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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专家开出“流感预防药方”
河南发布成人和儿童流感中医药防治方案（2018 年版）
□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索晓灿
本报讯 咳嗽、发烧……自从 2017
年 12 月以来，河南进入流感高峰期，重症
病例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那么，对于流
感有没有预防办法？
1 月 12 日，参照国家《流行性感冒诊
疗方案（2018 年版）》，结合河南地域和疫
情特点，河南省中医管理局遴选专家成
立儿童、成人流感防治专家指导组，制定
印发《河南省儿童流行性感冒中医药防

治方案（2018 年版）》
（以下简称《儿童方
案》
）、
《河南省成人流行性感冒中医药防
治方案（2018 年版）》
（以下简称《成人方
案》），供全省中医医疗机构和综合医院
中医科室医务人员参考使用，并给出预
防处方和预防调护方法，
读者可参考。
《儿童方案》明确了 3 个预防方，并指
出，避风寒、节饮食、慎起居、和精神是预
防流感的有效方法。
《成人方案》明确，接

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
推荐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和
医务人员等流感高危人群使用。
专家提醒，
《儿童方案》和《成人方
案》主要供全省中医医疗机构和综合医
院中医科室医务人员参考使用。如果自
行购药治疗，大家在选择中成药时尽量
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并注意观察
病情发展。如有紧急情况，
请尽快就医。

流感预防（处）方

《成人方案》给出的预防处方也有三种：

流感凉茶方（适合正常体质或偏热体质者）：生石膏
30g、绿豆 50g、蒲公英 15g、竹叶 15g、芦根 30g，水煎服，代茶
饮，
为一人一日剂量；
贯众汤：
绵马贯众 50 克，
水煎服，可供四人一日用量；
流感代茶饮方（适合体质偏弱见气阴两虚证者）：太子
参 3g、石斛 3g、麦冬 3g、金银花 3g，泡茶饮用，每日一剂，为
一日一人剂量。

处方 1：金银花 15g，桑叶 10g，芦根 10g，薏苡仁 15g，
甘草 3g；
处方 2：
板蓝根 15g，大青叶 10g，
麦冬 15g，
甘草 3g；
处方 3：
百合 30g，
麦冬 15g，
桔梗 10g，
甘草 6g。
预防处方以 3 天左右为一个周期，
不宜长期服用。

百米高楼若着火 无人机来灭
河南消防研发无人机高空灭火 明年完成项目验收
本报讯 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一直
是世界难题。1 月 12 日，一项名为“多轴
旋翼无人机在灭火抢险救援领域中的应
用”的科研项目花落河南。由河南消防
总队、河南省猎鹰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等
单位承担的该科研项目已列入公安部消
防局科研计划。
消防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省拥
有高层建筑（超过 24 米）1.29 万幢，超过
100 米的有 116 幢，分布在全省各辖市。
但全省消防部门装备的近百部消防登高
车，救援高度大多在 50 米以下；超过 100
米的消防登高车只有 2 台。
据介绍，现有消防系统所采购使用
的无人机，均为遥感或检测类轻载重、小

物业公司
被要求整改

负责人正在协调井盖资料

《儿童方案》给出的预防方有三种：

□记者 邵可强 文 吴国强 摄影

《男童小区内坠井，跳井救
他的奶奶再也没醒来》追踪

航程无人机，大载重高功效消防灭火用
无人机市场还是空白。
“多轴旋翼无人机在灭火抢险救援
领域中的应用”项目负责人张万民（公安
部专家组成员、高级工程师）说，该项目
将研制开发能够满足消防灭火及抢险救
援 用 的 大 载 荷 旋 翼 无 人 机 平 台 ，包 括
50kg 级燃油动力旋翼无人机（50kg 级
载荷、120m 相对飞行高度）、100kg 级大
载荷燃油动力旋翼无人机（100kg 级载
荷、350m 相对飞行高度），以及相配套的
无人机灭火装置、抢险救援用挂载任务
装置等等。实现 100m 以上高层建筑空
中控火灭火技术的突破，实现 100m 以下
高层建筑不受周边场地影响的快速控火
灭火。
据介绍，该项目中所使用的第一款

消防无人机平台，是国内外市场上首款
超过 100kg 级载重的燃油动力多轴旋翼
机，
目前已进入测试阶段。
按照公安部消防局科研计划安排，
该项目将于今年完成相关产品定型、测
试、标准制定、技术鉴定等工作，明年完
成项目验收。

飞流直下也不下 原来是冰挂
挂在 140 多米山崖上 林州冰瀑形成
“圣诞树”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秦加福 文图
在林州石板岩镇高家台附近，一道冰瀑挂在 140 多米的山崖上，飞流
直下的泉水被大自然静止成一棵冰清玉洁的“圣诞树”
（左图）。这条瀑布
每到隆冬季节就被冻住，形成了外形极像“圣诞树”的冰瀑奇观。冰瀑没被
正式开发，中国纪录片《寻找圣诞树》将其拍摄后，2017 年在加拿大班夫山
地电影节和英国肯道尔山地电影节上播出展示。

一条匹练 万缕游丝 灵宝山涧冰挂条条相衔
□记者 房琳
通讯员 乔恒军 文图
灵宝市阳店镇好阳河上游
15 公里处的凤凰峪，溪流上有
一座芦家坟水库，水流从顶端
漫下，飞珠溅玉，一条匹练，万
缕游丝，挥洒数十米。到冬季，
低温和水流、飞沫相互合作，随
形就势，依枝靠杈，随意造化，
形成了珠帘翠幕、瑶树琪花的
水晶世界（右图）。

□记者 宁田甜
本报讯 我省今年新实施的《河南
省物业管理条例》中明文规定，建设单
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物业服务企业
移交资料完整、质量合格、功能完备、配
套齐全的物业。那么，郑州锦绣山河玉
畅园小区现有的井盖，质量是否合格？
材质和安装是否符合相关设计规范？
昨日，大河报记者致电该小区物业
公司赵姓负责人。她称，辖区办事处目
前已向该小区物业下发了整改通知，要
求 1 月 22 日前，小区物业管理方面存在
的问题，要全部整改到位。目前，该小
区的安全隐患已经排查完毕，也已向业
主们公示。该小区共有 100 多个井盖，
目前排查出的存在安全隐患的井盖有 6
个。等新的井盖采购回来，会立即先将
存在安全隐患的进行更换。
业主代表认为，这些有关小区业主
共有共用的设施设备的相关情况，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业主们有权免费查看，
物业应主动向业主公示或主动提供。
如果资料齐全，没有问题，业主们也算
吃了定心丸，此后对这一问题也不会再
追问物业什么。但如果物业提供不了
或者不愿提供，那只能让业主们有更多
的疑问和猜测。毕竟，小区里因为井盖
一事发生了人命关天的悲剧。
赵姓负责人表示，这些资料目前不
在物业公司，正在协调当中，如果业主
们真要查看，
等协调后，她会给消息。

《灌溉工程闲置两年 本周
将通电》追踪

大河报报道后
灌溉工程全通电
□记者 丁丰林
本报讯 1 月 3 日，本报以《灌溉工
程闲置两年 本周将通电》为题，报道周
口淮阳县大连乡的灌溉工程在完工两
年多的时间里，因为不通电而无法使
用，加上水井被全部改造，无法自行抽
水，导致村民们陷入浇地困境的情况。
在本报报道之后，淮阳县供电公司迅速
回应，并做出了一周之内解决问题的承
诺。
1 月 10 日上午，记者接到淮阳县供
电公司工程办主任刘杵银的反馈，在
《大河报》报道之后，供电公司施工人员
就立即开始行动，原本预计一周之内就
能完成施工，但突如其来的暴雪影响了
施工进程。尽管如此，施工工人仍然冒
雪架设线杆，铺设线路，到 10 日上午，
大连乡的所有灌溉工程已经全部通电。
大连乡党委副书记王国松向记者
证实说，灌溉工程已经全部通电，村民
们的浇地难题得到了解决，非常感谢
《大河报》的报道。现在，村民只需要去
乡电管所办理一张电卡，就能随时用新
的灌溉工程浇地。办理电卡没有成本，
村民只需负担浇地产生的电费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