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睑缘炎

“睑缘炎，也就是俗称的‘烂眼边’。”

刘平介绍，这种病是睑缘皮肤、睫毛毛囊

的亚急性或慢性炎症，分为鳞屑性睑缘

炎、溃疡性睑缘炎和眦部睑缘炎。

鳞屑性睑缘炎多为酵母样霉菌或糠

疹癣菌感染造成的，患者会觉得眼睛刺

痒，睑缘泛红，睫毛根部及睑缘表面有头

皮样鳞屑。少数病例皮脂集中于睫毛根

部呈蜡黄色干痂，除去后，局部只见充血，

并无溃疡面。病程缓慢，有时能引起睑缘

肥厚。

溃疡性睑缘炎以葡萄球菌感染为

主，症状比鳞屑性睑缘炎重一些，在三类

中最为严重，一般情况下，体质较差、营养

不良的儿童容易得这种病。症状为睑缘

充血、分泌物较多，干燥以后结成痂，把痂

皮除去以后，可见到溃疡、出血、脓疮。溃

疡痊愈后结成疤，斑痕收缩，造成睫毛乱

生、倒睫。由于溃疡较深，破坏了毛囊，睫

毛脱落后不能再生，呈秃睫，睑缘也肥厚

变形，不仅影响外观，而且容易出现眼泪

外溢，引起眼部皮肤湿疹。

眦部睑缘炎是莫—阿氏双杆菌感染引

起，多为双侧，外眦部常见。特点为内、外

眦部皮肤发红、糜烂、湿润，有黏稠性分泌

物。重者出现皲裂，常合并眦部结膜炎。

过度劳累易诱发睑缘炎

“小曹患上睑缘炎，是由于长期面对

屏幕和手机，过度劳累所致。”刘平解释

说，人劳累后全身抵抗力下降，此时睑板

腺分泌旺盛，皮脂溢出，很容易导致病菌

感染，进而诱发睑缘炎。

刘平介绍，睑缘部富于腺体组织和

油脂性分泌物，很容易黏附尘垢和病菌而

受到感染，所以各种物理、化学刺激，比如

有害气体、烟雾、强光、红外线等都可能成

为诱因。另外，全身抵抗力降低、营养不

良、嗜好烟酒、睡眠不足、屈光不正、视力

疲劳，长期使用劣质化妆品以及眼部不卫

生也有可能导致睑缘炎。

螨虫也会引起睑缘炎

“其实大多数人眼睛上或多或少都

有蠕形螨。”刘平主任告诉记者，当我们机

体免疫功能失调时，蠕形螨数量明显增加

就可能会成为致病病原体，从而引起疾

病。“如果把患者的睫毛放在显微镜下检

查，会清晰地在睫毛上看到蠕形螨。”刘平

说道。

蠕形螨引起的睑缘炎在春夏季高

发，发病时会导致眼屎大量增加，而且这

种情况产生的眼屎有个特点，不在眼角，

而是集中在睫毛根部。另外，大家要注

意，蠕形螨是具有传染性的哦。

如何预防睑缘炎

睑缘炎很容易复发，所以预防尤为

重要。一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要

用手揉眼睛，不用不干净的东西擦眼睛，

也不用别人用过的眼药水。二要避免各

种刺激眼睛的因素，及时矫正屈光不正。

三要避免长期熬夜，适当注意营养，增强

体质，有慢性病的应该同时进行积极治

疗。四要戒烟酒，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

最后，刘平提醒大家，如果感觉到眼

睛不舒服甚至已经出现了症状，一定要尽

快到正规医院眼科查明原因，不要自己凭

经验用药，以免耽搁治疗的最佳时期，另

外，一定要遵医嘱坚持用药，避免擅自停

药病情复发。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王佳男）

上班族劳累过度易患睑缘炎

乐乐刚出生的时候，右胳膊有些微

微发红，但不是特别明显，家长就没在

意。不过随后家长发现，乐乐右胳膊越

来越红，等到满月时，右胳膊长满了密

密麻麻的红点，形似“鸡血石”。一直以

为是孩子过敏的家人这才慌了神，赶紧

带孩子到河南省儿童医院烧伤整形科

就诊。

该院烧伤整形科医生丁语接诊后

说，孩子患的是血管瘤。丁医生介绍，

血管瘤很常见，可长在全身各处，可单

发也可多发，可局限也可弥漫。虽然血

管瘤形态多样，位置多变，但只要确定

是婴幼儿血管瘤，治疗原则都是一样

的。“一般浅表的可选择外用药物治疗，

深部的注射治疗，混合的需外用联合注

射治疗，特殊和弥漫的可口服或多种方

法联合治疗，必要时也可手术、介入或

激光治疗。”

乐乐的病属于血管瘤里较严重类

型，但好在发生于肢体，只要及时干预，

不让血管瘤“疯长”，完全有希望治愈，且

不影响外观和功能。丁医生综合乐乐年

龄、发病部位和血管瘤性质，为他实施了

加压法经皮肤给药方式。“这种方式孩子

不受罪，没有副作用，更不会影响孩子生

长发育。”丁医生说。

治疗半年后，乐乐的右胳膊一天比

一天好，目前血管瘤已经处于消退期，孩

子右胳膊发育一点也没受到影响，残余

红斑在后续的自发消退期会逐渐好转。

丁医生提醒，血管瘤并不可怕，只要

及早到正规医院就诊，绝大部分都会恢复

得比较满意，切不可盲目等待或追求“迅

速、彻底”。

（本报记者郭培远通讯员王晨）

与外卖、快递人员短暂交接物品有可

能被感染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

员王丽萍表示，一般通过短时间接收快递

被感染的概率很低，但在有新冠病毒传播

的地区，市民在接收快递时应尽量采取智

能快件箱接收等模式，减少人员间的直接

接触，并做好防护措施，以降低感染风险。

王丽萍介绍，根据目前对新冠病毒传

播途径的认知，病毒主要通过近距离直接

接触感染者的呼吸道飞沫而传播，或因手

部接触了感染者污染的物品，再由沾染了

病毒的手通过触摸眼、口和鼻而感染；在

相对密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

气溶胶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经气溶胶传

播的可能。一般认为，通过短时间接收快

递被感染的概率很低。

尽管如此，王丽萍说，在接收快递

时，市民应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管

是在家接收快递、到小区门口取快递，还

是在快递物品投件箱内取快递，市民都

应提前佩戴好口罩，拿到快递后应妥善

处理好快递包裹外包装，再及时用流水

和肥皂洗手或使用手消毒剂。快递外包

装应按照日常生活垃圾分类要求进行妥

善处理。 （魏梦佳）

34岁的岳女士一年前无明显诱因出

现头痛，位于左侧颞顶部，说话时加重，

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常。近日，岳女士因

再次出现颞顶部搏动性疼痛到郑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就诊。

神经内科接诊后，为岳女士行TCD

经颅彩色多普勒检查，发现左侧大脑中

动脉可见大量微栓子，呈雨帘状，当即考

虑这些栓子可能来源于心脏。心胸外科

主任医师李凯经详细问诊，结合心脏彩

超检查，确诊患者为卵圆孔未闭。

卵圆孔是心脏左右房之间间隔膜上

中间位置的一个孔，是胎儿发育必需的

一个生命通道。新生儿出生时，随着第

一声啼哭，左心房压力升高，使得卵圆孔

发生功能性闭合，一年内达到解剖上的

闭合。若年龄超过3岁仍不闭合就称作

卵圆孔未闭。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卵圆孔未闭

与不明原因脑卒中患者之间存在着密切

的联系，这是因为通过未闭的卵圆孔，下

肢静脉等部位栓子可进入左心系统引起

相应的临床症状。”李凯说，岳女士需要

手术治疗，若不及时治疗，会给个人精神

上和身体上带来严重的影响。

在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后，李凯团队

在麻醉科的全力配合下，为患者实施了

“经皮介入下卵圆孔未闭封堵术”。手术

为微创手术，创伤小、恢复快，两天后岳女

士顺利出院，目前一切正常。（栗政安）

火辣辣的伏天马上就要到了。根

据“天人合一”“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理

论，每年三伏季节天阳之气正旺之时，

是进行“冬病夏治”的最佳时机。为了

让更多市民享受到“冬病夏治”的好处，

7月6日起，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将开

展“三伏贴”贴敷活动。

“‘三伏贴’是利用夏季气温高、机体

阳气充沛的有利时机，将药物贴敷到人

体相应的穴位，通过药物对穴位、皮肤及

经络的强刺激，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从

而达到扶正固本、增强机体抵抗力、减少

和减轻疾病发作的目的，起到预防疾病

发作和减轻发作的近、远期效果。”该院

中医科主任医师王建萍介绍说。

此次活动共进行六次，具体贴敷时

间为7月6日至7月15日（预贴）、7月16

日至7月25日（头伏）、7月26日至8月4

日（中伏）、8月5日至8月14日（中伏加

强）、8月15日至8月24日（末伏）、8月

25日至9月3日（伏后加强），有需要的市

民可拨打该院中医科门诊电话0371—

68993303、68993187进行预约。

据了解，三伏贴适宜6个月以上儿

童及成人，主要适用于呼吸系统疾病，

如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

鼻炎、慢性鼻炎、肺气肿、慢性咳嗽、反

复感冒、慢性咽炎等各种肺系疾病；消

化系统疾病，如慢性胃炎、各类慢性胃

肠功能失调；慢性疼痛性疾病，如颈肩

腰腿痛、各类关节疼痛等虚寒性疾病；

妇科疾病，如月经不调、痛经、不孕、复

发性流产等，以及亚健康人群、阳虚体

质人群等。 （本报记者郭培远）

6月29日，孟津县第一医疗卫生共

同体揭牌仪式在孟津县人民医院举行，

标志着孟津县医共体建设工作已经进

入实战实施阶段。

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是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县域治理理念，加快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

实践，是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破解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重要举措。该

县人民医院负责人表示，孟津县第一医

疗卫生共同体的揭牌，是实现“促进县

城医疗卫生资源有效整合、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居民健康得到充

分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率达

65%以上、县城就诊率提高到90%左

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目标的第一

步，未来将激发基层医疗机构运行活

力，提升县城医疗健康服务能力，实现

“县强、乡活、村稳、上下联、信息通”的

目标，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系统连续

的健康服务，不断增强群众的健康获得

感和幸福感。 （姚伟旗）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伏贴”开始预约了

收快递尽量
减少人员间接触

心上多个“洞”头疼一年多

胳膊布满“小红点”竟是血管瘤
专家提醒：血管瘤不可怕，及早就诊可治愈

小曹（化名）长期从事交管科技工作，前两天早上起来感觉眼睛周
围有点肿，还略伴有一些刺痒，一照镜子把自己吓了一跳，“应该是过
敏”。小曹凭经验用了点药就赶紧去上班了。

谁知道过了几天，不仅没见好，反而有严重的倾向，眼睑周围有脱
皮，皮肤变硬。无奈之下，小曹只好到郑州人民医院眼科求诊。

“你这是典型的睑缘炎，可不能着水。”经过问诊和检查，眼科主任
刘平说道。

刘平建议小曹使用含有激素的抗生素眼膏，“还不算太严重，按时
用药，坚持用药，别着急，几天应该就能缓解了，但是如果不注意的话，
还会复发的”。

睑缘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患上睑缘炎？日常生活中如何预
防？郑州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刘平就此进行了解答。

近日，平顶山市湛河区开展打击欺

诈骗取医保基金专项行动，严查定点医

疗机构违法违规套取医保基金行为，维

护医保基金高效使用和安全运行，切实

保障参保人员健康权益。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由区医疗保

障局与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组成联合检

查组，采取随机抽查形式对辖区医保定

点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在检查过程中，

执法人员重点对留存盗刷医保卡、人证

不符、串换药品商品、骗取参保人员住

院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在开展联合检查的同时，该区医保

局还通过举办集中宣传活动向市民宣

传医保基金监管政策法规，普及正确使

用医保卡、防范欺诈骗保行为等专业知

识，并利用宣传栏、电子显示屏、微信公

众平台等媒介宣传医保基金监管政策

法规及欺诈骗保典型案例，增强群众法

治观念。该区还在各定点医疗机构公

开投诉举报电话，鼓励群众举报违法违

规案件线索。

截至目前，湛河区共检查定点医疗

机构42家，抽查门诊处方和住院病历

350余份，对发现存在问题的9家单位

提出限期整改要求，进一步规范了定点

医疗机构执业行为，有效维护了医保基

金安全运行。 （王世欣）

夏季，天气炎热，人体为了散发热能，

毛孔扩张、出汗增多，此时若过度贪凉或

忽冷忽热，极易导致感冒，俗称热伤风。

热伤风的症状包括：低热或自觉发

热、头痛头晕、打喷嚏、流鼻涕、身重如裹、

倦怠无力、呕吐、腹泻、小便黄等。

所以，越是炎热的天气，在使用空调、

电扇时越要注意方法，防止使用不当伤害

身体。

首先，使用空调时设定温度最好不要

低于26℃，且要定期开窗通风换气。

其次，从炎热的室外进入空调间时，

应提前将汗擦干。如果是在自己家里，最

好进入室内让体温稍微下降一点，汗基本

干了之后再打开空调。

如果家中有小宝宝，就更要注意。最

好避免频繁出入空调环境。如果家中开

启多台空调，可设置统一温度，避免宝宝

在不同温度的房间或客厅里频繁地适应，

减少忽冷忽热导致生病的机会。

此外，平日里出汗后要及时换衣服，

勤洗澡。注意洗温水澡，使皮肤毛孔舒

张，有利于阳热的发泄。需要注意的是，

切忌出汗后立即洗澡，更不要大汗淋漓时

用冷水冲澡，这样会使寒邪趁机进入人

体，很不利于健康。 （栗园园）

近日，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联合急诊医学科，走进灵宝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管理所开展健康科普知识培训。该

院医务人员通过一对一指导、手把手教学，使每位学员熟练掌握了心肺复苏技能。 郭海燕摄

平顶山市湛河区

严查欺诈骗保行为

孟津县第一医疗卫生共同体揭牌

夏季贪凉容易热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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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发行封丘县支行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农发行封丘县支行三举措开展金融

知识宣传活动。一是组织人员集中学习

金融知识，以便给人民群众讲解金融知

识。二是提前做好人员安排，准备各种宣

传资料，提高群众了解金融知识的兴趣

度。三是在网点通过LED显示屏滚动播

放宣传标语，并为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

发放宣传手册和进行金融知识的讲解，

提高他们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李玉凯)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开展《征信业管理条
例》宣传

近日，农发行新乡县支行通过设置

咨询台，制作宣传展板、电子显示屏滚动

播放宣传标语，向过往行人派发宣传资

料单等方式，就《征信业管理条例》适用

范围、管理体制、业务规则、征信信息等

内容进行专题宣传。《条例》对征信监管

体制、征信业务规则等内容进行了明确

规定，将有效促进辖区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 (申龙张其友)

农发行辉县市支行着力建设标准化规范
化党支部

农发行辉县市支行着力提升党支

部组织力，强化政治功能，聚焦解决好

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阵地、基本制

度、基本保障等问题。该行确保实现

“两个覆盖”：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

盖，达到“两个全面”：基层党组织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发挥“两个作用”：充分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 （杜祎）

郏县堂街镇打出动真碰硬清查清欠“组合拳”
郏县堂街镇精心组织、强力推进村

组集体资产集中清查清欠工作，目前已

收缴土地面积47.4亩，收缴资金50.35

万元，清查清欠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该镇把清查清欠工作摆在突出位

置，成立了镇党委书记任组长、镇长任副

组长的工作专班，先后召开动员会、推进

会、培训会、汇报会4次，实行日调度、周

点评、阶段排名的工作机制，逐村把脉会

诊，研究解决难题，加快工作推进。

该镇印制张贴清查清欠公告1000

份，在辖区各村主干道醒目位置悬挂条幅

360幅，录制音频利用村大喇叭每天早、

中、晚三次进行广播，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严格审核把关，严肃督导问责。该

镇严把清底关，要求各村对资源性资产、

固定资产开展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拉

网式排查，做到不遗不漏。同时，把监督

延伸到村民组，对底子不清、数据不准、

情况不明的责令重新梳理排查，坚决杜

绝搞形式、走过场。对工作不力的3名村

党支部书记进行约谈提醒。

开展消防演练活动提高消防安全意识
日前，郑州市金水区南阳新村街道

丰乐社区联合辖区丰业广场开展了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消防安全培训和演练

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商场商户处置火灾

事故的应变能力，有效遏制了安全生产

事故的发生。 （王丽娜）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优化管控提高度
夏物资应急保障能力

6月22日，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物

资人员对度夏物资进行核对，并抽查检

测，准确掌握库存物资信息和物资储备

情况，严把度夏物资质量关，为迎峰度夏

提供物资保障。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本着“安全、

严谨、规范”的工作理念，组织专业人员

对各级各类物资仓库进行彻底的盘点统

计，切实保障库存物资安全。针对夏季

恶劣天气有可能出现的电力故障，建立

度夏应急物资保障机制和协同联动工作

机制，落实定期检查和巡视制度，严格物

资出入库管理，完善物资集中供应的运

作流程和操作细则，确保“账、卡、物”相

统一，存放“地点、型号、数量、质量、功能”

五清楚，做到物资检查全方位、全覆盖。

同时，开启领料绿色通道，简化领料流

程，建立畅通高效的物资应急供应通道，

全面提高应急电网物资供应保障能力，

确保应急状态下所需物资及时调拨、准

确送达，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此外，该公司全面梳理迎峰度夏重

点工程项目的物资采购情况，建立专项

物资台账，实行专项督办、跟踪督导，保

障推进工程项目建设，为迎峰度夏创造

良好条件。 （李宏宇陈建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