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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丽 特约记者 李磊

规范中医诊疗行为 打造放心就医环境
计生监督机构督导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按照统一部署，今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16
日，该局督查组对省直中医医疗机构的传染
病防治、血液品管理、医疗废物管理等依法执
业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
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整改、依法查处。3 月 12
日至 16 日，督查组又对部分省辖市卫生计生
监督机构落实专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实地督
导。3 月 23 日，该局又开展了中医医疗机构
专项监督检查情况通报会，该局局长安鸿志
在会上强调，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是
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是促进医疗事业健康
发展的需要。
此外，
为了使中医医疗监督工作更系统化，

◀6 月 2 日上
午，
太康县逊母口镇
敬老院的 90 位老人
喜笑颜开。由省人
民医院的医学博士
闫宏宪、忽新刚、于
润红组成的专家团
来到这里为老人们
义诊看病，
他们认真
询问病情，
耐心接受
咨 询 ，提 出 治 疗 方
案。图为专家在为
老人检查身体。
记者 黄丽 摄
影报道

郑州市健康教育所
重点疾病防治宣传专栏(十二)
□郑州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
二病区主任 陈秋生

吸烟 ＝

“瘟疫”

▲6 月 1 日上午，省妇幼保健院（郑大三附院）开展
公益活动，为广大儿童和家长准备了一场健康盛宴。
医院党委书记张振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为孩子们颁发
礼物。图为专家为宝宝及家长提供健康咨询。
记者 李蕴真 通讯员 史艳香 摄影报道

检查检测保安全

灵宝

监督员
跟踪督导

小贴士

近日，
灵宝市卫生计生监督所对高考考
点及考场周边供考生食宿的公共场所进行重
点监督检查，杜绝公共卫生安全隐患的发
生。图为监督员在检查宿舍的通风换气情
况。 记者 黄丽 通讯员 刘颜丽 摄影报道

□记者 李蕴真 黄丽

如何选择游泳馆

鹤壁

考场采光
也要达标

开封

全面检查
考点卫生

高考前夕，鹤壁市卫
生计生监督局对高考考点
突发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
准备工作、医疗保健等进
行了预防性卫生监督，并
对考点的饮用水卫生质量
进行检测，还检测了考场
内采光照明是否达标。
记者 黄丽 通讯员
王剑峰 摄影报道

6 月 4 日至 5 日，开封市卫生计生监督局对全市各高考
考点的卫生及饮用水安全进行全面检查。同时，该所成立卫
生监督巡回督导小组，进行全面跟踪检查，保障考生、考务工
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图为监督员在检查教室的通风及光照
情况。
记者 黄丽 通讯员 许景 许冰 摄影报道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游泳场所迎来开
放高峰，怎样选择干净卫生的游泳馆？省
卫生计生监督局公共卫生监督科科长、主
任医师韩良峰提醒大家，夏季选择游泳场
所要看两点。
一是看硬件设施和水质。卫生状况好
的游泳馆要有好的硬件和好的水质，一眼
能看到清澈的池底，场所内清洁无异味。
进入泳池前必须通过强制性淋浴和含有较
高余氯的浸脚消毒池。
二是看公示栏公示的内容。游泳场所
按规定需要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
等级和卫生检测报告。另外，游泳场所对
池水自检的公示要求每两个小时更新一
次，包括余氯（水经过加氯消毒后所余留的
有效氯）、pH 值、池水温度等。国家规定的
池水余氯为 0.3mg/L 至 0.5mg/L、pH 值为
6.8 至 8.5、池水温度 22℃至 26℃。卫生信
誉 等 级 A 级 的 标 示 是 笑 脸（卫 生 状 况 优
秀）、B 级的标示是平脸（卫生状况良好）、C
级的标示是哭脸（卫生状况一般），选择游
泳场所时应选择 A 级为最佳。
还有，凡患有肝炎、心脏病、皮肤癣疹
（包括脚癣）、重症沙眼、急性结膜炎(红眼
病)、中耳炎、肠道传染病、精神病、性病等
疾病的患者，请自觉遵守规定，不要进入泳
池游泳。
马荣珍
黄 丽
李蕴真
伍红梅
李文卿
王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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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民生工作室
联系方式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吸烟是威胁人
类生命的“瘟疫”。烟草的烟雾中至少
含有三种危险的化学物质：焦油、尼古
丁和一氧化碳。尼古丁是一种难闻、
味苦、无色透明的油质液体，挥发性
强，在空气中极易氧化成暗灰色，能迅
速溶于水及酒精中，通过口鼻支气管
黏膜很容易被机体吸收。一个每天吸
15 到 20 支香烟的人，易患肺癌、食道
癌、心脏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高
血压。全世界每年因吸烟死亡达 250
万人之多，烟是人类第一杀手。我国
目前每年约有 100 万人因此死亡。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烟草大国，
占有
三项
“世界之最”
，
控烟形势不容乐观：
最
大的烟草生产国，
最大的烟草消费国，
以
及与之俱来的是最大的烟草受害国，
控
烟形势极其严峻。世界卫生组织已将烟
草依赖确定为一种慢性高复发性疾病，
确认烟草是目前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
中国有3.5亿烟民，
戒烟是整个控烟
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戒烟可减少很多
疾病的发病率及病死率，
包括中风、
外周
血管性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肺炎以
及胃和十二指肠溃疡。任何年龄的人，
戒烟后都可以改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
量。那么如何戒烟、
有什么技巧呢？
从现在开始，丢掉所有的香烟、打
火机、
火柴和烟灰缸。完全戒烟或逐渐
减少吸烟次数的方法，通常 3 至 4 个月
就可以成功。避开往常习惯吸烟的场
所和活动。餐后喝水、吃水果或散步，
摆脱“饭后一支烟”的想法。抵制香烟
的引诱，要经常提醒自己，一支烟足以
前功尽弃。经常想着烟对肺、
肾和血管
造成的影响。考虑一下自己的行为对
家庭其他成员的伤害，
他们是二手烟的
严重受害者。经常想起吸烟的危害及
戒烟的好处，
可以尝试戒烟产品或替代
品，烟瘾来时，要立即做深呼吸或咀嚼
无糖口香糖，避免用零食代替香烟，否
则会引起血糖升高，
身体过胖。
戒烟首先要度过最难熬的前 5 天。
这几天可以在两餐之间喝6至8杯水，
促
使尼古丁排出体外。每天洗温水浴，
忍
不住烟瘾时可立即淋裕。.这5天要充分
休息，
生活要有规律。饭后到户外散步，
做深呼吸 15 至 30 分钟。不可喝刺激性
饮料，
改喝牛奶、
新鲜果汁和谷类饮料。

更具有操作性，
今年3月，
中医服务监督教研组
正式成立。据了解，
这是该局成立的第十一个
专业教研组，
各项业务以教研组为抓手，
制定了
一批标准规范，提升执法监督的法治化、标准
化、
专业化、
人性化和智能化水平。
孙磊表示，
下一步，
该局将根据工作安排，
继续开展针对中医医疗机构的专项检查工作，
加大法律法规的培训力度，
在全省要进行专项
督导检查，
年底还会进行全面的综合执法检查，
进一步提高执法能力和中医医疗机构对法
律法规的认识，
规范执业行为，
保障
人民群众在中医医疗机构
的就医安全。

尊老爱幼送健康

近年来，中医兴起，各种中医医疗机构如
疗机构负责人开展了系列培训及普法宣传
雨后春笋般涌现，针灸、火疗等中医特色诊疗
教育活动。省中医一附院一名工作人员说：
方法也让人眼花僚乱。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 “老师将临床中存在的问题分类归纳、总结、
众的健康权益，省卫生计生监督局把中医医
讲解，清晰透彻，面面俱到，让我们知道哪里
疗机构的监管工作作为重点，下功夫、想办法
存在问题，该如何去改正。”
规范中医医疗执业行业，消除就医安全隐患，
“中医特色治疗是监督检查的重中之重。
”
打造放心就医环境。
该局副局长孙磊介绍，针灸、小针刀、刮痧、拔
近日，该局针对中医医疗机构传染病防
罐、
敷熨、
熏浴等治疗，
都属于中医特色治疗范
治监督执法专项检查活动中发现的问题、遇
畴，
也是中医服务监督检查的重点。今年 2 月
到的难题，依据《中医药法》
《中医诊所备案
26 日，
在该局召开的省直中医医疗机构传染病
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对全省卫生计
防治和依法执业专项监督检查会上，
孙磊现场
生监督机构中医服务监督部门
传达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传染病防治监
和省直管中医医
督执法的相关精神，
并对省直中医医疗卫生机
构依法执业专项监督检查和部分省辖市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