
。
此次协议签订以后，福州都市
记者从福州市公积金中心获 圈内缴存职工在四市一区任意公积
悉，
为贯彻落实好省政府印发的《福 金窗口提交 36 项范围内的公积金业
州都市圈发展规划》，
促进做大做优 务申请，
可通过“全程网办”
“圈内通
做强省会战略的实施，让改革发展 办”
“代收代办”
“两地联办”
等通办模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都市圈缴存职 式办理公积金业务。
工，21 日，福州、莆田、南平、宁德住
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先进单位 全国职业教育职业指导先进单位
房公积中心及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
服务中心共同签署《福州都市圈住
房公积金“协同联盟”战略合作协
学校代码：70213
议》，确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并正式
——★ 五年专招生专业 ★——
软件技术 首饰设计与工艺 移动商务
推出第一批 36 项都市圈通办的住房
金融服务与管理电子商务 商务英语
公积金服务事项，谋划推动福州都
计算机应用技术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服装与服饰设计 动漫制作技术
市圈住房公积金“同城化同家园”各
五年专可申请住宿
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
——★ 三年专招生专业 ★——
福州都市圈四市一区住房公积金 会计事务★ 纳税事务 金融事务● 电子商务
跨境电子商务 物流服务与管理●
中心将通过探索圈内住房公积金区
首饰设计与制作● 数字影像技术 计算机应用
★ 软件与信息服务 商务英语●
域一体化的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管
服装设计与工艺●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
★省级重点专业
●市级重点专业
理创新、服务创新，到 2022 年底，通
以上专业三年学费全免 三年专只招走读生
过“收受分离”模式，共同推进开具 学校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闽江大道318号（上渡派出所旁）
职工缴存证明、个人账户信息变更、 招生热线：83259413 18950218979 何老师、张老师、肖老师
个人账户转移、与单位终止劳动关
系未再就业提取住房公积金、购买
新建商品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等 36
校园官网
项有异地办事需求的住房公积金高 招生 QQ 群号 校园 VR

福州财政金融职业中专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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