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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卫快讯

新闻速递

□本报记者 闫良生 常辉

9 月 26日上午，2018年河南省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行动“三减三健·全民行动”启
动仪式在郑州举行。

活动旨在将“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
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的理念落实到生
活中，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深耕十年
我省全面健康生活方式覆盖100%

省卫计委副主任黄红霞在启动仪式上
发表讲话时提出，自 2008 年至 2018 年 8
月，我省所有县（市、区）已全面开展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行动，覆盖率达到 100%；共创
建健康单位、健康学校、健康餐厅、健康主
题公园、健康步道、健康一条街等健康支持
性环境 3742个；创建无烟环境 2016个；招
募和培训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 26585 名；
全省各类宣传活动及健康讲座共计 7381

次，开展各类媒体宣传 4304 次，为建设健
康中原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已进入第
二阶段，要继续动员社会力量多措并举践行
健康生活方式，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塑造健康
生活理念。

具体包括：继续在全省范围内推进健康
小屋、健康主题公园、健康知识一条街等创
建活动，积极营造健康支持性环境，科学传
播健康知识；走入社区、家庭，广泛传授健康
技能，大力发展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深入
倡导全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个人健
康意识和行为能力；引导餐饮企业、单位食
堂、中小学校和家庭主妇、老年人、中青年人
等开展“三减三健”各项专题行动，推广使用

“控油壶、限盐勺”等健康支持性工具，提高
参加体育锻炼的成年人口比例，遏制居民肥
胖率快速上升趋势，推动由“疾病治疗”向

“健康管理”转变，实现“全民健康”促进“全
面小康”。

同时强调要创新宣传，交流经验，提高
行动工作效率。

三减三健
关乎百姓幸福、社会发展和国家富强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孔灵芝在健康讲
座中首先为大家讲解了提倡“三减三健”的内
涵，她说：“多盐是高血压的易患原因之一，且
高盐饮食增加心血管病的危险；油脂摄入过
多会导致血脂异常；糖与龋齿、肥胖、糖尿病
都有关。另外，牙周炎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口
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息息相关；超重会增加患
慢性病的风险，还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会增加
食道癌、胰腺癌、结直肠癌、绝经后期乳腺癌
等多种癌症的危险性；骨质疏松在我国慢性
病中排位第四，目前我国有7000万老人患有
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老人的每一次跌倒，都有
可能是人生最后一次跌倒。综上可见，减盐、
减油、减糖以及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
骼是我国全民健康的重中之重。”

孔灵芝在讲座中呼吁大家把握个人健
康的主动性。很多人认为，决定自己健康的
是基因和医疗，实际上并非如此，决定个人
健康的因素中，健康行为占决定性比重。世
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健康公式中，生活方式占
60%，外部因素占 25%，遗传占 15%。有句
话说得好，基因给枪上了膛，是生活方式扣
动了扳机。自己的健康还是要靠自己掌握。

该行动启动后，我省疾控部门还将协同
相关单位，继续围绕“三减三健·全民行动”
主题，通过健康知识讲座、健康生活方式指
导员“五进”（进家庭、社区、学校、单位、医
院）活动等形式，持续普及健康生活方式，促
进全民健康。

本次活动由省卫计委、省体育局、省总
工会、团省委、省妇联共同主办，省疾控中
心、郑州市卫计委承办，主办和承办单位相
关领导、各省辖市、直管县（市）卫计委、疾控
中心相关负责人以及医院代表、社区居民代
表40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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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秋季以来，7岁的豆豆就开始喷嚏连连，鼻涕多
多，爱揉鼻子、揉眼睛。在河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揪
出来了导致豆豆病症的“真凶”——过敏性鼻炎。

“最近就诊的过敏性鼻炎患儿可不少。”耳鼻喉科副
主任医师王素芳介绍，“儿童过敏性鼻炎很常见，症状和
成人相似。”

过敏性鼻炎症状主要表现为：鼻痒、阵发性喷嚏、大
量水样鼻涕和鼻塞，如果鼻涕倒流，夜间或清晨会突然阵
发性咳嗽，有时类似感冒。但和感冒不同的是，过敏性鼻
炎一般是在气候改变、早上起床、或空气中有粉尘时发
作，一般只持续 10～20分钟，一天之中可能间歇出现几
次。而感冒时其症状常常持续出现，常伴有发烧，咽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典型症状仅出现在患者的学龄
期或青春期，学龄前尤其小宝宝的症状往往不典型，而且
年龄越小其症状就越不典型。王素芳特别提醒，1岁左右
的宝宝多表现为反复流清水样鼻涕、咳嗽，他们常用手揉
鼻子，揉眼睛，睡眠不安。

孩子患了过敏性鼻炎，家长应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科学用药。同时，应从以下几点着手，预防宝宝鼻炎发作。

首先应了解宝宝对什么过敏，然后远离过敏原。避免
灰尘及有害气体的长期刺激，积极防治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其次，室内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保证空气流通。给
宝宝多喝水，按时规范用药，经常洗鼻子，保持孩子鼻腔通
畅。另外，锻炼身体，增强抵抗力，减少感冒。大一点的宝
宝可养成用冷水洗脸的习惯，使皮肤经常受到刺激，从而有
效地适应外界刺激；饮食上应避免给宝宝食用含有大量异
体蛋白、有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如海鱼、海虾、鸡蛋等食
物，饮食不可过于油腻，少喝含碳酸的饮料。 （马一禾）

近日，2018年中国医院影响力排行榜发布会在北京
举行，会上公布了2018年中国医院影响力综合100强和
29个专业100强。

中国医院影响力排行榜显示，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所有专业进入全国前20名，其中
产科专业全国第四名、华中地区第一名；妇科全国第十四
名，华中地区第五名；妇产科全国第十四名，华中地区第
三名；儿科专业全国第十七名，华中地区第二名。

此次排名奠定了郑大三附院妇科、产科、儿科专业及
妇产科专业居于我省龙头、全国一流的地位，标志着该院
临床学科建设水平和综合医疗服务能力再次迈上了一个
新台阶。

（尚睿）

9月 26日，郑州天伦医院十周年自然生殖大数据媒
体发布会召开。

发布会上，该院业务院长孙月洁，对天伦十年自然生
殖大数据进行了发布：十年间，天伦医院共接待不孕不育
患者 1273600余人次，患者来自全球 11个国家，国内遍
布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79683个家庭迎接了新
的生命，31375个天伦宝宝回院报喜；接诊输卵管性不孕
患者 27256人，手术成功率 98.2%；接诊多囊卵巢性不孕
患者 22519 人，怀孕率 85.1%；复流性流产患者 12638
人，保胎成功率88.4%。

据悉，即日起至 10月 7日，郑州天伦医院特别推出
1000万孕育积分（可抵现金）全国助孕、10项检查费用全
免等多项十周年主题活动，让遭受不孕不育困扰的患者，
幸福圆梦，得享天伦之乐。 （孟肖杰）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位居中国医院影响力排行榜前列

郑州天伦医院

十周年多项优惠助孕患者

□本报记者 闫良生

9月26日，由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郑大一附院）携手
健康界主办的“创新驱动未来，中国医院科技发展高峰论坛暨郑大一
附院建院90周年学术论坛和科技成果展”在该院郑东院区举行。

从 1928年创建至今已走过 90年的历程，作为河南省第一所国
立综合性教学医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医院90年历
史的变迁就是整个河南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郑大一附院作为河南省最大的高级医疗卫生人才的临床培养
基地，为整个河南省现代医学的创立和各学科专业的奠基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是我国首批具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的
院校之一。

90年教书育人，医院优良的“传帮带”传统，有多个医疗诊治项
目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其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张效房教
授的眼内异物摘除术，沈琼教授的食管分段拉网定位法，居国际领
先地位，中原学者韩新巍教授的“韩新巍式支架”全球使用，影响深
远……

近年来，郑大一附院科研创新、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实现了
国家级科研平台“零”突破，成立了转化医学中心、罕见病研究中心、
精准医学中心、生物样本库和实验动物中心，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2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1项，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4
项。人才队伍不断完善，实现了河南省医学界全职院士、长江学者、
国家杰青、千人计划、百人计划、中原学者、中华医学会专业分会主
任委员“零”的突破。

医院新技术应用层出不穷。其中生殖医学和放射介入两项新
技术填补国际空白，肝移植、治疗白血病等新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7
项。3D打印技术已在多个临床学科中成功实施，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的应用，标志着河南外科手术进入“机器人”时代。肝肾移植例数居
国内医院前列，医院整体技术水平进入国家一流团队。

90年砥砺奋进，春华秋实。站在新的历史节点，郑大一附院坚
持“做细做优、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创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临
床医学“双一流”建设为契机，向“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现代化医院”
的目标再次扬帆起航。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砥砺九十年 扬帆再起航

近日，焦作市卫生计生委开展的“健康焦作行，大医献爱心”健康扶贫专项行动走进山阳区新城街
道苏蔺村，医务人员为广大村民进行义诊并普及健康知识。 (王中贺)

生活方式影响个人健康占比已超五成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9月 26日
中午，从民权县人民医院会议室内传来铿锵有力的合
唱。据悉，这是该县卫计委组织开展的道德讲堂活动，合
唱只是该活动“唱歌曲”“诵经典”“学文化”“作承诺”“送
吉祥”五个环节中的一部分。

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提升
干部职工的思想道德修养，凝聚卫生计生事业发展的正
能量，该县卫计委组织开展了此次活动。

“我们以此次道德讲堂为契机，认真提升自身的思想
修养和文明素质，努力做一名守公德、守纪律、讲文明、讲
礼貌的卫计人，为建设文明和谐的家庭、树立文明社会新
风，作出自己积极的贡献。”该县卫计委党组书记、主任朱
继兵如此勉励参会职工。 （孙琰）

民权县卫计委

开办道德讲堂提升员工素养

信 息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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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卫滨检察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活动

为更好地开展“扫黑除恶”活动，增强群众的举报积极性，
提高群众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勇气，近日，新乡卫滨区检
察院大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大走访活动，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该院组织检察干警深入社区，通过
张贴通告、安装举报箱、发放宣传单、填写调查表、入户走访、
面对面接受法律咨询等形式，向群众讲解扫黑除恶的重要政
治意义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并鼓励群众积极举报。组织召开
由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学生家长代表、网格
员和检察联络员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会上，该院干警向参会人
员通报了检察机关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组织参会
人员认真填写扫黑除恶调查表，重点引导对涉黑涉恶、背后的
腐败及保护伞的犯罪线索举报。认真征询参会人员对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意见建议，重点做好对涉黑涉恶、背后的腐败及
保护伞的犯罪线索搜集。针对此次大走访活动确保三点效果：
一是创新宣传方法，充分调动和激发人民群众参与专项斗争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切实强化使命担当，履职留痕，务实摸排，
做到深挖彻查，确保群众中没有恶势力；三是深化斗争部署，确
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花结果。 （王荔杰）

开封龙亭区大兴纪工委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近日，开封市龙亭区大兴纪工委组

织全体纪检监察干部集中学习新修订
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为切实将《条例》的内容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大兴纪工委结合《条
例》主要内容，多角度全方位向党员干

部宣传学习《条例》，要当好学习《条例》
的宣传员、做好贯彻《条例》的行动派、
争当执行《条例》的监督者，做遵规守纪
的合格党员。“修订后的《条例》更加科
学、严密，尤其是对一些新型违纪问题
的总结提炼，为我们执纪审查提供了更

加全面的参考依据。”纪检监察干部们
纷纷表示要在学深悟透做实上下功夫，
时刻紧绷纪律规矩这根弦，做到心有所
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在思想上划出
红线、筑牢底线。

(江婷）

近日，卫辉市顿坊店乡组织广大党
员干部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在全乡掀起学习宣传贯彻
新条例的热潮。一是通过学习教育各
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

任，把学习贯彻《条例》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使铁的纪律
真正转化为党员干部日常习惯和自觉
遵循。二是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履
行党章赋予的职责，把学习贯彻《条例》
体现到各项工作和项目的全过程，使党

员干部增强纪律性，真正明白纪严于法
的道理。三是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行
新条例，强化追责问责，教育党员干部
知敬畏、存戒惧，知红线、守底线，真正
把纪律立起来、紧起来、严起来。

（赵鹏）

鹿邑县纪委监察委坚持把扫黑除
恶与基层反腐“拍蝇”结合起来，深挖严
查基层党员干部涉黑涉恶腐败问题，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梳理线
索，台账管理。注重协同配合，加强与
政法系统的联系，建立问题线索快速移
送反馈机制，对每起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案件进行联合会商。落实台账管理，对
筛选出问题线索统一登记备案，建立台
账，专人负责。专案审查，跟踪问效。
落实专案承办，成立专案组，从公检法
部门抽调具有司法经验的专业性人才
充实审查调查力量，形成办案合力。落
实领导包案，每起案件明确一名纪委常

委带队督办调查，确保查处到位。严格
执纪，严肃问责。坚持纪挺法前，对于
涉黑涉恶案中牵涉的党员干部和公职
人员，先党纪处理，再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严肃办案纪律，对于违规违纪的，
一经核实，从严从重处理。

（胥惠芳）

严查涉黑案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卫辉顿坊店乡掀起学习贯彻新《条例》热潮

近日，新乡市牧野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董
颖，副检察长左金凤一行6人来到了牧野镇西黑堆贫
困户尚家秀的家，为她和孩子们送去了牛奶、玩具、书
包、火腿、排骨等生活用品，董颖检察长带领检察志愿
者整理院落卫生、整理摆放物品，这点滴的行动深深地
感动了贫困户，她向检察干警连连道谢：“感谢党的好
政策，感谢你们对我的帮助和为我做的一切！”贫困户
笑在了脸上，检察官们甜在了心里。董颖在与贫困户
的交谈中详细询问了解了他们最近的家庭生产、生活
状况，孩子的学习工作、身体健康状况、看病就医中遇
到的困难等，并鼓励她们要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坚定信心，克服暂时困难，在党的好政策下，积极发展，
勤劳致富，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早日脱贫。同时也希望
孩子们认真学习、克服困难、自立自强，用优异的成绩
感恩老师和父母，回报社会。通过此次活动，检察干警
既把党和组织的关怀、温暖送到了困难群众的心坎上，
更加强了检察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获得
了群众的一致好评。近年来，该院认真贯彻落实扶贫
攻坚行动的要求，帮助联系点群众多引进项目,多吸引
投资,切实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为早日实现同步
小康而不解奋斗。 （周丰娟 张赛男）

贴心帮扶贫困户 点滴关怀显温暖

科普园地

宝宝喷嚏连连
又到过敏性鼻炎高发季

近日，开封市政府及市食安办、市食药监局、市教育局等相关负责同志到开封市部分学
校食堂进行食品安全检查，并要求监管部门敢于监督、勤于监督，让广大师生吃得健康、放
心、安全。 （韩吴琦）

温馨提示

莫把小儿急性喉炎当感冒
小儿急性喉炎继发于上呼吸道感染，秋冬季节高发。有家长反

映，孩子前半夜还是发烧、流鼻涕等感冒症状，到了后半夜就出现了
咳嗽、呼吸困难。

“由于喉炎发病初期症状和普通感冒有些相似，最初的表现常
常是发热、流涕、轻咳等感冒症状，很多家长不当回事儿，常常自行
使用感冒药，有的孩子已经非常严重了，可是家长仍拒绝使用抗生
素或输液，这样极易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河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
科副主任许莹介绍。

小儿急性喉炎有几个典型症状，即声音嘶哑、喉间痰鸣、犬吠样
咳嗽、吸气性呼吸困难等，一般多突发于夜间，或白天轻、晚上重。
由于婴幼儿喉部软骨发育不完善，喉部黏膜柔嫩，喉腔比较狭小，血
管及淋巴丰富，易充血，肿胀，引起喉阻塞。孩子咳嗽时排痰能力较
差，易发生呼吸困难。

许莹提醒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同时有“空
空”类似犬吠一样的咳嗽声、声音嘶哑等，要及时送医院治疗。

（马一禾 李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