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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城：特色产业美乡村 有“颜”又有“值”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陈怡然 通讯员 武月 马学贤 张书珲 文图

本报商丘讯 夏秋季节，
因为种种皮肤问题前来医院
就诊的患者比比皆是，在各种
皮肤病患者中，除了季节性皮
肤病外，不少爱美的年轻人也
为脸上的痘痘愁恼不已。常
见的皮肤病有哪些，都有什么
年龄特点，如何预防和治疗？
8月17日，记者采访到了商丘
市第四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
皮肤科专家、门诊部主任李清
峰。

在介绍夏秋季节哪些皮
肤病易发时，李清峰向记者介
绍，黄水疮、丘疹性荨麻疹、带
状疱疹、丹毒、痱子等夏秋季
比较多见，比如儿童中常见的
黄水疮，黄水疮又叫脓疱疮，
该病其实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感染引起的细菌感染所导致
的。脓疱疮可发生在面部、嘴
唇四周、鼻孔周围、耳廓及四
肢、躯干等部位。皮损表现为
丘疱疹、水疱或脓疱，易破溃
形成蜜黄色痂。其实这种病
非常好治疗，病情轻的话，一

般采用外用抗生素药膏就可
以治疗。病情重的患者可以
内服抗生素药。

记者：现在很多人为脸上
的痤疮烦恼，这类皮肤病有什
么年龄特点吗？

李清峰：痤疮青少年比较
多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越来越向低龄化发展，临
床中也有八九岁的儿童患痤
疮。这种病夏季发病率比较
高，因为夏天皮脂腺分泌皮脂
比较多，把毛孔堵了之后会引
起一些炎症反应。

李清峰也强调，痤疮和我
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有
关系，比如熬夜、吃辣椒、吃海
鲜还有甜食，尤其是青少年爱
玩手机，再加上学习负担比较
重，这些因素都会引起痤疮。

记者:痤疮有哪些好的治
疗方法？中西医结合的优势
在哪里？

李清峰：中西医是两个不
同的医学理论体系，我认为说
中西医配合比较合适，中西医

配合治疗痤疮可以取长补短
优势互补。比如说来了一位
脓疱型的痤疮病人，我们可以
适当用些西药先把症状控制
住，再结合中医的辨证施治，
看它属于肺胃蕴热证的痤疮
还是上热下寒证的痤疮，根据
症状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治疗
方法，这样配合起来，可以大
量的缩短疗程，提高疗效。

“外用的可以使用穴位拔
罐、耳尖放血、还有火针局部
治疗、红蓝光治疗等综合治
疗，这样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李清峰说，像最常见的炎症型
痤疮，就比较好治，这种情况
一般不需要内服药物，如果比
较重的痤疮可以采用中西医
配合治疗。

对于生活中如何预防痤
疮的发生，李清峰强调，饮食
习惯和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
在生活中避免熬夜，少玩手机
等不好的习惯；在饮食上则要
特别注意不能吃辣椒、喝酒、
海鲜、甜食等食物。

本报商丘讯 为认真落
实“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要求，严防“多合
一”场所火灾事故发生，近日
商丘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治
安、住建等部门开展“多合
一”场所消防安全集中检查
行动。

此次集中检查行动中，
各检查组重点检查了住宿与
生产、储存、经营等一种或多
种用途混合设置的商业店
铺、作坊式生产加工等场所，
以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
实、违规留宿住人、未采取有
效的防火分隔、违规用火用
电、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
设施器材损坏等为整治重
点。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检查人员要求场所负责
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整改到
位，对于一时难以整改的，帮
助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措
施，全力确保场所消防安全。

检查中，检查组向场所
负责人通报了近期省内外

“多合一”场所火灾事故，进
行了火灾警示教育，并要求

场所负责人切实提高思想认
识，对场所开展一次全面的
自查自纠，自觉整改消除火
灾隐患。

“近期省内外发生了多
起‘多合一’场所火灾事故，
深刻剖析事故原因及教训，
部分群众消防安全意识淡薄
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目
前，我们消防救援支队已经
采取多项措施进行此类场所
的整治。对久拖不改的隐患
问题，将加大执法和媒体曝
光力度，坚决预防和遏制火
灾事故苗头，全力确保辖区
火灾形势稳定。”商丘市消防
救援支队防火监督科负责人
刘耀向记者介绍了该支队开
展“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整
治的情况。

目前，整治行动开展以
来，该支队在全市范围内成
立检查组14个，每周两次开
展夜查行动，检查各类场所
1200余家，排查各类火灾隐
患400余处，清理违规住宿
人员180余人，进行上门消
防宣传指导服务200余次。

本报商丘讯 为全面强
化背街小巷综合整治工作，
按照“两城”联创总体部署和
要求，商丘市睢阳区新城街
道办事处主动谋划、自我加
压，在创建工作中注重提质
提标、增速增效，依托网格化
管理体系，结合常态化疫情
防控，着力“微创建”，对辖区
内630余条背街小巷开展综
合整治，提升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提高居民的幸福感。

据介绍，该办事处坚持
高位谋划、统筹调度，将背街
小巷环境整治工作列入党工
委重要议事日程，制定背街
小巷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方
案，围绕“两城”联创国检要
求，持续组织开展环境整治
提升。同时，组织创建办、

“双违”办、新城城管大队等
开展联合督导巡查，不定期
开展综合执法，全力整治非
机动车乱停乱放、垃圾乱倒、
杂物堆放、乱扯乱挂等问题，
全面清理“僵尸车”。

持续规范经营秩序，大
力整治流动摊点、占道经营、
店外杂物等，全面清除墙体
乱涂乱画、小广告等，全面清
理橱窗广告、宣传条幅、破损

对联等，有效解决了群众身
边的环境问题，背街小巷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大大增强
了居民的获得感。

同时，依托12345马上
办便民服务热线，创新推行

“党建+12345+网格化”管
理模式，对网格长排查发现
或居民反映的背街小巷问
题，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对路
面、下水道盖板、路灯、垃圾
箱等进行修补修缮和更新，
对坑洼的路面进行整体修
复，对绿化进行修复或补种。

截至目前，新城街道办
事处已在背街小巷划设停车
位8200个，硬化和修补道路
12 万余平方米，安装路灯
3600余盏，修缮围墙 2130
余米，粉刷破旧外墙8万余
平方米，拆除违规广告牌匾
550余块，捆扎弱电线路12
万余米，拆除违章搭建 32
处，补栽行道树364棵，安装
更新宣传展板2520块，设置
宣传栏496块，建立文化墙
30处，清理僵尸车辆 3000
余辆，切实提升了背街小巷
精细化管理水平，为圆满完
成“两城”联创工作任务奠定
了基础。

夏秋季皮肤病多发，痤疮难治疗？
中西医配合有“妙”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曦 实习生 朱雷通

柘城县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扎实推进背街小巷整治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萌萌 通讯员 李鸿飞

商丘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多合一”
场所消防安全集中检查行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萌萌 通讯员 冯振

本报商丘讯 炎炎夏日，
走进柘城县大仵乡刘楼村，一
排排房屋整齐排列，白墙青瓦
间透露着浓浓的田园气息，亭
子、花圃等组成的景观小品，
一股田园气息迎面扑来。

村民凌发德感慨万分地
说：“这几年村子的变化很大，
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身泥的现象成为
了历史，矮旧房屋拆了、小洋
楼盖起来了，路灯竖起来了、
夜晚亮了，村里还修建了文化
广场，一到晚上，大人跳广场
舞，小孩在那嬉笑打闹，别提
多热闹了。”

据介绍，2019年以来，柘
城县围绕主导产业助力乡村
振兴，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刘楼村成为首
批美丽乡村示范点。刘楼村
在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中，
坚持规划引领、突出特色，以

“一环、两线、三场、四湖、五

基地”为主线，以“四美乡村”
和“五美庭院”为目标，聚焦
基础设施完善、垃圾清理和
污水治理，推进“厕所革命”，
加大坑塘和废弃房屋整治，
强化绿化美化，注重文化保
护和传承，全面提升建设水
平，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
美丽乡村。

“过去废弃的坑塘，现在
都变成了花园了，生活在这样
的环境中，心里别提多舒畅
了。”村民凌文秀说。

产业是发展的基础，大仵
乡刘楼村着力引导群众发展
蛋鸭养殖产业，宇康蛋鸭养殖
合作社目前是全省规模较大
的蛋鸭养殖基地，通过省级无
公害农产品基地认定，被评为

“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
社”“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
范社”。2019年，刘楼村建成
了鑫宇康食品有限公司，产品
涵盖酱鸭、板鸭、烤鸭，进一步

延链、补链、强链，“小鸭子”做
成了脱贫致富大产业。2020
年1月，为进一步丰富鸭产业
发展的内容和内涵，扩大刘楼
蛋鸭产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该村举办了首届鸭文化节暨
迎春展博览会。

柘城县大仵乡刘楼村蛋
鸭养殖基地发展养殖户400
余户，养殖规模190万只，带
动了周边720多户贫困群众
实现稳定脱贫，刘楼村成为一
个产业强，乡村美的现代新农
村。

在提升村容村貌的同时，
刘楼村还紧抓精神文明建设，
在村内掀起了人人争模范、家
家促和谐的文明新风。刘楼
村的舞狮、高跷等民间传统艺
术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了使传统延续，留住乡愁，
刘楼村还建设有民俗文化馆
和村史馆，成为村民休闲游玩
的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