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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湛河区

实施健康扶贫 助力脱贫攻坚

“千日疮”过千日就会自愈？
皮肤科医生：“千日疮”不会自行消退，具有一定传染性

少看电焊
防止电光性眼炎

秋乏多因脾胃虚

夏天由于天气炎热，人们贪凉喜吃冷

饮，或者猛劲吹空调，这些都容易伤及脾

胃。中医又把脾胃称为后天之本，脾胃之

气称为“中气”，脾胃强壮，则中气足，人就

特别有精神，否则人就容易产生疲劳、倦

怠之感。

如何判断自己脾胃虚？看舌头。中医

认为，脾开窍于舌，脾虚则运化无力，气虚

则舌体失于充养。脾虚气虚的人一般舌苔

很淡，且舌体微微发胖，两侧有明显齿痕。

强健脾胃多揉三穴位

太白穴：太白穴是脾经的原穴，按揉

太白穴能够有效增强脾的运化功能，达到

止泻及促进物质转化的目的。取定穴位

时，可采用仰卧或正坐，平放足底的姿势，

太白穴位于足内侧缘，第一跖骨小头后下

方凹陷处。

方法：按揉时取坐位用左手拇指指腹

按揉右侧太白穴，以穴位处感到微微酸痛

为度，反之亦然。不必用太大的力气，每

天坚持3~5分钟。

脾俞穴：脾俞穴是脾脏脏气汇聚之

处，主管把食物转化为身体需要的气血等

精微物质。脾俞穴在十一腰椎棘突下，旁

开1.5寸，肚脐对应的是第二腰椎，向上再

摸三个椎体，旁开两指就是脾俞穴。

方法：按揉脾俞的时候建议手握空拳

轻轻叩击脾俞数次即可，切记不可重锤。

每日数次，疲劳时还可以起到缓解疲劳的

作用。

足三里穴：用自己的手掌四指横放在

髌骨下缘，下方第四横指外缘一横指处即

为足三里。它是胃经的下合穴，治疗胃相

关疾病的要穴。

方法：按揉的时候端坐凳上，四指弯

曲，按放在小腿外侧，将拇指指端按放在

足三里穴处正确位置，作点按活动，一按

一松，连做36次。两侧交换进行。

健脾来碗山药瘦肉粥

除了按揉穴位外，通过饮食也可强健

脾胃，解除秋乏。

日常生活中，可以多食用一些山药

瘦肉粥。山药是补脾养胃的要药，性味甘

平，补气而不燥，滋阴而不腻。瘦肉也是

进补的好食材。粳米可补脾胃，养五脏，

壮气力。用这三种原料熬制成粥，能改善

脾虚，从而治疗因脾胃虚弱，运化食物乏

力，气血产生不足而导致的倦怠乏力、失

眠健忘、食欲缺乏的症状。

方法：选鲜山药100~200克（干山药

45~80克即可），瘦肉50~100克切成丁，

然后和100克粳米同煮一个小时即可。

此外，还可以多食富含蛋白质和B族

维生素的食物，如鸡蛋、鱼、乳制品等。多

增加富含镁的食物，如坚果、甜菜、菠菜

等，可以起到提神的作用。（据人民网）

近日，国家卫健委出生缺陷预防重

点实验室第四次学术年会在郑州召开。

国家卫健委妇幼健康服务司巡视员王巧

梅出席会议并作主题授课，河南省卫健

委副主任王良启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

各地的知名专家、科研和医务工作者

360余人参会。

王良启在讲话中指出，河南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卫生健康工作。近年

来，全省卫生健康系统以提高出生人

口素质为重点，努力提高综合防治水

平，出生缺陷防治工作取得了良好成

效，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总体上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严重出生缺陷发生

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出生

缺陷预防重点实验室积极参与全省重

点民生实事项目，在我省出生缺陷预

防体系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

了重要贡献。

与会专家围绕“预防缺陷佑护健康”

主题，交流优生遗传、生殖健康科研成

果，普及人口出生缺陷防治技术，对出生

缺陷三级预防以及我省民生实事中的产

前筛查和诊断工作进行了全面阐述、解

析和指导。

会上，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河南省

人口计生科研院院长赵良、合作单位河

南省人民医院院长邵凤民表示，双方将

强强联合，争当国家“科研尖兵”，积极推

进出生缺陷防控工作。

据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出生缺陷预

防重点实验室作为我省卫健系统唯一一

家国家部委级重点实验室，积极开展出

生缺陷预防的科学研究，有力保障了我

省出生缺陷防控项目的科学、规范开

展。今年3月，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现

场验收，正式对外开放运行。（本报记者

李殿华通讯员白莉静）

“感谢窦大夫为我免费诊疗，还

送我两盒膏药！”近日，鲁山县瀼河乡

黑石头村贫困户张金一向平顶山市

湛河区政协邀请的义诊专家组连声

道谢。

鲁山县瀼河乡黑石头村是湛河区

政协脱贫攻坚对口帮扶村，自结为帮扶

对子以来，区政协已连续三次邀请医疗

专家来村义诊，此次邀请的是“背上兄

弟”爱心健康联合会的5名成员，主要为

骨伤疼痛科、儿科、内科、心脑血管疾病

方面的专家。“医疗组当日共为160多

人进行了义诊服务，免费发放300余份

健康知识手册和价值2000余元的药

品。”湛河区政协驻村工作队长任鹏飞

介绍说。

据了解，自2018年开展脱贫攻坚

帮扶活动以来，湛河区各行政单位均对

口分包该市鲁山县或叶县一个贫困村，

各分包单位在帮助贫困村理清发展思

路、研究帮扶措施、进行资金扶持的同

时，更加注重健康扶贫，不定期邀请市

级、区级医院专家进村义诊，让村民在

家门口就能免费看上“专家号”，享受到

高质量的诊疗服务，防止村民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

今年年初以来，该区纪委监委、区

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区人民检察院、

卫健委等十几个单位共组织医疗专家

到对口帮扶的贫困村开展义诊服务20

余次，为900余名村民进行了现场诊

疗。（王世欣）

近日，“河南（第二届）基层好医生之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系列走访活动”

第四场活动，在郑州市上街区济源路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上街区各基层医

疗单位代表共计200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次系列走访活动，是“健康中原·河南

（第二届）基层好医生评选活动”的重要内容

之一，包括义诊、学术讲座等多项内容。

会上，郑州大学五附院郑鹏远院长

代表该院向河南（第二届）十大基层好医

生获奖者——郑州市上街区济源路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儿科主任聂艳玲表示祝

贺，并向她所在医院捐赠了“名医通”互

联网医疗设备。郑鹏远院长指出，郑州

大学五附院愿与基层医生、基层医疗机

构在业务交流、技术支援、专业培训等方

面开展紧密合作，做好学术和业务指导。

据了解，郑州大学五附院是一所具

有百年历史、综合实力雄厚的三甲医院，

连续两届作为河南基层好医生评选活动

的唯一协办单位，通过开展“基层好医

生”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

引领作用，进一步树立医务人员的良好

社会形象，提高基层卫生综合服务能力，

助推健康中原建设。

活动还举行了专家讲座，郑州大学

五附院臭氧治疗中心主任、神经内科三

病区副主任赵幸娟，急诊科主任、主任医

师陈炅还为上街区100多名基层医生讲

解了临床实用知识。（本报记者郭培远）

9月2日，商丘市梁园区计划生育指导站妇产科、儿科等科室医护人员组成义诊小组，深入该区水池铺乡张屯村为农村育龄妇女

及60岁以上的低保老人免费进行体检。据了解，此次义诊活动由区统战部驻张屯村扶贫工作队牵头组织，共为143名育龄妇女和低

保老人进行了义诊。陈臣摄

9月8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郑州举行。为更好地保障

运动员们的安全，第一时间有效处理突发性运动损伤以及出现急危重症时及时给予

有效救治，郑大二附院ECMO急救团队先后开展了基本急救技能、高级体外生命支

持技能实训及考核，并组织安排医疗救护志愿者到各运动赛场进行志愿服务。本报

记者 郭培远 摄

坐地铁、睡觉前、工作闲暇……只要

一有空，人们就会掏出手机看看新鲜

事。大家都知道，手机玩多了会让肩颈

酸痛、眼睛酸涩，但你是否想过，玩手机

还会导致掉头发？日本综合类网站“活

力门”揭示了其中的道理。

肩颈是身体血管与头部相连的唯一

通路。当肩颈出现慢性疼痛，就说明这

里的血管被压迫，血液流动自然也受影

响。如此，经血液输送到头部的氧气、营

养也会无法顺利到达，导致头发不能健

康地生长，出现枯黄、脱落等现象。

推荐几个方法，可检测你是否是肩

颈酸痛、脱发的预备军：将头部向左右、

前后转动，确认颈部有无不适；肩部发力

带动手臂，分别向前、向后转动，确认肩

部是否僵硬。若有上述症状，就要控制

自己玩手机、看电脑的时间了。（赵可佳）

电焊火花四溅，容易吸引目光，但白

天观看后很多人晚上会出现眼疼、畏光、

流泪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眼科医

生告诉你，可能是得了电光性眼炎。

电光性眼炎，是眼睛接触较强紫外线

后，角膜和结膜上皮损害引起的炎症，具

有一定的潜伏期，一般在受照后6~8小时

发病，常见的症状有眼痛、畏光、流泪、睁

眼困难、视物模糊、异物感明显等，并且会

出现眼睑红肿、结膜充血水肿、角膜上皮

脱落等。

电光性眼炎的常见病因有：从事各种

焊接工作，如电焊、气焊、氧气焰切割金

属、电弧炼钢等；辅助或旁观各种焊接作

业；使用或修理紫外线灯；使用炭弧灯、水

银灯等进行摄影工作；电力工作中见到强

烈电火花；在冰雪、沙漠等处活动，太阳光

紫外线反射入眼等。

出现电光性眼炎应及时就诊，告知医

生曾接触电焊、紫外线照射等，医生会根

据病情进行诊治。需要提醒的是，在就医

过程中，因患者睁眼困难，医生常会使用

麻醉滴眼液给患者止痛后进行检查，部分

患者滴了麻药之后自觉眼睛无疼痛就不

按医嘱缴费拿药了，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可

取的。因为麻药只能短时止疼，并不能解

决问题，而且频繁使用麻药会影响角结膜

上皮的生长，可能导致电光性眼炎迁延不

愈。

此外还要注意闭眼休息，避免强光照

眼，不看手机、电脑屏幕等，最好戴上护目

镜，防止继续接触紫外线造成二次损伤。

如有戴隐形眼镜则应及时摘除，减少角膜

刺激和感染的机会，一般情况下用药1~2

天后眼部症状消失即痊愈。若发病短时

间内无法前往医院者可使用鲜人乳或煮

沸放凉的牛奶滴眼，并用湿毛巾冷敷双

眼，以减轻眼部不适，切不可热敷，以免疼

痛加剧。

眼科医生提醒，日常接触紫外线较多

的人员工作时应及时戴上护目镜，生活中

也要切记不能裸眼长时间看电焊、紫外线

灯等，在观赏雪景或沙漠风光时也最好戴

上太阳镜，防止紫外线伤害眼睛。（林惠芳）

60多岁的王阿姨三年前发现右手拇

指部位长了一个黄豆大小皮色丘疹，表

面粗糙，质地坚硬。她自以为是“千日

疮”，就数着日子想等到三年让它自己

好。可三年过去了，丘疹不仅没有消退，

反倒越来越大了，而且满手都是，数起来

都有20多处，嘴唇上还长了两个。不得

已，她来到郑州人民医院皮肤科就诊。

皮肤科主治医师陈俊杰仔细观察了

王阿姨的皮损，确实是“千日疮”。陈俊

杰建议王阿姨采取液氮冷冻治疗，并叮

嘱她一定要定期复查，争取完全除根，以

免其再次“卷土重来”。另外，治疗期间

要避免搔抓，以免加重病情。经过三个

月的治疗，王阿姨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千日疮，又称‘刺瘊’‘瘊子’，学名

寻常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

皮肤黏膜引起的良性赘生物，具有传染

性，临床上常有寻常疣、扁平疣、跖疣和尖

锐湿疣、疣状表皮发育不良等。”陈俊杰

说，在民间，常将瘊子称为“千日疮”，认为

瘊子只要经过千日就会自然恢复。其实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瘊子一般是不会轻易

消退的，而且具有一定的传染性。

据陈俊杰介绍，HPV主要通过皮肤

黏膜微小破损进入上皮细胞内（特别是

基底层细胞）并复制、增殖，导致上皮细

胞异常分化和增生。免疫功能低下及外

伤的人群很容易感染。目前，液氮冷冻、

二氧化碳激光电灼、刮除和激光等都是

有效的治疗方法，疣的数量较多者可以

分批次治疗。

如何才能有效预防千日疮？陈俊杰

指出，平时要做好五点：1.注意个人卫生

及环境卫生，勤洗手、洗澡、换衣物等，保

持室内通风良好。2.患者要注意避免与

他人共用生活用品，以防传染他人，而且

使用过的物品要注意定期消毒。3.坚持

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预防感染。4.患者

不可经常用手触摸患处，以防扩散。5.早

期发现早期治疗，注意劳动保护，防止受

伤。（本报记者郭培远）

俗话说“春困秋乏”，秋季是最容易使人乏累的季节，秋天一到，整个人经常会
有昏昏沉沉的感觉。这是脾胃在找你算账了，想要解除秋乏的困扰，强健脾胃才是
硬道理，平时不妨多揉三个穴位。

解“秋乏”常按三穴位
国家卫健委出生缺陷预防重点实验室
第四次学术年会召开

预防缺陷 佑护健康

河南（第二届）基层好医生活动走进郑州市上街区

舞钢市
学习“稳扎稳打”成效“步步为赢”

为提升机关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和

工作能力，舞钢市纪委监委运用“日周

月季年”五步法，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

为工作实效。

日日有学习。安排专人管理“学习强

国”平台，每日在机关微信工作群“晾晒”

学习情况，表扬先进、鞭策后进。周周有

研讨。利用周一集中学习日，开设“业务

沙龙”栏目，办案能手和业务骨干结合实

际工作，分享经验、交流心得。月月有主

题。结合党规党纪、法律法规、业务知识，

每月精选一个学习主题，不断增强学习针

对性、指导性和时效性。季季有考评。机

关党支部每季度对学习情况和笔记、心得

体会撰写等进行检查、评比，组织“摸底”

考试，检验学习效果。年年有创新。把学

到的新理论、新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确保每年建立完善一批规章制度、创新优

化一套方式方法。（潘建同）
泌阳县市场监管局
开展“三小”市场集中整治行动

连日来，泌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积

极组织执法人员深入食品小作坊、小食

杂店、小餐饮店（简称“三小”门店）开展

“三小”监管整治集中行动。一对“三

小”门店进行全覆盖摸底检查；二加强

宣传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三小”综合

治理。（朱晓东）

“听说村里要对妇女培训，我第一

个报了名。”9月2日，在原阳县阳和街

道大张寨村“妇女之家”举办的贫困妇

女创业就业培训班上，该村村民鲁美玲

高兴地说，她早就想着学一门技术，这

几天的技能培训，让她创业、就业更有

底气了。

大张寨村是阳和街道最大的一个

村，位于县城城郊，村民2900余人，大

部分常年在县城及其周边打工。部分

在家留守的妇女，她们迫切需要一项技

术，帮她们居家或者走出去创业、就业，

从而改善生活条件。

大张寨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晓燕是

原阳县妇联挂职副主席，她深知村内妇

女心声，积极与县妇联和办事处妇联对

接，邀请到专业的老师前来培训，并将

地点放在了大张寨村“妇女之家”，办事

处所辖村有意愿学习技能的留守妇女

都可以到这里集中学习。

“这次培训活动是全面落实脱贫攻

坚工作任务，引导广大贫困妇女创业就

业脱贫致富的重要举措。”原阳县妇联

主席胡珍说，通过邀请专业老师持续开

展送技术到基层、送课堂到一线，让更

多的农村贫困妇女掌握实用技术，真正

做到培训一人，扶贫一家，带动一片。

原阳原阳：：脱贫攻坚一线好故事脱贫攻坚一线好故事 （90）

□本报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卞瑞峰马啸

技能培训圆贫困妇女脱贫梦

郑大二附院
开展急救培训 护航全国民族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