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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不当 警惕“吃”出皮肤病
□张浩

男子生吃香菇引发皮炎

31岁的巴西男子席尔瓦（化名）和朋友
前一晚一起吃火锅,第二天早上发现头上、
脸上、身上出现多条红色的印记，一道一道
像被鞭子抽打过一样，也不疼，就是感觉有
些痒。

在郑州人民医院皮肤科，医生李天举
详细检查后，诊断为“香菇皮炎”。据席尔
瓦回忆，当晚喝完酒以后，确实曾生吃过
香菇。

郑州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黄玉成介绍，
香菇细胞壁内含有的一种活性成分——“香
菇多糖”，它会对易感个体产生毒性反应。
烹制熟后，成分结构会发生变化，从而失去
活性。

如果不幸中招，患者在不接受治疗的情

况下，症状一般会在 1～3 周内自行消退。
如果有瘙痒不适等症状，也可以在医生的指
导下，用抗组胺药或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应用
对症治疗。

吃出来的皮肤病还有哪些？

皮肤病的发病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既有环境因素，也与自身体质和生
活习惯有关。饮食方面不注意的话，皮肤病
同样会乘虚而入。

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因为吃引发的皮
肤问题：

①只吃肉，不吃素
如果你只喜欢吃肉，蔬菜水果吃得少，

会引发B族维生素缺乏病，如干皮病、各种
皮炎、口角炎等。

如果平时的饮食过于油腻，也要当心
了！可能会出现油脂过度分泌的状况，诱发
痤疮、毛囊炎、脂溢性皮炎等皮肤病。

建议：不管是肉食还是素食，“主公”切记
要做到雨露均沾，营养均衡搭配才是王道。

②美食“无福消受”
临床发现，一些蔬果当中含有致敏成

分，部分不耐受人群食用后很容易引起局部
的接触性皮炎，如芒果皮炎。常见的水果主
要包括：芒果、菠萝等。

建议：一旦食用这些蔬果后出现过敏症
状，今后尽量避免接触。

③吃了光敏食物后晒太阳
在春末及夏季，门诊经常会遇到一些

光敏性皮炎的患者。易感个体食用了大量
光敏性食物后，如果受到暴晒，就会和日
光发生反应，进而出现裸露部位皮肤的红
肿、起疹，并伴有明显瘙痒、烧灼或刺痛感
等症状。

常见的光敏性食物主要包括：灰菜、荠
菜、芹菜、油菜、菠菜、白菜等。

建议：食用“光敏性食物”的时候要留
心，一是要适度适量，二是要避免阳光照射。

④吃出一个“小黄人”
橘子、橙子、木瓜、南瓜等食物中含有大

量的胡萝卜素，如果一次或近期摄入过多，
血液中胡萝卜素浓度过高，就会沉积于皮肤
角层，引起皮肤黄染，尤其在手掌和鼻腔周
围边缘的皮肤黄染更加明显，导致“胡萝卜
素血症”。

建议：在食用此类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适度适量。如果不小心中招了，也不用担心，
只要停止食用含高胡萝卜素的食物，经过一段
时间的调理后，3-5天就可以减轻直至痊愈。

⑤找出过敏源
致敏原会导致过敏，在生活中比较常见

的致敏食物有花生、海鲜、牛奶、牛羊肉等高
蛋白食物。过敏体质人群摄入致敏食物后，
会引发“荨麻疹”等过敏性皮肤病。

建议：反复过敏的患者应到正规的医疗
机构接受变态反应检测，确定可能引发自身
过敏的“元凶”，在以后的生活里，不给它可
乘之机！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持续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近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召开“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专题推进会暨党总支书记专题工作例
会，对落实省委巡视组整改任务清单、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和今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如何进一
步扎实开展、深入推进进行了详细安排、周密部署，提
出了新的工作要求。

会上，对落实省委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的整改工
作进行了责任分工，领学了《河南中医药大学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深化年工作方案》及《关于开展党费收
缴、使用和管理专项整治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并
就下半年“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如何深入推进进行了安
排部署，强调各党总支、支部要切实结合“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工作计划，结合实际开展各项教育活动。医院
党委书记翟剑波就今后如何深入推进该院“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明确工作任务；二是强
化责任担当；三是搞好统筹兼顾。他要求全院党员要
充分认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自觉
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学校党委的决策部
署上来，切实把学习教育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
建工作的龙头任务，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精
神状态投入到学习教育中来，确保把学习教育抓紧抓
好、抓出成效。要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以“三会一课”
等组织生活为基本形式，坚持学用结合，坚持抓在平
常，融入经常，分类指导，突出特色；要统筹兼顾地开展
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日常工作，做到相互助力、相
互促进，把“学、做、改、促”贯穿起来，真正做到学做互
进、改促并举、知行合一、力求实效，并以此有力地推进
医院临床、教学和科研的持续健康发展。 （焦钧）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58岁的王女士在5年前因乳腺癌进行
了左乳癌根治术，很是小心的她每年定期
到医院进行复查，三年前王女士复查时发
现右肺上长出一个6mm大的磨玻璃结节，
医生建议定期复查。此后王女士定期复
查，而长在肺上的结节并没有明显的增大，
时间久了，王女士觉得这个小结节既没有
明显的增大又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应该是
没什么大碍。2016年王女士依旧按时进
行了复查，医生告知她结节增大到8.5mm，
但是因为身体没有感到任何异样她还是决
定等等再说。

直到今年8月中旬，郑州大学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专家组成
员普胸外科主任王金龙到医院远程影像
中心调阅影像检查资料时发现了王女士
的检查结果，经过对比王女士之前的影像
资料结节密度增高，考虑这可能是早期
癌。王金龙赶紧主动打电话给王女士，希
望她能重视。正在旅途中的王女士接到
王金龙的电话后说：“我从没有想到医生
会主动联系我，而且这么诚恳，我旅行结
束就去。”

8月24日，王女士来到郑州大学附属
郑州中心医院肺结节门诊找到王金龙，经
过多学科专家进一步会诊，建议她进行切
除，王女士经过考虑决定听从建议。

8月 26日，王女士的手术如期进行，
该院介入科主任王天玉首先对结节进行
了精准定位，王金龙利用胸腔镜为王女士
进行了肺切除术，术后病理显示“腺癌”，
属于早期癌。

王金龙表示，肺癌早期表现为肺结
节，早期肺癌的治愈率较高，但早期病症
不明显很容易被大家忽视。

据悉，为全面推动肺癌的早期诊断、
综合治疗和现代管理，延长肺癌患者的生
命并提高生活质量，2016年 7月 5日“中
国肺癌防治联盟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
医院肺结节诊治分中心”正式启动。该中
心由院呼吸内科、介入科、病理科、普胸外
科专家等专家共同组成，如果您在就诊过
程中发现了肺结节，为此担忧，不知道是
观察还是切除，请到肺结节多学科专家门
诊就诊。

（高雯静）

近日，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港四路与四港联动大道交叉口西北
角的河南省省立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二
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河南省省立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
是河南省卫计委报经省政府同意、省发
改委正式立项，以胸科疾病、儿科疾病为
重点专科的大型重点医疗项目，也是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首家三级综合
医院，总体规划建筑面积 40 万平方米，
设计 2000张床位，计划分三期建设。一
期设置开放床位 500张，开设内、外、妇、
儿等多个临床专业和多个医技功能科
室。二期总建筑面积约 26万平方米，主
要建设内容为：综合门诊医技楼、以胸科
疾病为中心的胸科门诊楼、以儿童疾病
为中心的儿科门诊楼、大型数字化中心
手术室、大型信息中心、传染病房、三栋
住院病房楼等院内重要建筑设施。建设
完成后床位将由一期的 500张扩至 2000
张，计划两年内投入使用。它的二期建
设将会显著提高航空港区的公共医疗服

务水平，进一步提升郑州航空港区的医
疗条件，继续为百姓提供更加安全、有
效、方便的医疗卫生服务。

二期工程将根据自身医疗技术特点
以及周边医疗资源的配置需求，形成学科
完整、覆盖全面、重点突出的办院特色。

届时将进一步提升医院门诊接诊量，
日门诊量将达到万人次以上，而一期已经
投入使用的三栋楼，将还原为医院规划内
的急诊及儿童住院部。届时，将满足为郑
州航空港区及周边百姓提供医疗卫生服
务的需求。

据悉，二期建设将尊重原有规划设计
理念，将生态、节能、环保的设计理念贯穿
到建筑整个生命周期之中。继续体现院区
交通设计、绿化布置、雨水控制与利用等特
色。确保总体规划特点及医疗流程的连续
性和合理性，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着眼现
在，兼顾未来，合理预留建设用地，为医院
今后的发展留有空间，也为前来就诊的患
者提供更人性化的就医体验。

（闫良玉）

9月 8日，在确山县竹沟镇杨庄小学，徐福记举办
了“福满校园”启动仪式，据负责人孙天珍女士介绍，
徐福记“福满校园”“分享营养·分享爱”活动在全国已
开展4年，在河南举办此活动是第三年，也是该活动在
河南首次从徐福记大本营遂平县来到革命老区确山
县。徐福记将在2016～2017年为项目实施学校的每
名学生每天提供一块徐福记沙琪玛或磨堡蛋糕，期待
有助于营养不良状况的改善，希望孩子们健康成长。
欲将“福满校园”办成长期可持续性的爱心活动，打造
成公益品牌。关爱儿童的营养健康，也希望有更多的
企业和社会人士参与。 （张丽君）

2016年中秋、国庆将至，宝丰县卫计委结合节日
进行健康宣传，同时开展懒政怠政为官不为问责年活
动，精心制作“廉政套餐”，双节期间严防“节日病”。

首先利用各医疗机构的宣传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普及医学常识，谨防身体上的“节日病”。同时，召开
廉政工作会议，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廉洁从政意识，自
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积极营造文明节俭过节氛围，
坚决杜绝“节日腐败”，自觉做到“七个严禁”。严格执
纪问责，要求纪检组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公布举
报方式，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对顶风违纪行为要坚决
制止、严肃查办，并实行“一案双查”，严格责任追究，
严防精神上的“节日病”。 (吕培源)

徐福记“福满校园”走进确山

宝丰县卫计委

严防“节日病”健康过节

9月 12日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为全面推进
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提高育龄群众对预防出生缺
陷重要性的认识，修武县卫生计生委开展了“预防出
生缺陷从孕前开始”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服务活动。向
育龄群众广泛宣传、普及优生科学知识，开展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为准备孕育小宝宝的“准妈妈”们
精心准备了一对一的“准孕妈妈”微讲堂，由专业技术
人员给“准妈妈”讲解预防出生缺陷及注意事项，打消
孕妇紧张、不安的心理，现场解答关于在孕期的一些
心理变化、生活习惯等孕期常见问题，引导育龄夫妇
做好优生优育准备。活动中，向群众发放资料 1300
余册，避孕药具400余盒。 （李峰）

修武县卫计委

开展出生缺陷日宣传活动

□闫良生

俗话说：宁要虫草一把，不要
金玉满堂，说明了冬虫夏草非常
珍稀，这是因为冬虫夏草的产量
并不是很高，而且具有非常高的
药效价值。

冬虫夏草被誉为中国三大名贵
滋补中药之一，它有“百药之王”的
美称，医学家称之为“诸虚百损至为
上品”；它药性温和，老少病弱者皆
宜食用。

冬虫夏草的功效

1.可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是
年老体弱、病后体弱、产后体虚者的
调补药食佳品。

2.可直接抑制、杀伤肿瘤细胞。
可以有效提高癌症患者的细胞免疫
力，还能起到防治癌症的效果。

3.延缓衰老。坚持每天服用，可
以使皮肤变得紧致、有弹性，达到延
年益寿、永葆青春的效果；老年人坚
持每天吃，可以使老年斑逐渐消失，
效果明显。

4.提高细胞能量、抗疲劳。可治
疗畏寒、手脚冰凉、疲倦无力、精神
倦怠、健忘、失眠等病。男性吃虫草
可以改善皮肤状态、缓解压力、饱满
精神，让精力更加充沛，对抽烟者去
除烟燥和熬夜者恢复精力也有显著
疗效。

5.可治疗高血糖、高血脂、高血
压及动脉粥样硬化等病。适用于高
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三高人群。

6.对肾炎、肾衰竭、药物和缺血
造成的肾损伤均有较好的防治作
用。

7.增强骨髓造血功能，适用于各
种类型的贫血人群。

冬虫夏草的应用

1.虫草茶
推荐组成：虫草1—3条。
服用方法：放保温杯中，倒入开

水，盖上盖子5分钟，代茶饮。为男
性补肾佳品，可补肺平喘，补肾壮
阳。

适用人群：用于预防经常抽烟
者肺部不适、咳嗽、慢性支气管炎及
经常坐办公室引起的腰困、腰酸和
颈椎病的上班族。

2.抗癌方
推荐组成：虫草0.5克，西洋参6

克，西红花1克，三七粉4克，破壁灵
芝孢子粉4克。

服用方法：打粉冲服，分早中晚
三次服用，15天为1疗程，每天服用
1次，晚上睡前服用。可用于各种癌
症的防治和治疗，同时可以明显提
高放化疗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免
疫力。

适用人群：用于肺癌、胃癌、肝
癌等各种癌症的治疗和预防人群。

河南省儿童医院二期工程开建

医生的一个电话，救了她一命

带你进入冬虫夏草的神奇世界！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为了创设浓郁的精神文明建设
氛围，许昌禹州市颍川办事处依托

“美丽乡村”建设，在社区建设了以
宣传实现“中国梦”、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和
倡导文明礼仪为主题的文化墙，突
出对群众的熏陶和引领，积极倡导
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时代主题。
利用现有墙体因地制宜建设文化

墙，各社区环境面貌大为改观。一
面面文化墙、一幅幅宣传画的精美
制作，图文并茂，让人流连忘返、印
象深刻。颍川办事处一直以来重视
精神文明建设，立足于社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实际，充分发挥和运用多
种形式和手段，激发和调动群众参
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了群众
的一致认可和欢迎。 （潘高锋）

日前，许昌县人民法院下发《落实“两个责
任”廉政大约谈活动实施方案》，在全院开展“两
个责任”廉政大约谈活动，层层明晰责任，传导压
力，实打实督责，防止干部“越轨”。该院采取党
组书记约谈班子成员，班子成员约谈部门负责人

的层层约谈模式，大约谈围绕从严治党、维护党
的各项纪律、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等情
况，贯彻落实院党组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班子和
干部队伍建设情况等方面开展，为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筑起一道“前沿防线”。 （罗文杰）

“截至8月24日，公司已对27人进行了廉政
约谈，发现廉政风险和隐患35个，制定防范措施
40项。已被约谈的4个部门负责人，正有序地开
展对部室人员进行约谈工作。”日前，在许昌县供
电公司纪委办公室，公司监审部主任姚晓明正在

向县纪委督导组汇报约谈开展情况。许昌县供
电公司采取统一思想、精心部署、扎实开展约谈
三项举措，给公司党员干部“敲警钟、洗洗脑”，为
落实从严治党决策部署，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两
个责任”落到实处打下坚实的基础。 （边磊）

郑州市未来路街道办事
处依托网格实现大气污染防
治常态化管理。实行专人化
管理，一抓到底。实行精细化
管理，积极组建网格长及党员

志愿者巡逻队。实行督察长
效化管理，促防治工作常态
化、科学化。实行宣传常态化
管理，形成大气污染防治强大
合力。 （王美琪）

网格化管理使大气污染防治更精细

文化墙建设引领精神文明大发展三项措施确保廉政约谈取实效

许昌县法院为党员干部“把脉问诊”

近年来，洛阳偃师检察院纪检监
察部门严格按照“打铁还需自身硬”的
要求，把纪检监察队伍建设作为基础
工程，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纪律作
风建设，提升履职尽责能力。一是组
织学习，统一思想认识。积极参加全
省检察机关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带头学习
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纪

律规定。二是严格纪律，端正工作作
风。带头落实各项纪律规定，严格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和高检院、省院实施
办法，在开展检务督察、巡视等工作中
严守纪律。三是聚集主业，切实履行
好监督责任。加强一案双查的追责式
监督，在依照规定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的同时，上查一级，查部门负责人的主
体责任是否落实。（张玉芳 潘凤巧）

全面实施营改增之后，濮
阳市华龙区地税局主动适应改
革趋势，不断加强征管能力建
设，以“工匠精神”加强精细化管
理，保障税收收入。一是国地税
合作为转折点。强化国地税的
联系和协调，实现管理协同、征
管互助和信息共享。二是信息
管税为切入点。充分利用信息
资源，抓好一般税源和个体税源
的精细化管理。三是转变思想

为发力点。从“以票控税”向“信
息管税”转变，不断强化对小税
种的征收管理。四是队伍建设
为突破点。把“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与“营改增”税制改革、组织
收入等当前重点工作相结合，加
强教育培训。五是优化服务为
落脚点。对办税服务大厅开展
营改增一线督导，为纳税人提供
便捷、高效、文明、诚信的办税服
务。 （王留藏 贾永生）

偃师检察院提升纪检干部履职能力

多举措做好税收精细化管理

开封市祥符区陈留镇坚持抓早抓小，把纪律
挺在前面，在中秋节前夕，召集各村、镇直各单位
主要负责人进行廉政集体约谈。约谈中，陈留镇
党委、纪委指出，基层干部身处基层，直接面对群
众，行为、能力、素质直接关系着党群干群关系是
否和谐，关系着党和政府各项惠民利民政策能否

有效执行。要求党员干部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
定，坚决防止“四风”反弹，严禁公款吃喝、违规发
放津补贴和奖金等。强调要提高认识，时刻绷紧
纪律这根弦；要以身作则，作廉洁自律的表率，担
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要把党员领导干部
履行“一岗双责”的责任延伸到村一级。（杜祥彦）

节前廉政约谈 遏制“四风”反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