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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族这么多，我们如何应对过敏？
文/新华社记者 王秉阳 田晓航

2019年全区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于4月1日起开始报名了，报名截止时间为4

月30日，此次鉴定共包括机动车驾驶教练员、路基路面工、压路机操作工三个工种，涵盖

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级别。

有报名意向的考生可登录内蒙古交通运输职业资格网（www.nmjtzyzg.gov.cn)

查看鉴定详情和进行网上报名，同时如果在报考过程有问题，可在工作日内拨打电话

0471-6965859进行咨询。

2019年全区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报名开始了

冬去春来，北方天气
转暖，街上的“口罩族”反
而多了起来，地铁公交里
许多人喷嚏不断、涕泪横
流。他们可能患上了季节性
过敏性鼻炎。

专家提示，春季空气中
花粉种类繁多、浓度较大，
如果不加控制，小小的过敏
性鼻炎可能带来鼻窦炎、分
泌性中耳炎等并发症，少数
人甚至会发展成为哮喘。因
此，对待过敏，应“知己知
彼”，不可“轻敌”。

风起花粉扬 过敏“偷

袭”忙

35岁的北京上班族小
胡在今春的一个大风天后，
就开始频频打喷嚏、流鼻
涕、鼻子痒。起初她以为是
风寒感冒，后来眼睛也开始
莫名奇痒、酸胀流泪，一查
才发现竟是花粉引起的过
敏性鼻炎。

专家告诉小胡，过敏性
鼻炎又称变应性鼻炎，是机
体对某些过敏原敏感性增

高而发生在鼻腔黏膜的变
态反应，也是呼吸道变态反
应常见的表现形式，有时和
支气管哮喘同时存在。

花粉恰恰是一种重要
的过敏原。北京积水潭医院
耳鼻喉科医生全世明介绍，
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俗称花
粉症，一般多在春秋两季发
作，多数都和树木、杂草花
粉有很大关系。每当季节变
化时，患者就会出现鼻痒、
打喷嚏、流清涕、鼻塞等典
型症状。

“最主要的致敏源是圆
柏、法国梧桐和洋白蜡等树
木的花粉。”中国医学科学
院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
科常务副主任王良录说，
这些树木的花都是风媒
花，花朵小、花粉重量轻、
数量多，随风飘散，人吸入
后可引起过敏。

全世明说，其实，除了
花粉这个“罪魁祸首”，螨、
动物皮屑、真菌、食物等也
是常见的过敏原，容易引
发过敏性鼻炎。

此外，气候变化与空

气潮湿度改变可能会影响
花粉引起的季节性过敏性
鼻炎的症状。专家介绍，一
般来说，症状晴天重、阴天
轻，下雨时明显减轻甚至
消失，雨过天晴会再发甚
至更重。

过敏酿成祸 有人躲

不过

“过敏现象虽然是偶
然发生的，但过敏一旦发
生，这种机制就会如影随
形，不会再离开你的身体。
只要一接触过敏原，就呈
现出过敏症状。”北京协和
医院副主任医师文利平
说。

一般认为，患过敏性
疾病的人常常具有过敏体
质，这是遗传基因决定的。
但是，具有过敏体质的人
不一定都会得过敏性疾
病。而原来不是过敏体质，
由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也有可能突然过敏。

专家表示，对于绝大
多数人，花粉是无毒、无害

的。不过，支气管哮喘患者
在过敏原刺激下，会出现
咳嗽、咳白色泡沫痰、喘息
等症状，严重的患者甚至
会出现危及生命的哮喘发
作，因此，这类患者对花粉
过敏不可大意。

数据显示，在我国，过
敏性鼻炎的发病率为8.7%
-24.1%，每10人就有1至3
人患不同程度的过敏性鼻
炎，呈逐年上升趋势。专家
介绍，花粉过敏常见于青
壮年，儿童及青少年的发
病比例近年有所升高。此
外，有感染症状尤其是鼻
腔有感染的人，出现过敏
性鼻炎的可能性会更大。

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咽
喉科主任医师蒋子栋说，
过敏性鼻炎若不及时治
疗，可引发全身危机。患者
可出现哮喘、鼻窦炎、结膜
炎、咽鼓管功能障碍。同
时，过敏性鼻炎还与慢性
阻塞性肺病、胃食管返流、
支气管扩张和睡眠暂停综
合征等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相关联。

惹不起就跑 提前用

药好

每天数次阵发性发作
的喷嚏，大量清水样鼻涕，
伴随鼻塞和鼻痒……全世
明提示，如果出现类似症
状，应去正规医院的耳鼻喉
科、最好是变态反应科就
诊。

针对花粉引起的过敏
性鼻炎，北京协和医院变态
反应科主治医师王子熹认
为，应进行足量足疗程的药
物控制，否则会复发频繁，
导致疾病快速进展。

“目前治疗指南推荐的
局部使用激素，比如鼻喷激
素，进入人体内的量非常
小，即使进入也会很快被代
谢掉，几乎不会引起明显的
全身副反应。”王子熹说，这
种方法已经被临床证实足
够安全。

此外，明确而严重的花
粉症患者，可以在季节到
来之前两周左右开始使用
鼻喷激素预防，这样比鼻
炎症状发作后再用药效果

更好。
王子熹说，在正规的

药物对症治疗基础上，严重
患者要考虑进行“脱敏治
疗”。其目标是让患者适应
这种过敏原，从而减轻或消
除鼻炎症状，降低发展成哮
喘的概率。5岁以上且病情
控制平稳的患者才可以进
行脱敏治疗，疗程一般在3
年以上。

“花粉过敏目前是无
法治愈的，只能预防和控
制症状。”王良录说，季节
前预防用药，可让花粉过
敏患者在过敏高峰期缓解
症状。

如何预防花粉过敏？专
家认为，一个有效的方法就
是通过环境控制和隔离，防
止接触花粉，比如，戴风镜、
口罩，使用花粉阻隔剂，关
窗，净化空气，用正规的鼻
腔冲洗器和生理盐水冲洗
鼻腔等。王良录还建议，春
季尽量少去树木繁茂的公
园、郊外，尽量减少户外活
动，有条件的家庭可在家里
加装空气过滤机。

2018年全国数字阅读
用户已达4.3亿人，人均数
字阅读量已达12.4本，人均
单次的阅读时长达到71.3
分钟。由国家新闻出版署、
浙江省人民政府指导举办
的第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
会传来信息：我国数字阅读
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

古往今来，人类信奉
“开卷有益”。在“e时代”，数
字阅读能否延续人类对阅
读的神圣感？

提供更多阅读可能

戴上增强现实眼镜，翻
阅手中的画册，原本的平面
图像立即化为立体模型。使
用虚拟现实设备，观众立即
回到历史真实现场。一套集
阅读、释义、评测、互动于一
体的“3D电子课本”令孩子
们爱不释手。一家听书企业
生产的孙悟空卡通玩具，居
然还能讲述《西游记》的故
事。

本次大会设置了媒体
融合、5G让生活更美好、聆
听经典等13个主题展区，集
中展示了我国数字阅读的

新产品、新服务，让人感到，
数字阅读壮大了读者队伍，
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阅读
选择———

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
版协会发布的《2018中国数
字阅读白皮书》，从2016年
到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用
户的年度同比增幅分别为
12.3%、13.4%和14.4%，呈现
加速增长状态。

从时间段上看，与2017
年相比，数字阅读的“早读”
读者快速增长，在7-9点的

“早高峰”时段进行数字阅
读的读者占总数的比例从
10%左右跃升到了近43%。
午间阅读的读者也翻了一
番还多。

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总
经理刘昕认为，图文、音频、
视频以及增强现实、虚拟现
实等技术使阅读变得更立
体。随着5G技术落地、虚拟
技术提升和人工智能发展，
数字阅读行业将更好地提
供沉浸式互动体验。

数字阅读前景看好

《2018中国数字阅读白

皮书》同时显示，2018年，我
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达到
254.5亿元，同比增长19.6%，
整体市场稳步增长。而愿意
付费阅读的读者其占比也
从2016年的60.3%增加到
66.4%。其中有68.7%的付费
用户的愿意付费区间在20
元以上。

这意味着数字阅读产
业的前景继续看好。专家预
测，面向未来，国家政策仍
将继续引导数字阅读质量
水平的稳步提升，我国数字
阅读产业发展重点将放在
全民阅读、新兴出版、媒体
融合等方面。在国家政策引
导下，产业将得到持续发
展。技术升级赋能深度数字
化将提升用户的体验。

在公益方面，数字阅读
产业正在助力文化扶贫和
教育资源均衡。中国音像与
数字出版协会发起了“公益
性阅读资源捐助活动”，全
国十家数字出版单位向四
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部分
中小学捐赠了电子阅读器、
在线听书机、电子书等数字
图书资源。记者从大会上获
悉，数字农家书屋和数字阅

读产品及活动既丰富了文
化扶贫的内容和形式，又提
高了文化扶贫工作的精准
性。在国家深度贫困地区的
控辍保学、健康扶贫、搬迁
人口社会融入、引导贫困群
众逐步接受现代文化等脱
贫攻坚工作中，数字阅读激
发着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做好引领行稳致远

从纸质到数字、从读书
到读屏，阅读的方式不断翻
新，但“开卷有益”的宗旨始
终如一。此次大会传递出的
一条重要信息就是：数字阅
读产业守正创新方能行稳
致远。

伴随着耳熟能详的《少

年中国说》的朗诵，13日下
午，“诗歌中国”专场活动拉
开了序幕。观众王瑞秋感慨
地说：“阅读不仅仅为我们
的思想插上翅膀，也为我们
的感情插上翅膀。”

《日出东方———中国共
产党创建纪实》《中国共产
党的九十年》《解放战争》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资
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百
种优秀电子书在大会集中
上线，对扩大主题内容数字
化传播作出了有益尝试。

从2015年到2018年，我
国数字阅读作品中，网络原
创作品占比从69%上升到
79.8%，增加了10个百分点，
创作者从480万上升到862

万。知名网络作家管平潮认
为，好的网络文学要体现正
能量，好的网络作家要有情
怀。

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
可以相辅相成。中信出版
集团副总编辑蒋蕾举例
说，读者在阅读《人类简
史》时扫描书中的二维码，
就能观看导读课程，也可
在网络社区与他人交流，
从而加深阅读体会。亚马
逊中国区副总裁刘书说，
电子书用户对经典作品仍
然喜爱。

“现在的阅读已经无
时不在无处不在，我们更
要提供能够引领读者情感
梦想的阅读产品。”浙江文
艺出版社社长郑重说。

数字阅读：e时代的开卷有益
文/新华社记者 冯 源 唐 弢 段菁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