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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敏原：水果
致敏指数：★★★★☆

除了海产品、蛋类、坚果类的食物可使一些人过敏外，在
夏天享用各种各样的水果时，也需留心，因为有一些水果里同
样也含有致使人过敏的成分，比如芒果、菠萝、桃等，有些过敏
体质的人吃了后也可出现过敏反应。有的人吃了芒果出现嘴
唇肿胀，脸部皮肤出现皮疹，口腔起泡。芒果有些成分会引起
过敏体质人的不适，特别是没有熟透的芒果，容易引起过敏的
成分比例更高。

建议：如果进食某一种水果后曾经出现过敏反应，则下次
食用时要特别注意，或尽量避免食用。另外，水果在食用前，
要注意清洗干净或削皮，以减少果皮上残留农药或虫卵等所
诱发的过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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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敏原： 强光
致敏指数：★★★☆☆

夏季，中午时分的紫外线特别强烈。如果不注意防
晒，暴露于猛烈的紫外线下，有些人颈面部、手臂、肩背部
等外露的皮肤容易被晒伤，反复晒伤后，皮肤可能会对日
光变得更敏感，从而诱发光敏性皮炎，表现为皮肤出现红
斑、丘疹、水疱等。

建议：紫外线比较强烈的时间段比如上午11点至下
午3点，尽量避免在户外暴晒。如果必须要出门，也应做
好防晒措施，如撑伞、戴帽子、涂防晒霜等。

专家称，对于皮肤比较容易过敏的人来说，最好是选
择物理性防晒霜，这种防晒霜防晒效果好且无刺激，而化
学防晒剂使用起来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因烈性化学成分渗
入肌肤而引起皮肤问题。

这里顺便教大家一个区分物理性防晒霜与化学性防
晒霜的小秘诀：如果成分里含有二氧化钛或者氧化锌，即
为物理性防晒霜。此外，防晒霜的防晒系数也不是越高
越好，SPF数值越高说明化学防晒剂的含量越高，对敏感
性皮肤的刺激性也就越大。一般的日常防晒，选择
SPF15—25的防晒霜已足够了。从阳光强烈的户外回来
后，如果感觉皮肤红、热，可用毛巾包裹冰块，冰镇在发热
的肌肤上，以此来减缓燥热不舒服的感觉。如果是严重
晒伤，甚至起了红色的疙瘩，则最好找医生诊治。

夏季，除了防暑防晒，还有意
想不到的各种致敏原……

致敏原：汗
致敏指数：★★★★☆

有的人一到夏季，后背皮肤上很容易出现成片的丘
疹或痘痘样疖子。这是因为夏天温度高，人体的汗液与
皮脂的分泌及皮肤代谢产物增多，不及时洗澡洗脸的话，
容易对皮肤形成刺激，导致皮肤表面感染，引发毛囊炎等
皮肤问题。

建议：夏天皮脂分泌旺盛，要注意清洁皮肤。根据自
己的肤质选择一些能化脂去污的洗面奶或沐浴露，保持
皮肤的干爽清洁。但是，要注意避免选用控油效果太强
的洗面奶，以让肌肤保留一层天然的油脂作为保护。另
外，对于敏感性皮肤的人来说，由于皮肤耐受性较差，应
尽量避免蒸脸、去角质等皮肤护理，平时洗脸之后，应使
用润肤露保湿，增强皮肤的抵抗力。

延伸阅读

过敏原检测：

揪出致敏“元凶”

提起过敏，很多人对这个词
并不陌生，可能留意一下就会发
现，你身边就有不少亲友曾经甚
至正饱受过敏的困扰。但过敏
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未必
答得上来。

“其实它是一种变态反应。”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皮肤科
主任孙乐栋解释说，当物质进入
机体，免疫系统对无害物质进行
攻击时，这种情况称为“变态反
应”。这种“变态”是指机体免疫
系统的功能“变态”了，随之产生
的常见疾病有：荨麻疹、湿疹、过
敏性结膜炎、过敏性哮喘、过敏
性鼻炎，甚至出现过敏性休克
等。

“我接触过一个孩子，身上
经常出现风团、瘙痒，甚至腹泻，
四处求医问药，经过全面的检查
和综合分析后，医生发现导致孩
子过敏的‘真凶’竟是西红柿。
此后，在医生的指导下，家长在
日常的饮食中严格避开这类过
敏原，孩子的病情终于明显缓
解。”

孙乐栋指出，导致变态反应
的“元凶”就是过敏原。“随着过
敏原检测技术的进步和在临床
上的应用，导致过敏的‘元凶’不
再难发现，过敏性疾病的治疗效
果越来越好。”孙乐栋提醒说，遇
到过敏，不要简单地归因于“吃
错东西”。从临床来看，过敏原非
常丰富，包括食物、吸入物、感染、
药物、化工原料等，所以，只控制
食物的摄入，有时并不能完全解
决问题。不过，只要积极寻找过
敏原，避免变态反应的产生，过
敏性疾病就有可能得到控制。

“当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
能够检查出过敏原。”尽管如此，
孙乐栋仍建议积极进行过敏原
检测，比如，像上述案例中经常
出现荨麻疹、特别是长期反复出
现湿疹、腹泻的孩子，通过检测
有助于发现过敏原，从而有针对
性地自根源上解决过敏带来的
困扰。

孙乐栋介绍，过敏原的检测
方法多样，大多数过敏患者都可
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有针对性地
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不过，任
何检测结果都不能孤立来看。”
孙乐栋强调，检测出来的结果还
应结合患者的病史、生活习惯，
特别是病情日记综合分析。他
特别鼓励过敏患者详细记录病
情日记，这将有助于发现和确定
真正的过敏原。

（本报综合）

致敏原：蚊虫、隐翅虫
致敏指数：★★★★★

夏季暴雨与高温天气交替出现导致的“桑拿天”，为蚊
虫、隐翅虫等的繁殖提供了良好环境，尤其是一些花草比较
多的小区，虫子十分猖狂。这些虫子体内含有一定的毒液，
在叮咬、接触或被拍打后可释放出致使人过敏的毒素，使人
体的皮肤出现红斑、丘疹等，并伴有奇痒。这种情况在皮肤
科十分常见。

建议：夏天的傍晚或夜间尽量不要到花草丛生的地方乘
凉，去到花花草草的地方时，最好穿浅色的长袖衣裤。被虫
子叮咬时，避免直接拍打，最好是扇走或吹走它，以免虫子被
拍打后释放出致人过敏的物质。

室内注意通风并且定期清洗空调的过滤网，夏天铺上凉
席前最好先将凉席烫洗暴晒，以杀灭寄生在里面的病原菌及
微生物。

咸安试点基本生育免费服务
政策内单胎顺产有望“不掏一分钱”

记者 赵晓丽 通讯员 李琼

“启动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就是为了实施好全面
两孩政策，解决百姓‘生得起、生得好’问题，鼓励按
政策生育。”当天，咸安区卫计局党组书记胡盛亚表
示。

哪些人可以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呢？根据《咸安
区实施基本生育免费服务方案（试行）》的通知规定，
城乡育龄夫妇均可享受基本生育免费服务需要符合
四个条件，例如男方户籍在咸安区；计划怀孕前必须
向所在的村（居）申报登记录入信息，并领取免费服
务凭证；怀孕后三个月内必须向所在的村（居）报告
登记录入信息，严格遵守实名登记制度和“两禁止”
规定的,并接受孕情监测等。

其中，最根本的条件就是必须男方户籍在咸
安。至于为什么一定要男方户籍在咸安？胡盛亚解
释，这是由咸安户口的特殊性决定，避免育龄夫妇不
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当地计生部门无法监测孕情。

根据实行方案，符合条件的育龄群众，可享受的
免费服务内容包括孕前保健、孕期保健、住院分娩、儿
童保健等四个方面，包括八项免费基本生育服务：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免费补服叶酸；免费为孕产妇
开展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及母婴阻断综合干预措
施；免费为孕妇建立母子保健手册；住院分娩基本生
育服务免费；开展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对适龄儿童实
施国家一类疫苗接种；0到6岁儿童免费保健服务。

此次试点改革，最引人关注的一项内容是实施住院
分娩基本生育免费服务。按照政策，户籍在咸安、符合
政策生育的产妇，可免除住院分娩期间辅助检查、B超、
单胎顺产接生、3天内的普通床位费、诊查费、孕产妇护
理、新生儿护理、基本用药等服务项目费用。

胡盛亚解释，这意味着一位政策内单胎顺产产妇，
只要没有发生并发症，住院分娩期间基本可做到“不掏
一分钱”。

他算了一笔账，孕产妇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补服叶
酸约240元；孕期产检、产后访视、产后检查等需费用
265元；住院分娩单胎顺产费用约1200元左右；0至6
岁儿童12次健康管理服务约485元。新政实施后，可
节省费用2190元。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单胎顺产就不用花一分
钱。如果一些产妇选择一些免费服务内容以外的服务，
就需要支付费用。

胡盛亚解释，自然分娩免费服务实行定额包干制，
超出基本生育免费服务的费用由服务对象自理。凡在
咸安区内有助产资质的医疗机构住院分娩的农村参保
对象一次性免费1200元（含政策性补助），属区认定的
精准扶贫对象增加补助200元。凡在咸安区内有助产
资质的医疗机构住院分娩的城乡未参加医保的对象一
次性免费1000元。凡在咸安区外医疗机构住院分娩
的，只享受500元的一次性政策性补助。

此次基本生育免费服务，不仅扩大了受益人群的覆盖
面，在医疗机构的选择上，也更加方便符合政策的育龄群众。

胡盛亚提醒育龄群众，对于医疗机构的选择，也要
注意是否符合政策。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仅限于咸安区妇幼保健
院，在其他医疗机构实施的不享受免费。

而孕期保健免费服务，以前只能在咸安区基层医疗
机构才能享受。而今，由随人口走改为随事走，为方便
群众就医，新增了永安、温泉、浮山等三家医疗卫生机
构。目前，咸安区内一共有17家具有资质的医疗机构
符合政策。其中包括：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咸安区妇
幼保健院、咸安区中医医院、咸安区中医院北门分院、汀
泗、横沟、高桥、双溪、马桥、桂花、大幕、向阳湖、贺胜、官
埠等卫生院。

住院分娩，则需要服务对象在咸安区内自主选择有
助产资质的医疗机构。其中有助产资质的医疗机构有
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咸安区妇幼保健院、咸安区中医
医院、汀泗、横沟、高桥、双溪、马桥、桂花、大幕、贺胜、永
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12家医疗卫生机构。

至于儿童保健免费服务，属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
容。服务对象只能自主选择区内具有资质的基层医疗
机构实施。其中包括：汀泗、横沟、高桥、双溪、马桥、桂
花、大幕、向阳湖、贺胜、官埠等卫生院，以及永安、温泉、
浮山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13家医疗卫生机构。

产妇单胎顺产，
基本可不掏一分钱

男方户籍在咸安，
可享8项优惠政策

除孕前健康检查，
可自主选择医疗机构

嘉鱼

开展血吸虫病传播风险监测
本报讯 通讯员周文广报道：8月1日，尽管

气温高达39度，但在嘉鱼县新街镇马鞍河段不时
出现俯身捡拾野粪和钉螺的人群。这是嘉鱼县
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业人员调
查钉螺 、收集野粪。

进入汛期以来，因防汛抢险、抗旱、农作物抢
收等需要，群众接触疫水机率较高，当前又正值
血吸虫病易感季节，为保障疫区人民身体健康，
巩固血吸虫病防治成果，该县血防办定期开展血
吸虫病传播风险监测，便于及时掌握血吸虫病的
传播风险和防治工作领域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为
血吸虫病防控做到有的放矢奠定基础，达到防患
于未然的目的。

据悉，该县自入汛以来已对8个重疫村12处
易感环境开展了监测，共检测野粪33份、捕获钉
螺790只。

日前，咸安区作为全省的基本生育免费服务试点，率先开展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咸安区符合政策
的已婚育龄群众，在孕前、孕中、分娩、儿童保健等四个方面，可享受八项免费基本生育服务。7月27
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嘉鱼血防医院血吸虫病诊断网络实验室

获评省级规范实验室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丁波报道：近日，嘉

鱼县血防医院血吸虫病诊断网络实验室被省疾控
中心授予“湖北省血吸虫病规范实验室”光荣称
号。这是我市近3年首家获得省级达标验收的血
吸虫病诊断实验室。

担负着全县及周边地区的血吸虫病筛查，精
确诊断血吸虫病工作任务的嘉鱼血防医院，每年
对全县66个疫区村的村民通过进村入户，上门免
费采取血样方式，进行血吸虫病的筛查工作，快
速、及时地监测血吸虫病疫情，年均监测筛查3万
多人次。

近3年来，该院围绕上级创建目标要求，一方
面着力于抓实验室的阵地建设，先后投入50多万
元，高标准地建设280㎡场所，配置20多台套高
新监测设备；一方面着力抓好专业技术人员的培
养工作，先后培养出一丝不苟，严谨求实，技术过
硬的检验专业技术人才6名。

市卫计委

举办“两学一做”演讲比赛
本报讯 通讯员闵劲华报道：日前，市卫计

委举办“两学一做”演讲比赛，来自市直医疗卫生
计生系统的14名参赛选手参赛。

比赛现场，来自临床护理、执法监督、疾病防
控和后勤保障等岗位的14名选手紧紧围绕“基础
学，关键做”，对照“合格党员”标准，结合部门和
个人实际，对照学习标杆，总结学习心得，以感人
鲜活的事例，用生动精彩的语言从不同角度诠释
了对“两学一做”的深刻理解。整场比赛精彩纷
呈，选手们精神饱满、慷慨激昂、声情并茂的演讲
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
掌声。最终来自市结核病防治院的李静荣获第
一名。

比赛后，该系统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加强党
章、党规及系列讲话精神学习，牢固树立“五种”
意识，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做合格党员，争
当排头兵，争创一流工作业绩，推动“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纵深开展。

通山慈口乡计生办

狠抓作风建设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徐方桑、朱必恩报

道：“乡计生办医务人员既上门为我们检查疾病，
又送来防灾减灾健康知识服务真周到。”7月23
日，通山县慈口乡慈口村三组村民阮凤花对笔者
说。

该乡计生办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
同时，结合本职工作，狠抓作风建设，有效促进
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强化纪律意识。制定
完善考勤制度和考核办法，按制度严格执行，并
要求全办干部职工执行单位的规章制度。强化
服务意识。为育龄夫妇提供科学健康知识，提
高健康意识。在群众咨询计划生育有关计生政
策和科技知识，做到热情接待，认真办理。强化
廉政意识。开展廉政教育，对入户开展计生工
作的干部，不准吃招待饭，不准接收计生对象的
土特产礼品、礼金。强化检查机制。建立健全
检查督办机制，使工作人员做到自律、自警、自
爱。对布置的每一项工作实行跟踪检查督办，直
至工作落实为止。

赤壁食药监局

严把汛期食品安全关
本报讯 通讯员魏丙炎、李铖报道：自防汛

大军进驻大堤之日起，赤壁市食药监局成立食品
安全监督检查小组，深入长江干堤赤壁段指挥部
及各防汛哨所食堂检查食品安全情况。到目前
为止，共检查指挥部2个，哨所19个，提出整改意
见书26份，发放食品安全防护资料200份。

据悉，该局不定期深入防汛指挥部及各防汛
哨所食堂及盒饭供应地，严把食品原料进购、储
存、烹饪、餐具消毒关，严查捐赠食品。并帮助其
建立食品采购查验记录，认真做好餐饮具消毒工
作，至今没有发生一起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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