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皮鸡蛋更有营养”、“木
耳、猪血等是清肺食物”、“自来
水中的氯可致癌 ”……日前，由
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首都
互联网协会指导，北京地区网站
联合辟谣平台与百度知道，根据
网络搜索量，联合发布了《2014
年十大生活谣言》。

回顾这些与健康有关的“经
典”的“伪科学”和“伪常识”，不
难发现它们在生活中强大的渗
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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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资讯健康提醒 白皮鸡蛋更有营养？木耳猪血清肺？
“戏台”搭在“家”门口 你点“曲”来我“唱戏”

武陟县健康素养大巡讲别出心裁这些健康“常识”不可信

有效遏制结核病流行势头
近年来，我省以《河南省结核病防治规划

(2011-2015年)》为核心，全面促进规划实施，强化现

代结核病控制策略（DOTS）的工作质量，不断降低结

核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据统计，2013年全省结核病

防治机构共登记结核病患者65231例，其中涂阳患者

20135 例、涂阴患者 39845 例；登记治疗满一年的

24228例新涂阳结核病患者中，治愈22401例，治愈率

达到 92.5%；顺利完成《河南省结核病防治规划

(2011-2015年)》年度的目标任务，有效遏制了结核病

流行势头。

这主要归因于我省所推行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结核

病防治措施。2013年，我省顺利推进结核病实验室网络

能力建设，完成了《河南省结核病实验室网络“十二五”能

力建设达标评审方案》要求的既定目标，即达到2013年

全省60%的县级结核病实验室具备开展结核杆菌分离培

养能力和15个的地市级结核病实验室具备开展结核杆菌

药敏试验的能力。省疾控中心通过质量控制、督导和技

术人员能力培训的具体措施，强化结核病实验室的能力

建设。省疾控中心还开展多种形式的业务培训，从检测

技术、实践技能、生物安全以及结核病防控等方面，全方位

提高各级实验室技术人员的业务知识、技术能力和专业

意识水平。

省疾控中心把加强结核病药品的规范化管理作为日

常工作规范操作的重点。首先是做好药品采购、接收与

下拨的规范化。其次是固定剂量复合制剂（FDC）使用试

点工作在安阳市、新乡市、鹤壁市、濮阳市等9个省辖市的

基础上，扩展到漯河市、焦作市、许昌市等6个省辖市。省

疾控中心进一步完善了结核病统计监测工作的规范化管

理，包括按月定时统计全省结核病登记情况，监测各省辖

市全年肺结核病目标完成进度；按时完成每月结核病风

险评估报告等。省疾控中心还起草了关于规范肺结核病

疫情报告卡的文件，进一步规范管理全省肺结核疫情报

告卡，完成了肺结核病病历、登记本等物品的发放工作，保

证全省统计监测工作的正常运行。

近年来，我省实施一系列惠民政策，保障结核病防

治服务的公平性。自2005年4月起至今，在全省常住

居民、暂住人口及特殊人群（如大中专学校学生、管教

人员和羁押人员）中，经结核病防治机构检查确诊的初

治涂阳、复治涂阳、初治涂阴、重症涂阴肺结核病人，治

疗期间每人减免复查胸片1张，减免费用25元；治疗期

间每人减免血、尿常规和肝功能检查费用100元；对急

重症必须住院治疗的肺结核病人,可安排进行住院治

疗，每人每天减免床位费用为9元，每人可减免一次住

院的床位费（不超过30天）。省卫生厅将结核病纳入

新农合补偿范围,耐多药肺结核纳入新农合重大疾病

保障范围；省疾控中心在全省各地推行将结核病纳入

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偿范畴，确保了

结核病优惠政策的全覆盖，有效减轻了结核病患者的

经济负担。

我省广大医务人员和结核病专业防治工作者还努

力通过广泛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提高肺结核病人报

告率和转诊率、对未就诊的可疑肺结核患者进行追踪、

对传染性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免费检查、加

强流动人口结核病的治疗管理等措施，努力提高肺结

核病人的发现率和治愈率。

我省结核病防治任务依然艰巨
2014年9月，省人大发布的《关于我省结核病防

治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显示，按照甲乙类传染病病

种排序，我省肺结核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均列第二

位。该病在我省数量大、发病率和死亡率高，据全国

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省15岁以上人

口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涂阳患病率和菌阳患病率

分别为 541/10 万、88/10 万、139/10 万，高于全国

459/10万、66/10万、119/10万的比率；肺结核死亡

率4.1/10万。全省现有活动性肺结核病人44万，居

全国前列，其中传染性病人 11万，每年死亡近万

人。报告显示，我省耐药结核病数量仍然偏多。目

前，全省耐药患者2.6万，耐多药患者约9000人，广

泛耐药结核病人近700例，耐药率居全国第二位。

2011~2013 年，我省已经发现超级耐药肺结核 29

例。耐多药广泛耐药结核病的出现和蔓延严重阻碍

了结核病防治工作进程。

按职业分布，结核病农民患者居首位，学生患者排

名第二。然而，我省农村结核病规范治疗困难依然存

在。存在患者因患病后收入下降、医疗费用支出较高而

放弃治疗，使疾病拖延、扩散蔓延的现象。也存在基层

卫生工作基础差，村医结核病防治工作补助低，对患者

管理懈怠和不到位的现象。同时，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规

范管理治疗困难、年轻患者讳疾忌医等也都影响着农村

结核病患者规范治疗并造成结核病传播蔓延。近年来，

我省每年均有学校结核病聚集性疫情甚至暴发疫情事

件发生。2014年全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共报告学

生身份肺结核诊断病例2546例,部分学校出现了结核

病聚集性疫情，某高中出现27例，其中24例集中在同一

个班级。

另外，我省基层结核病防治专项经费投入明显不

足，特别是一些地方财政基本没有列支结核病防治经

费，主要依靠世行贷款和全球“基金”项目经费维持防

治工作，而近期世行贷款结核病项目、全球基金结核病

项目等各种国际合作项目陆续结束，基层结防机构经

费来源减少，经费缺口加大，对全省结防工作的可持续

发展将产生严重影响。因此，我省结核病防治任务仍

然艰巨。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4年9月，省人大出台了

《关于加强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决定》。

强化结核病综合防治工作
按照《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结核病防治工作

的决定》，我省结核病防治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工作

力度。

一是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结核病防治工作的

领导，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在结核病防治工作中的责

任，将结核病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纳入政府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发展改革部门要按照基

本建设分级管理原则，积极支持结核病防治机构、定点

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财政部门要合理安排本级结

核病防治经费，并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经费使用监督和

评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农民工结核病

防治知识和防范措施的宣传教育。公安部门、司法行

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看守所和

监狱、戒毒场所结核病患者的筛查、治疗和管理。社会

团体和慈善机构要配合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共同做好

结核病防治工作。

二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重视和加强结核病防治

机构的建设，将结核病防治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

逐年增加对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投入，严格落实《结核病

防治管理办法》中有关结核病防治机构的职责。县（市）

级结核病防治机构要在2017年底以前完成结核病标准

化门诊建设。建立县（市）级结核病防治机构达标评级

制度，2017年底以前80%的县（市）结核病防治机构达

到甲级结核病防治机构标准，2020年底以前全部达到

甲级标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安排耐多药肺结核患者

的治疗和管理专项经费。省辖市结核病防治机构和定

点医院应当具备耐多药肺结核患者诊断和治疗能力并

负责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诊断、治疗和管理工作。各地

要将符合条件的结核病防治机构纳入城镇职工医保、城

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定点机构。将结核病纳入城镇职工

医保、城镇居民医保的门诊重症慢性病病种范围、新农

合门诊统筹及大病统筹。市、县结核病防治机构就诊的

结核病患者整体报销比例应当按照乡镇卫生院就诊报

销标准执行。

三是卫生计生部门负责本地区结核病防治工作规

划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加强结核病防治网络建设，强化

业务人员培训，组织开展结核病的预防、治疗、疫情监

测、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将

发现的肺结核和疑似肺结核患者及时转诊到结核病防

治机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对危、急、重症肺结核病人

应当积极抢救治疗，待抢救成功后将病人及时转至居住

地结核病防治机构。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要加强结核病

药品的监督和管理。县级以上卫生计生部门应结合当

地实际确定一家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确定定点医疗

机构时，应优先考虑结核病防治所、传染病院以及具备

收治传染病患者能力的综合医院，并加强这些医院的结

核病防治门诊建设。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结核病防治工作的

决定》对教育部门、民政部门和各级人大提出了具体的

工作要求。教育部门要加强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扎

实开展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每年一次的结核病体检和

学校结核病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工作，所需费用由本级

财政负担。要将结核病防治知识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计

划并监督实施。民政部门要加大对低保户等贫困结核

病患者的生活救助，同时对低保对象等贫困患者经大

病救治基金补助后的合规自付医疗费用按医疗救助政

策规定给予救助。鼓励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对结核病

贫困患者进行帮扶救助。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

做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监督，通过听取和审议政府的

专项工作报告、开展执法检查、工作调研、组织代表视

察等形式，监督和支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做好结

核病防治工作。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结核病防治工作的

决定》出台后，省疾控中心结核病所随即启动了一系列

落实措施。2014年9月至12月，举办了6期市县级结

核病实验室技术培训班，致力于实现2014年全省县级

以上实验人员接受培养技术培训累计需达到80%、省

辖市级实验员接受药物敏感性试验技术培训累计需达

到100%的目标；2014年11月，举办了全省结核病健

康促进培训班，以进一步深入开展结核病健康促进工

作，提高全省结核病防治健康促进工作水平；2014年

12月，举办了全省免费抗结核药品管理工作暨规范化

用药培训班，以进一步加强全省免费抗结核药品管理

工作，全面提高各级结防机构药品管理人员的业务水

平，规范化使用抗结核药品，促进我省耐多药结核病防

治工作的顺利开展。2014年11月，省疾控中心还适时

举办了《关于加强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决定》培训班。来

自全省18个省辖市及6个县（市）的主要负责人及省结

防所相关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我省结核病综合防治工作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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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所的报道

□本报记者李圣云

结核病是严重危
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的慢性呼吸道传染
病，被列为我国重大
传染病之一。我国是
全球结核病和耐药结
核病高负担国家之
一，结核病患者数量
和耐多药患者数量均
居全球第二位。我省
历来重视结核病防治
工作，今年以来，省人
大对结核病防治工作
持续关注，听取和审
议了《河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结核病防治情
况的专项工作报告》，
开展了专题调研，出
台了《河南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加强结核病
防治工作的决定（草
案）（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决定（草
案）》），加大我省结核
病综合防治力度。这
是记者最近从河南省
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
控制所得到的信息。

咳嗽不断，确实令人烦恼。为了早日止住

咳嗽，有的人自行到药店买镇咳药来吃；还有的

人在咳嗽长期不愈的情况下服用抗生素，这些做

法都是不妥的。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专家团队孟泳

主任医师解释说，没有炎症的咳嗽，或者是属于

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咳嗽，服用抗生素基本没有疗

效。而且，在没有查清病因前擅自用药可能延误

或者掩盖病情。

她指出，引起咳嗽症状的疾病很多，根据病

因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类：1.上呼吸道疾患，如感

冒、急慢性喉炎、咽炎等；2.急慢性支气管炎、支

气管扩张症等；3.咳嗽变异性哮喘、鼻后滴流综

合征；4.异物吸入、支气管及肺肿瘤；5.肺、胸膜疾

患如肺炎、肺结核等。

孟泳主任医师建议，如果一直咳嗽不愈，要

进行胸部X线检查，查找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 杨广莉）

白皮鸡蛋更有营养

真相：从鸡蛋的形成过程来看，蛋壳形

成于最后一道工序，在蛋壳颜色形成前，蛋

里面的物质都形成了。所以，蛋壳的颜色

并不会直接影响鸡蛋的营养成分。

木耳、猪血等是清肺食物

真相：雾霾颗粒物是进入呼吸系统产

生危害的，而木耳、猪血等各种动物血制品

则进入消化系统，在肠道中通过膳食纤维

吸附一些有害物质。两者各走各的路，都

没有机会碰面，更不用谈“清肺”了。

自来水中的氯可致癌

真相：加氯是目前最常用的，且安全性很

高的自来水灭菌手段。如果硬要把自来水中

的氯纳入所谓的致癌物行列，那么有一条可

以参考：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在“致癌分类”中，

把氯归入“第三类”——与咖啡因同级。

手机辐射烫伤皮肤

真相：其实，“低温烫伤”才是主谋。

手机在连续工作1小时左右温度普遍可

达到40℃以上，一些机型的温度更可高

达近50℃，已经超过了低温烫伤的安全

阈值。电子产品的辐射一般都在安全范

围内。

秋葵能治糖尿病

真相：秋葵的营养成分并不出众，VC

含量不如小青菜，VE含量低于菠菜，烟酸

比不上各种豆类。除了口感特别，不能指

望它成为“神药”。

毒豆芽“五毒俱全”

真相：报道中所说的“AB粉”、“无根

粉”都属于植物激素，或称植物生长调节物

质。这些成分都是植物自身能产生的激素

的类似物，能对植物生长发育进行调节，保

证稳产增产。植物激素无法对人体起作

用。“AB粉”、“无根粉”也都属于合法的植物

生长调节剂。

富氧水是“补氧神水”

真相：且不说被鼓入水中的氧气会随

着开瓶盖等动作跑掉许多，单就常识来说，

喝水是为了补充水分，呼吸才是为了吸收

氧气，人体不能通过消化道吸收氧气。宣

传中所说的“神效”没有科学依据，甚至不

利于身体健康。

水果酵素排毒养颜

真相：“水果酵素”本质上就是一种自

然发酵制品，成分组成和酸菜汁或酒酿没

有本质差异，其宣称的种种“功效”都是无

稽之谈。不仅如此，由于自然发酵不易控

制，容易造成杂菌污染产生毒素，生成其他

有害物质。

吃梨抗癌

真相：对于经常大吃大喝的现代人，如

果有这样既亏不了嘴又纯天然的排毒神器

当然再好不过了，不过这仅仅是美好的推

测，还没有听说过守着梨园的梨农就不会

得癌症。

湿纸巾含石油化工溶剂

真相：事实上，丙二醇具有吸湿、润滑和

一定的抗菌效果，在食品、化妆品、药物和日

用品上都有广泛应用。苯扎氯铵，是一种常

见的表面活性剂，具有更强的抗菌作用，创

可贴中就含有苯扎氯铵。在正常情况下，湿

纸巾可以放心使用。

（金可）

日前，平舆县人民医院组织口腔科专家来到该县实验小学，为孩

子们上了一堂丰富多彩的口腔保健课。课堂上，专家就如何保护牙

齿、保持口腔健康、预防和治疗牙周疾病等问题给同学们做了详细讲

解，增强了学生口腔健康观念和自我保健意识。刘先莉夏广勇摄

“今天，县卫生局、疾控中心组

织县二院的医疗志愿者来公司讲

解健康知识，内容贴近生活，形式

灵活多样，效果非常好！”焦作飞鸿

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员工对近日在

公司举办的健康素养大巡讲活动

赞叹不已。

“为了确保健康素养巡讲活

动取得实效，我们将‘戏台’搭在

了群众的家门口，由过去的‘我唱

啥你听啥’变为现在的‘你点啥我

唱啥’，群众乐于接受。”武陟县疾

控中心副主任李雪丽说，“这次活

动前，我们组织人员对企业员工

进行走访，了解到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营养不良性疾病的防治。我

们就针对性地从健康巡讲专家库

中选派县二院的国家级营养师张

银珠教授来讲课。”

据了解，自去年初开始，武陟

县从县疾控中心及县直各医疗单

位选派在医学不同领域各有所长

的人员组成巡讲团，不定期走进

机关、企业、乡村、学校、敬老院和

卫生院开展健康素养大巡讲“六

进”活动，内容涉及科学就医、慢

性病防治、中医养生、职业病防治

和科学营养饮食等方面。巡讲

前，县疾控中心组织相关单位通

过发放调查问卷、随机抽查访问

等形式，对群众的健康需求进行

摸底调查，然后有针对性地组织

专家开展活动。

截至目前，该县已开展健康

素养大巡讲70余场，受益群众达2

万人次，群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

健能力得到明显增强。

（任永立 柴明辉）

日前，汉口一名46岁的女性在家用热水泡

脚时突发脑血管动脉瘤破裂，经抢救无效后离

世。闻此消息，大家不禁疑惑：泡脚不是养生利

器吗？怎会导致如此严重后果？

“泡脚虽好，但也要讲究方法。”郑州人民医

院中医科主任张士金指出，“泡脚以泡到身体发

热而无流汗为适度。泡脚若过量或导致大汗淋

漓，非但无法达到保健养生的作用，甚至可能会

伤害身体健康。”

张士金主任建议，每次泡脚的时间最好不要

超过半小时，因为泡脚时人体血液循环和心率会

加快，时间太长会增加心脏负担。另外，水温不要

过高，以40℃左右为宜，如果水温太高，双脚血管

容易过度扩张，体内血液更多地涌向下肢，这对患

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而且，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泡脚。张士金主

任解释，除心脑血管病人大冷天里不适宜热水泡

脚外，糖尿病足患者因足部末梢神经出现问题，

对温度不敏感，热水泡脚易造成烫伤。而且一旦

被烫伤，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水泡，都可能导致足

部感染、溃烂，严重的可能会截肢。另外，儿童如

果频繁泡脚或烫脚，有可能导致足底的韧带变得

松弛，不利于足弓的形成和维持，长此以往，会形

成扁平足。（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王佳男） 平舆县人民医院

爱牙讲座进校园持续咳嗽别忘拍胸片

泡脚也要讲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