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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报告300例流感孩子

“流感其实是一种致死性疾病，尤其
是对于那些年老体弱，有基础疾病的人
而言，其发生重症的风险要比常人高得
多。”徐翼表示，类似的流感高危人群，还
包括孕妇、儿童。

统计资料显示，流感每年在全球范
围内导致成人 5%-10%感染，而儿童感
染者则更高，达20%-30%。并在世界范
围内每年造成300万-500万严重病例，
29万-65万人因之死亡。

在上一波流感流行期，主流的优势
病毒是乙型流感。由于该流感长期没有
在世间流行，人体免疫力对其识别、杀死
能力退化，加上当年的流感疫苗未涵盖
这一毒株，其造成的感染率是比较高
的。“2018年第一周，我们当周报告的流
感病例数为600例。”徐翼表示。

今年第一周，徐翼所在的妇儿中心
儿童病例同样很多，周报告病例300例，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一半，但儿童天然是
流感重症的高发人群，今年的重症患儿
依然较多。”

每年流感高发季，医学专家、公卫专
家之所以要宣传重点做好孩子群体的防
护，那是因为在每个流感流行期 40%的
学龄前儿童会被感染，30%的学龄儿童
会被感染。而不论学龄前还是学龄儿
童，35%(超过1/3)患儿会合并其他症状，
包括引发重症的严重并发症。

今年病毒转而攻击脑部

之所以说流感是一种致死性的疾
病，是因为流感病毒除了引发感冒、发热
等上呼吸道症状外，其本身也喜欢攻击
肺部，约有 2/3 重症病例是因为出现了
肺炎。除肺脏外，心脏、肝脏、肾脏、肌肉
组织以及神经系统也是流感病毒喜欢流
窜的脏器、组织，一旦引发病毒性心脏
病，肝衰、肾衰，未及时纠正过来，同样致
命。

和往年甲型H1N1流感重症更多的
表现出肺炎不同，在今年徐翼收治的儿
童重症病例中，中枢神经系统被攻击导
致重症的案例明显增多。“理论上，流感
病毒引发的重症病例可出现神经系统受
累，表现为坏死性脑炎、脑膜炎、Reye综
合征等。但这更多是理论上的情况，现
实中类似情况并不多见。可今年不同，
类似因为流感感染后，迅速进入到坏死
性脑病阶段的孩子，我们一共收治了五
例。”徐翼表示。

今年流感呈现的新特点也已引起了
徐翼等传染病专家的关注，“我们已经把
这一特点报告给了疾控中心，CDC也已
对感染者病毒开始进行相关研究，查找
是否出现病毒方面的变化。”

重症病例 三龄童染病五天陷昏迷

虽然症状雷同，但流感和普通感冒
之间的最大区别，体现在患者往往聚集
性出现以及患者会持续性高热。聚集
性，往往体现在家庭、企业为单位的群体
内。

在徐翼今年收治的重症患儿当中，
就不乏类似的病例。“有个孩子在妇女儿
童医疗中心重症监护，而孩子的妈妈则
在市内其他医院住院治疗。”

流感重症起病急，进展快也是一大
特点。在徐翼收治的流感患儿中，印象
最为深刻的是前文提到的乐乐。“孩子第
一天起病，高热 39 摄氏度，第二天就送
到了妇儿中心感染科治疗。送来时就开
始呈现精神较差、呕吐、白细胞低等情
况。”

咽拭子检测提示为流感阳性后，医
生们立即将孩子收治住院，并开始进行
抗病毒治疗。可孩子的病程进展依然较
快，入院第二天就开始出现意识障碍，胡
言乱语、行为无章的谵妄状态，提示神经
系统受损严重。到了发病第五天，孩子
就进入了昏迷状态，神经内科专家参与
会诊，并对孩子进行了腰椎穿刺，并拍摄
脑部影像片后发现，孩子已是明显的坏
死性脑炎。即便是通过后期的治疗，已
彻底解决了孩子的病毒感染问题，但小
家伙的脑部疾病没有逆转过来，依然昏
迷不醒。而将来潜在的损害还包括孩子
的智力、肢体运动能力等。

徐翼表示，流感发生并发症的高危
因素很多，但具体到儿童阶段而言，年龄
≤2 岁的儿童、长期接受阿司匹林治疗
的孩子、病态肥胖的孩子，以及患慢性呼
吸、心脏、肾脏、肝脏、血液、内分泌、神经
系统疾病和免疫缺陷的孩子更为高危。

“综合国际国内的经验发现，流感危重和
死亡病例多发生于有慢性基础疾病人
群，特别是小于5岁的儿童，尤其是小于
2岁的婴儿。”

预防困境 极高的发病率和畸低的
接种率

流感的预防很关键，但在众多的预
防举措中，最为直接、有效的还属疫苗接
种。但不管关于流感预防的宣传如何，
我国全人群的流感疫苗接种率却畸低，
只有 3%，只有在深圳等沿海城市会略
高。

徐翼表示，我国批准上市的流感疫
苗中，三价疫苗适用6月龄以上接种，四
价疫苗适用 36 岁龄以上接种。“通常情
况下，人们在接种流感疫苗2-4周后，可
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6-8 月后抗
体滴度开始衰减，虽丧失了保护能力，但
高危人群已安然度过了一个流感高发
季”。

他表示，我国各地每年流感活动高
峰出现的时间和持续时间不同，建议高
危人群在疫苗可及后尽快接种。值得提
醒的是，对鸡蛋或对疫苗任一成分过敏
的人群不能接种疫苗。发热不发热症状
的轻中度急性疾病者，建议症状消退后
再接种。

此外，我国的疫苗不可直接给 6 月
龄以下儿童接种预防流感。为了给6岁
以内宝宝形成免疫保护屏障，公卫专家
会建议可能接触低龄孩子的家长接种疫
苗，“相当于筑一座保护墙，爸爸、妈妈、
家人不会被流感侵袭、感染，孩子自然也
没有感染的机会。”

据《南方都市报》

130 年前，一位官至一品
的清朝提督李长乐病故，他的
一位下属承诺为其守墓。不
想，这一承诺，一直延续到了
现在。如今，守墓的已是那位
下属第六代子孙了。

在马路旁，“藏”着一处墓
地和墓地边简陋的窝棚，一对
老人每天居住在窝棚里，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我不为别
的，只为祖上的承诺。”64岁的
赵正广，和同龄的老伴赵元珍
生活在窝棚里守护墓葬，严防
被盗，已整整 12 年。赵正广
是第6代守墓人，从祖上第一
代守墓人开始，他们在这里已
守了130年。

守墓人已经传了六代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

江苏盱眙人李长乐病故。李
长乐（1837-1889）字汉春。因
作战骁勇，擢千总，赐花翎，同
治四年（1865 年）赐黄马褂。
历任湖北、湖南、直隶提督，被
封为“勤勇大将军”。李长乐
生前在扬州购置宅院定居，去
世后，奉旨安葬在扬州西湖镇
经圩村赵庄。

1 月 4 日，记者赶到李长
乐将军墓葬处。在赵正广带
领下，从马路走进繁忙的施工
工地，走过数十米泥泞的道
路，远远就看见用钢管和木材
搭建的简易大门上，赫然挂着
一面“古墓保护区，闲人免进”
的蓝底白字铁皮牌子，上面写
有报警电话 110 和看墓人老
赵的手机号，非常醒目。在铁
丝网拉成的遮挡围墙边，细心
的老赵还堆放着一个个空油
漆筒，一有风吹草动，这些空
筒就会给他“报警”。

记者走进去，看到墓葬刚
刚被水泥粉刷过，墓前石碑
上，刻有“清谥勤勇公直隶提
督先曾祖李公长乐之墓”等文
字。这块石碑，是 20 多年前
李长乐的第四代后人树立
的。赵正广夫妇居住的窝棚，
在不远处。中间散布着一块
块蔬菜地，一些地方还长有荒
草。走进赵正广的“家”，记者
有些吃惊，高不到 2 米，面积
大约30平方米。里面放着一
张床和锅碗瓢盆等简单的生
活用品。电接的是工地临时
电，没有自来水，用水桶接的
工地水。“我很知足了，以前这
里没有工地，白天我用电瓶充
电来维持晚上照明，只能照
明，其它不敢用；水是从家里
带，用大塑料桶装，煮饭烧茶

才舍得用，淘米洗菜都用河
水。后来河塘填了，工人们进
来施工了。”老赵说。

“孩子呀，你们要好好地
看护李将军的墓，要对得起人
家。”这是赵正广的岳父经常
对他们夫妻说的话。赵正广
的岳父名叫赵振宣，今年 84
岁，是第 5 代守墓人。12 年
前，因为身体原因，他将“接力
棒”交给了女儿和女婿，女儿
身体不太好，重担基本落在了
赵正广的肩膀上。
盗墓贼数十次盗墓均未得逞

其实从 15 岁起，赵正广
就开始参与守护古墓，40多年
间，他独自或和前辈们一起，
阻退过20多次盗墓行动。

赵正广和老伴赵元珍是
同村人，赵元珍的祖上是李长
乐的部下，李将军病故后，其
后人和赵家商定，由赵家后人
守墓。李家给赵家 6 亩地和
一幢小砖墙四合院宅子，让赵
家后人边种地边守墓。

“房子我没见过，听老人
们说过。这些情况，我岳父的
父亲赵万国最清楚。他是 30
多年前去世的。我小时候听
老人家说过，房子应该是 60
年前拆掉的”赵正广回忆说，
将军墓被盗过多次，洞都挖
了，但墓坚固得很，还有守墓
人守护，盗贼什么都没有偷
到。

常被人讥笑，但他为了祖
上的承诺依然坚守

墓地所在的地方，当地人
叫“三道山”，是个十几米高的
土丘。赵正广的儿子一家住
在镇上，他和老伴白天有时候
回去看看，拿点东西，但晚上
必须住在墓地旁。老赵本来
是个电工，12年前住过来后，
就一心一意地看护墓地。赵
正广告诉记者，除了辛苦，自
己还要忍受村里的闲言碎语，
有的村民讥笑他看棺材发财
了，儿子和儿媳妇也反对自
己。好在老伴对自己十分支
持。

“还有就是李将军后人对
我的认可，这让我觉得再辛苦
也是值得的。这些年他们每
年清明祭祖都要赶过来，有扬
州的，有外地的。他们都感谢
我，尊重我，我感到自己这一
辈子干了一件大事。”赵正广
说。记者了解到，老赵夫妇靠

“开垦”出来的几亩地，一年四
季种蔬菜，除了自己吃，还能
卖菜挣点钱。赵正广每个月

有 900 元低保，儿子再
补贴一些，老夫妻还养
了些鸡改善生活。但老
赵的窝棚冬冷夏热，冬
天冷风呼呼，室内的水
都能结冰；夏天如同蒸
笼，蚊虫多得吓人；下雨
天漏雨，地上潮湿。

李将军后人感慨真
是难得

记者几经努力，在
扬州问井巷，找到了李
长乐将军居住在扬州的
后人——87 岁的五世
孙李勇传和 60 岁的六
世孙李家沂。

“几代人如此这般
忠心耿耿，真是难得、难
得、难得！”年事已高的
李勇传老人，一连用了

3个“难得”对赵家人尤其是赵
正广的艰辛付出表示赞赏。
李老告诉记者，李长乐是当时
扬州城里官阶最高的武官，曾
统率晚清国防军“武毅军”。
李家和赵家的渊源，起于李长
乐的部下赵长霞，李家托付

“看墓”，正是基于双方的互
信。

李勇传老人拄着拐杖领
着记者参观老宅，记者还见到
了李将军去世后的神道碑碑
额。

记者了解到，神道碑，指
的是立于墓道前记载死者生
平事迹的石碑。李勇传告诉
记者，据他所知，目前扬州存
有神道碑的，这个应是唯一。
老人自豪地向记者指认碑额
上“皇亲诰封，建威将军，直隶
提督，勤勇李公，神道之碑”20
个篆书刻字，古朴流畅，记载
着历史的沧桑。

刚刚退休的李家第六代
后人李家沂告诉记者，李长乐
的直系后人目前分布在扬州、
常州、苏州、宁波等地，有一百
多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现
居常州的第四代后人李信芳，
95岁，他的父亲李谧斋，曾任
晚清陕西工部员外郎。“我们
所有的后人对赵家的守墓人，
特别是对现在的赵正广夫妇，
都非常感谢。他们付出太多，
也希望当地政府能在水电等
墓地基础设施上，以及生活条
件上给予一定的帮助。”

墓地虽非文保单位，但给
予最大化保护

扬州市文物局副局长徐
国兵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按
照等级，李长乐墓完全够得上
文物保护单位，但因为有后人
或有后人指定人员守护，墓葬
为其后人私有财产，文物部门
不好介入，也不易被公布为文
保单位，相关的保护工作也就
不好展开。此前，出土的墓葬
物品，也为其后人所有。但尽
管如此，对于这样一处具有较
大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名人墓
葬，文物部门也在职责范围内
给予最大化保护。

西湖镇党委书记马九圣
告诉记者，赵正广夫妇不忘祖
上的承诺和交代，十多年如一
日地坚守，这样正能量的举动
值得鼓励。目前，当地党委政
府正在对这一片区域进行规
划，要建设一座公园，李将军
墓地也在其中。

本报综合消息

今年流感病毒攻击孩子脑部
流感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导致成人

5%-10%感染，而儿童感染者则更高，
达 20%-30%。并在世界范围内每年
造 成 300 万 -500 万 严 重 病 例 ，29
万-65万人因之死亡。

年仅三岁的乐乐(化名)躺在广州
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重症病房里已
近两周，虽然致病的元凶——甲型
H1N1 流感已被控制，孩子也送医比
较及时，但流感如同撬门锁的小偷般
进入人体后，顺道在神经系统进行了
一番蹂躏，引发了坏死性脑炎，导致其
长期昏迷。

每年冬春季，广东与全国大多数
省份一样都会进入流感相对高发的

季节。而与 2017 至 2018 年冬春之交
的那波席卷全国的乙型流感相比，今
年的流行烈度和广度显然大大降低，
但依然有一定比例的患者进展到重
症。

“整个医院内科感染病区已被流
感孩子占满，而与以往的甲型 H1N1
病毒喜欢攻击患儿的肺部不同，今年
的病毒更喜欢攻击孩子的神经系统。
如同乐乐这般发生坏死性脑炎的孩
子，我们已收治五例。”广州市妇女儿
童医疗中心内科副主任、感染科主任
徐翼教授表示，流感预防关键还是要
及时接种疫苗，发现症状后早期运用
抗病毒治疗。

为了一句承诺为了一句承诺66代人守墓代人守墓130130年年

赵正广和李将军墓赵正广和李将军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