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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推荐的“好用药”，
一定适合你吗？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接收到
周边人的建议，如哪种药治疗什么疾
病效果非常好，尤其是在发现跟自己
患同一种疾病的人使用某种药物效果

很好时，就会自行购买服用，这样真的
靠谱吗？

“不建议这种跟风用药的行为。”
省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不同的人
使用同一种药品的效果不一定完全相
同，甚至有可能造成完全相反的效
果。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身体
环境下对药物的反应也可能不同，如
果道听途说自行用药，可能会因错误
用药掩盖病症而延误治疗。建议患者
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如疾病类型、体
重、年龄、肝肾功能状况等，采用个体
化用药，如果想要参考他人的用药经
验，也要先咨询医生或药师，看是否适
合自身情况。

种类多样的体温计，你
真的会用吗？

体温计是家庭常备医疗器械，除
了已经普及的水银体温计，目前市面
上还出现了电子体温计、额温枪、耳温
枪等，这些新产品如何选择？

根据药师推荐，如果体温计主要
是给婴幼儿使用，建议购买可以测量
直肠温度的软头体温计，通常也叫肛
温计，这种体温计需要 2分钟左右的
测量时间，测量更精准。1岁以上及
成人使用，可以选择耳温枪，测量时间

仅需1秒，非常方便，但使用时需要对
准耳蜗内的鼓膜，保持探头和鼓膜在
同一水平线上，需要一定的使用技
巧。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医院在使用
耳温枪作为诊断依据。

值得提醒的是，人们通常认为人
体正常体温是 37℃以下，其实这种说
法十分笼统，因为测量部位不同正常
体温值也会不同，如口腔是不超过
37.5℃，腋下不超过 37.3℃，耳温和直
肠都是不超过38℃。

棉签按压多久合适？

在体检抽血或生病打针时，拔针
后都要用棉签按压一段时间，而这个
时间也是有讲究的。

省药学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年龄
低于 40岁，凝血功能完好，且没有服
用过抗凝血药的人，一般 5分钟左右
即可；年龄超过 40岁，或服用过抗凝
血药的人，需要按压 10分钟左右，或
者更长。

不少人会在按压后皮肤出现青紫
色，该如何避免？该负责人说，拔针后
棉签按压最忌讳的就是压两分钟拿起
来看看流不流血，一般情况下，只要按
压不足5分钟，都会流血，而时不时拿
起棉签就会造成皮肤周围产生淤血，
从而变成青紫色。③6

本报讯（记者 曹萍）12 月 5 日，
记者获悉，省卫健委日前印发通知，要
求进一步加强河南省非中医类别医师
学习中医培训工作，鼓励综合西医医
院开展学习中医试点工作，培养一批
掌握中医辨证论治、理法方药，能熟练
运用中医、西医两种诊疗方法的中西
医结合人才。

根据通知，全省非中医类别医师
学习中医培训工作对象为，具有执业
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在各级医疗机
构临床科室工作需开具中成药、中药
饮片处方的非中医类别医师；同时，取
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
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学专业学历
或学位者等4类符合条件的非中医类
别医师，经省卫健委核实后无需参加
培训。

目前，在我国医学教育中，中医
相关专业在大学阶段的专业课程
中，中医类课程占六成、西医类课程
占四成，中医医师资格考试中西医
知识占三成。“在执业能力上，中医
医师熟练掌握很多西医知识和技
能；但西医的院校教育中，中医课程
占比很少，西医医师基本不具备中
医辨证论治的能力。”业内人士表
示，西医学习中医能够在临床中更
好地使用中药、提高中医药使用水
平，更有利于发挥中医药的作用，促
进中西医结合。

据悉，培训通过集中学习、课外自
学、临床实践等方式进行，内容按照

《河南省非中医类别医师学习中医培
训大纲》进行，分为一年期培训班和
二年期培训班。

参加培训的人员通过考核，每年
可获得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 I类学分
25分。其中，一年期培训班培训，非
中医类别医师集中学习中医理论课
程，完成 7门~8门的中医课程，总学
时数不少于 480学时，临床实践时间
不少于 3个月；二年期以上培训班培
训，非中医类别医师集中学习中医理
论课程，完成不少于10门~14门的中
医课程，总学时数不少于850学时，临
床实践时间不少于6个月。

参加培训后，结业考核成绩合格
的学员，由省卫健委（河南省中医管理
局）发放河南省非中医类别医师学习
中医培训结业证书，允许其在临床中
提供中医服务，参加中西医结合职称
评聘。

下一步，我省将在全省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中遴选首批“西医学习中医”
培训试点单位。“试点单位应为二级及
以上医疗机构，设置有独立中医科室，
具有较好的中医药服务能力，能够保
障培训对象学习条件和待遇，严格按
照要求完成培训任务。”河南省中医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③9

□本报记者 尹江勇 刘晓波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的核心推荐
是“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在推进实施“健康
中国”战略中，全谷物食品该如何抢占国民餐
桌的“C位”？12月 5日，在省科协主办、省食
品科学技术学会和郑州大学承办的“中原科
普讲坛”上，郑州大学副校长屈凌波教授为听
众讲解了全谷物食品与健康的密切关系。

什么是全谷物食品？

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给出的定
义，“全谷物”指的是未经精细化加工或虽然
经过碾磨、粉碎、压片等处理，仍保留了完整
谷粒所具备的麸皮、胚芽和胚乳及其天然营
养成分的谷物。

“这是因为麸皮与胚芽中包含了谷粒
80%的营养。”屈凌波解释，谷类食物一直是
人类膳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主要的
能量、蛋白质、B族维生素与矿物质的来源，

“我国长期以来的饮食特点就是以谷物主食
为中心、平衡膳食。”

在我国，粮食加工业“十二五”规划中就
提出要逐步引导改变粮食过度加工，提高粮
食籽粒皮层和胚芽的留存率，推进全谷物食
品的研发和产业化。“十三五”规划中也明确
把全谷物类营养食品与健康产业相结合，成
为国家长远的战略发展目标。

目前，我国的全谷物营养主食市场构建
中，主要包括了小麦、玉米、小米等全谷物食
品，高粱、谷子和荞麦等杂粮全谷物食品，以
及谷物与杂粮掺杂全谷物食品。

为什么要提倡全谷物食品？

快速工业化、快速城镇化和快速老龄化
社会的到来，导致了中国居民营养需求的转
变。但是，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的膳食结构还
不尽合理，由此造成了“三高”、冠心病、痛风
等一系列营养性疾病的高发生率。

全谷物食品是国际公认的健康食品，近
年来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全谷物食品的长
期摄入，可有效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癌症、

Ⅱ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危险。与较低摄入
人群相比，全谷物食品较高摄入人群呼吸系
统疾病、糖尿病、感染性疾病和与癌症及心血
管疾病不相关死亡的相对风险可分别降低
19%、36%、20%和21%。

2019年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的一篇论
文表明，每天全谷物食品的摄入量每增加 15
克，冠心病、Ⅱ型糖尿病和结肠直肠癌的总死
亡率和发病率就会下降 2%至 19%。《中国糖
尿病膳食指南（2017）》也建议，要“主食定量，
粗细搭配，全谷物、杂豆类占三分之一”。

如何推广全谷物食品？

近几年，欧盟、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和地区掀起了全谷物食品的热潮，全麦粉及
其制品、发芽糙米及其制品、全燕麦等全谷物
食品发展迅速。在美国，全谷物食品占全部
谷物食品的比例已超过 40%，在高端谷物食
品中的比例超过70%，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在我国，市场上也常见全麦面包、玉米杂
面条、高粱煎饼、小米发糕等全谷物食品。但
是，受加工技术、饮食习惯和认知程度的限
制，我国全谷物食品产业发展不够理想。

“现阶段，我国在全谷物食品方面缺乏系
统研究，大部分谷物食品消费还停留在追求
精白面粉、大米的优良口感与风味方面。”省
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秘书长王瑞国介绍，总体
上看，我国全谷物食品的开发和生产仍处于
萌芽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标准，在全谷物食
品加工技术方面也亟须解决口感问题和淀粉
回生、脂肪氧化等难题。

“谷物主食产业化是一个完整的现代产
业体系，需要从基础科研、标准体系、工艺装
备、市场运作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提升和推
进。”屈凌波表示，全谷物食品的发展，已从过
去的“温饱型”阶段转向了今天的“食不厌精”
阶段，未来则要向“营养强化健康”的多样化
发展新阶段加速“升级”。③5

我省鼓励非中医类别医师学中医

这些用药用械常识，你真的懂吗？

日前，由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主办的“2020年河

南省暨省会郑州安全用药

月”宣传活动正式启动。活

动期间，各地药监部门将通

过知识大讲堂、公众开放

日、网络知识竞赛等形式提

升公众安全使用药物和医

疗器械的水平。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条件下，我们如何

安全用药用械？这些小常

识你值得拥有。

□本报记者 孙静 实习生 胡可

四面青山入城来

冬日的早晨，洛河两岸依然郁郁
葱葱，不时有水鸟在水面掠过，岸边
步道上晨跑的人络绎不绝。

每天准时来洛河水生态公园散
步的郑大爷说：“要是周末人更多了，
特别是夏天，感觉半个城的人都在河
边！”

昔日“烂河滩”已成今日“休闲乐
园”，洛河的升级改造是卢氏厚植城
市绿色基底、提升居民生态获得感的
生动实践。

点面结合，重点突破。“创森”期
间，卢氏完成了县城南山北岭绿化工
程，提升绿化了洛神公园、卢园广场、
滨河公园、洛河水生态公园，实施了
东明路、靖华路、解放路等街头游园

绿化，新增美化绿化面积 16.8万平方
米，29条城区道路得到高标准绿化，
让森林走向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保持特色，添加彩色。城区的绿
化以乡土树种为主、外来物种为辅，
还搭配赏花树种、观形树种、模纹品
种等方式混交配置，通过见缝插绿、
拆墙透绿、增加立体绿化等措施，形
成乔灌草种类多样、特色丰富的植物
景观。

山水不再“只可远观”，而是“可
以进入”。如今，县城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达42.3%，居民推窗可见绿，出门
能赏绿，300米有休闲绿地，500米有
绿地公园。

城乡辉映绿意满

驾车行驶在卢氏乡村公路上，眼

前的景色令人应接不暇，道路两旁，
乔、灌、花、草相结合搭配，形成了一
条条律动的彩带。

道路修建到哪里，绿化跟进到哪
里。“创森”以来，卢氏重点完成了 19
个乡镇区域内 209 国道、省道、县乡
道、景区道为主的廊道绿化及提升工
程 3.47万亩，绿化里程458.5公里，打
造沿线景观 36处，建设了 20余个绿
化精品路段。

这些绿意流动的通道，成为串起
森林城市、森林小镇、森林村庄的纽
带。

按照建设森林乡村的要求，卢氏
以乡镇及村庄周围、公共场所、内部
道路和宅旁为重点进行组团式、立体
式绿化美化，大力发展优良乡土树
种，提高常绿树和花卉配置比例，实
现乡乡有精品，村村有亮点，已成功

创建国家森林乡村 7个，省级森林乡
村5个。

绿色不断延伸，初步呈现出城
区、近郊、村镇绿化交相辉映，水网、
路网、林网绿化纵横交错的景象。

森林惠民铺新路

卢氏的优势在山，潜力在林。生
态惠民的故事在卢氏接连上演。

11 月 28 日，卢氏县香盛轩核桃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卢峰正在核桃
科技扶贫示范园内带领村民修剪树
枝。这个园区已实现核桃种植、加
工、观光休闲为特色的三产融合发
展。张卢峰介绍，自 2017年 10月园
区建设以来，累计带动农户 1325户、
贫困户362户。

国土增绿，农民增收。作为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脱贫攻坚战
中，卢氏坚持林业重点工程与兴林富
民相结合，持续推进工业原料林基
地、特色经济林基地、种苗花卉基地
建设，森林生态旅游、林下经济也得
到长足发展，全县经济林总规模达到
281.3万亩。

值得一提的是，核桃和连翘两大
传统产业两翼齐飞，成为山区脱贫赖
以支撑的黄金产业。尤其是强力实
施百万亩核桃提质增效工程，全县集
中连片300亩以上核桃基地达到100
个，面积超过100万亩，从事核桃产业
6.8万户 27.1万人，带动 1.3万户贫困
户，户均增收1500元。

森林城市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随着生态建设的不断推进，“自
由山水·清清卢氏”的生态名片将更
加亮丽。

在河南，有一个县，它不仅面

积最大、平均海拔最高、人口密度最

小，还是全省有林地面积最大、活立

木蓄积量最多的县。中国百佳深

呼吸小城、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生

态建设示范县、河南省造林绿化先

进县、中国核桃之乡……卢氏县被

誉为“河南绿宝石”“中原后花园”，

生态美一直是它闪耀的名片。

2018年以来，为加快推进绿

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实现生

态惠民，卢氏县以打造“自由山

水·清清卢氏”森林城市为方向，

高位推动、精心规划、加大投入，

将林业生态建设与创建省级森林

城市、实施“生态立县”战略有机

结合，不断优化城乡绿化布局，大

力实施“五廊四园三区两带一核”

重点工程，与全省一起迈上国土

绿化提速的步伐。仅 2019 年、

2020年这两年，全县完成各类造

林35.7万亩，栽植各类树木1780

余万株，新增城镇绿地 40万平方

米，森林覆盖率达70.35%。

青山不负有心人！11 月 27

日，在河南省关注森林活动组委

会全体会议暨省级森林城市授牌

仪式上，卢氏县又捧回了“省级森

林城市”的荣誉。

□陈慧

清清卢氏绿满城清清卢氏绿满城

连翘花开致富路

滨河公园风光好

卢氏县城洛河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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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对象：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在各级
医疗机构临床科室工作需开具中成药、中药饮片
处方的非中医类别医师

培训方式：集中学习、课外自学、临床实践等

培训内容：按照《河南省非中医类别医师学习
中医培训大纲》进行

培训时长：有一年期培训班和二年期培训班

中医相关专业在大学阶段的专业课程中

中医类课程占六成 西医类课程占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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