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没怀孕前，
我可从来没有得过脚气，怀孕后反而有了脚
气，这是为什么啊？”上周末，准妈妈赵雨带着
疑问来到温泉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

该中心全科医生苏艳红介绍，脚气是
人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皮肤病，学名叫足
癣，是由真菌引起的皮肤廯，具有传染性。

苏艳红说，孕妇在妊娠期间由于内分
泌失调，患上脚气的概率会增大。孕妇脚
气的治疗护理方法，一定要注意清洁。要
注意脚部清洁，经常泡脚，保持皮肤干燥，
每天清洗数次，趾缝紧密的人可用草纸夹
在中间，以吸水通气。

准妈妈应勤换鞋袜，鞋袜要尽量在阳
光下晒干。平时不宜穿运动鞋、旅游鞋等

不透气的鞋子，袜子应以纯棉为宜。不要
用别人的拖鞋、浴巾、擦布等，更不可用手
抓脚，以免染上手癣。

孕期饮食应清淡少盐，远离辛辣刺激
食物。勿吃容易引发出汗的食品，如辣椒、
生葱、生蒜等。

脚气症状一般分为干脚气和湿脚气。
勿乱用脚气偏方，勿将多种脚气药混合使
用，脚气发生继发感染时，局部出现急性炎
症，应该先处理继发感染。

此外，苏艳红还表示，孕妇应尽量保持
良好的心态，情绪宜
恬静，激动和紧张情
绪容易诱发多汗，加
重脚气。

科学根除孕妇脚气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连

续阴雨天，让家住花坛社区的周大妈苦
不堪言，“一下雨我就感觉全身都痛，痛
得晚上睡不着。”

市中医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王先
锋称，风湿病，中医称为“痹症”。现代
医学认为风湿病与病人的免疫功能失
调有关，但天气变化也会加重风湿病的
病情。风湿病的种类很多，在雨天，由
于气压低，风湿病患者会感觉炎症加
重。

王先锋介绍，风湿
病人的关节及其周围
血管神经功能不健全，
血管舒缩不充分，皮肤

温度升降滞缓。潮湿时，湿度增高的刺
激会使关节神经的敏感性增强；而寒冷
会使肌肉僵硬，血流缓慢，血中和关节滑
液中一些蛋白质类物质增加，致使滑液
粘度增高，从而使关节活动受阻，产生疼
痛感或痛感加重。

风湿病人要防潮防淋雨，预防关节
疼痛不可太“贪凉”。关节疼痛大多与
风湿有关，导致关节疼痛的原因主要是
寒湿之邪乘虚侵及关节，诱发关节病
变。

此外，王先锋还建议患者要保持心
情欣然、愉悦，进行适度的活动，尽量减
少爬楼梯的次数，做好关节的保护，避免
出现关节扭挫、磕碰等损伤。

正确保健预防风湿

卫生计生
咸宁市卫生计生委协办

wei sheng ji sheng

冬季来了，大家都会选择泡脚来御寒
取暖。你知道吗，泡脚也会泡出“内伤”的，
今天，你正确泡脚了吗？

冬季手脚冰凉，让女性痛苦不堪，还会
带来很多其他的健康问题，影响日常生
活。冬季手脚冰冷多是身体气血虚亏所
致，因为手脚处于四肢的末端，血液循环不
畅、血流不足，都会妨碍到手脚的供暖。

改善手脚冰凉，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
是泡脚，每天保持水温在40度左右泡上半
小时，然后钻进被窝既能使血液畅通，又能
有助睡眠，同时可以改善手脚冰凉。

但是，泡脚取暖防寒，女性也要适可而
止，需知泡脚也存在禁忌，当心误伤健康：

★泡脚不要太久水温不要过高：

1、每次泡脚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20分
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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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血液会涌
向下肢，有人会因脑部供血不足感到头晕，心脑
血管疾病患者和老年人更是要格外注意。

2、泡脚水不能太热，以 40℃左右为
宜。如果水温太高，双脚血管容易过度扩
张，人体内血液更多地流向下肢，对患有心
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同时，水温太高容易破坏足部皮肤表面的
皮脂膜，使角质层干燥甚至皲裂。

★太饱太饿时都不宜泡脚：泡脚时避
免在过饱、过饥或进食状态下，因为沐足会
加快全身血液循环，容易出现头晕不适的
情况。饭后半小时内不宜泡脚，会影响胃
部血液的供给。

★预防脚部传染疾病：脚部传染疾病
一般有鸡眼、灰趾甲、甲周炎等，如果要预
防这类疾病，首先最好不要穿公共拖鞋，其
次在修脚的时候尽量用一次性或者消毒过
的工具，最后用醋和生姜放进脚盆里泡脚，

可以有效预防此类疾病的发生。
脚气患者要小心感染：患有脚气的人，

病情严重到起疱时，就不宜用热水泡脚，因
为这样很容易造成伤口感染。足部有炎
症、皮肤病、外伤或皮肤烫伤者也不宜泡
脚。另外，对静脉曲张或血栓患者来说，泡
脚也有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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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倡议书

亲爱的咸宁市民：
您可知道，随着医疗水平的提

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实施、
医疗条件大为改善，加上交通事故频
发、肿瘤发病率上升，人口老龄化等
因素导致就诊人次大增，无偿献血增
速赶不上临床用血量的增速，采供失
衡矛盾突出。我市每年需要3万多

人次献血，也就是每天需要100人次
献血才能满足临床需要，这么大的用
血量只有通过公民无偿献血才能保
证。为此，我们倡议：广大市民，积极
的“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
重来的生命”。

科学献血有益健康。最新科学
实验表明，坚持定期适量献血不但
对身体无害，而且有益于身心健
康。献血可以降低血液黏稠度，减
少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发病率；献
血能促进血液新陈代请谢，增加年
轻血细胞比例，使人头脑清醒，更具
活力；减少肿瘤病的发生率。无偿
献血者用自己的热血与爱心扶起他
人生命的希望，促进人们精神境界
的升华。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无偿献

血，健康储蓄。无偿献血量600毫
升以下，本人免费享用两倍量的医
疗用血。无偿献血量600毫升以上，
本人免费享用三倍量的医疗用血。
无偿献血量1000毫升以上，本人免
费享用无限量的医疗用血。无偿献
血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可免费享用
等量的医疗用血，市中心血站负责
报销血费。

您可知道，现在临床用血量大，
街头献血量不足，血液库存紧张。市
民朋友们，为了病榻前病患渴望的眼
神，为了手术台前医生焦急的期盼，让
我们人人都献出一点“血”，用涓涓细
流汇成不息的生命长河，使人道、互
助、无私、奉献的民族精神闪光！
献血热线：8256078；8265998
咸宁市献血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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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计委

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通讯员闵劲华报道：日前，市卫计委党组

书记、主任王勇就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机
关党员干部讲授了一课精彩的党课。

该委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纳
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和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为重点学习内容，制定周密学习计划和方案，组织
领导干部授课领学、党员干部在线自学、专家集中研讨
助学等方式，力求学深学透、融会贯通。重新修订了12
项机关管理制度，从岗位职责、财务支出、信访接待等方
面进一步严格规范管理。每周一定期召开主任办公会，
开展民主议事，落实“三重一大”制度，县级干部、科长、
科员之间定期相互交心谈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同时，该委以深入学习六中全会精神为抓手，加快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落实，全面落实“全面两孩”政策跟
进管理服务，持续实施“七个就医”的改善医疗服务行
动计划，安排4个专项检查小组开展卫生计生系统履
职尽责巡查工作，及时有效地解决系统内存在的突出
问题，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随着健康意识的增强，人们对健
康管理日益重视。血压、血糖等相关
健康指标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相关专家表示，对糖尿病、高血压患
者而言，降糖、降压不宜过于“激进”，
否则得不偿失。另外，对于盐分摄入
一直存在的争议，专家建议，过多或过
少摄入盐分都对人体无益，不妨遵循
“中庸之道”，日常饮食避免过咸的同
时，也应避免过于清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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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推进“明厨亮灶”工程建设

培训54家餐饮单位
本报讯 通讯员唐辉彬、李铖报道：10月28日，赤

壁市食药监局组织54家餐饮服务单位培训“明厨亮
灶”工程建设知识。

此次培训以开展省级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工作为契
机，以加强和创新餐饮食品安全社会管理为手段，以打
造“明厨亮灶、阳光操作”为主线，以餐饮服务单位食品
加工制作关键部位和重要环节为主要内容，使食品加
工制作环节“透明化”，让“后厨”可视可知可感，让消费
者明明白白消费。

该局自八月份以来，督促并指导“明厨亮灶”餐饮
服务单位全面改造升级，规范餐饮服务操作行为，努力
营造“安全、卫生、放心”消费环境良好氛围。此次培训
共发放食品安全防护知识资料108份，相关法律法规
手册54套。

官桥镇卫生院联合医院义诊

服务百姓健康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张弛报道：日前，嘉鱼县

官桥镇舒桥社区热闹非凡，来自县人民医院和县康泰医
院及官桥镇卫生院的20多名医学专家来到该社区福利
院，开展服务百姓健康行动。

据了解，为践行“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深入贯彻开
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让更多的孤寡老人能够
享受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提高其健康水平与生存质
量，官桥镇卫生院一方面邀请县人民医院和康泰医院
的11名专家教授来镇坐诊，一方面组织本院医疗骨干
陪同义诊服务。活动现场，县镇两级医院共为300多
名老年人量血压，测血糖，查“三高”及B超，并给老人
们提供合理化的治疗及保健方案，发放各类健康宣传
资料500多份，赠送常用药品及物资约3000多元。

全省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

我市喜获佳绩
本报讯 通讯员闵劲华、陈凯报道：近日，由省卫生

计生委、省总工会、省人社厅联合举办的湖北省基层卫
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在武汉举行，我市代表队以良好
的精神风貌、扎实的专业技能斩获团体二等奖和个人3
个单项奖。

本次比赛有全省各市州18个代表队参加，大赛分
理论闭卷笔试、现场技能操作及知识竞答三个环节。
经过两天紧张激烈的角逐，我市代表队樊启涛获得“城
市全科医疗组”一等奖、刘梦婷获得“社区护理组”二等
奖、王文清获得“农村全科医疗组”三等奖、咸安区高桥
卫生院团队获得团体二等奖的好成绩。

通过此次竞赛活动，充分展现了我市基层卫生计
生人员精湛的业务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同时也和
全省卫计专业人员交流学习了好的经验。

盐分摄入
限盐，真的越低越好吗？

不妨遵循“中庸之道”
众所周知，盐分摄入过高与高血

压的发生有一定关系，关于盐分摄入
的推荐量，也多有变化。2013年有
研究显示，每日摄入盐低于6克或高
于12克时，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反而
升高。2015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提示，摄入4克
钠的心血管病死亡率是最低的（换算
成盐大约为10克），低于或高于4克
钠的摄入，死亡率都将增高，也曾引
起轰动。

今年5月13日，中国营养学会发
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
议，成人每天食盐不超过6克。世界
卫生组织目前推荐的成人盐摄入量
为每日5克，并呼吁各国采取切实行
动减少盐摄入量，以减少公众罹患心
脏病、高血压、中风等疾病的风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
院心肺血管研究所赵冬教授表示，过
去10年间，中国居民食盐消费量从
每天11.8克下降到每天9.2克。尽管
与最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推
荐的每天6克仍有差距，但这种进步
难能可贵。对于盐的摄入问题，赵冬
表示，部分关于饮食盐的研究周期比
较短，限于研究手段，很难给出精准
答案。遵循中庸之道有一定道理，按
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每天吃6克
盐，摄入3克钠，是相对安全的，鉴于
个人的肾脏代谢能力不同，在世界范
围内也很难拿出统一的标准，但需要
注意的是，对于正常人群来说，不宜
吃得过咸，但也不应为了刻意控制食
盐摄入量吃得过于清淡。

人体正常血糖值为空腹在
3.9—6.1 之 间 ，糖 化 值 小 于
6%。并发症是糖尿病对人体最
大的威胁之一，从理论上来说，
所有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都应降
至正常值，才能避免并发症的
出现。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治
医师袁戈恒解释说：“根据国外
对降糖水平和药物使用的研究，
患者血糖降至正常水平，并发症的
发生随之下降，但患者死亡率会上
升。”此外，限于目前常用的降糖手
段，随着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接近正
常值，患者会出现体重增加、低血
糖发生率提高等。因此，将血糖

降至正常值反而得不偿失，尤其
是老年人，低血糖风险完全可能
抵消降糖产生的益处。

同时，在糖尿病引起的大血
管病变方面，强化治疗（即将血
糖降至正常水平）和常规治疗并
没有明显差别。

袁戈恒建议，早期糖尿病患
者积极降糖，能够实现降低总体
死亡率和大血管事件的效果。
因此，糖尿病人越早治疗，健康
获益越大。但对于糖尿病病程
较长的患者，降糖目标就不宜太

“积极”，降糖手段不宜太“过
激”。数据显示，多种药物共同
使用及大剂量的胰岛素使用，对
于年龄较大、病程较长且有心血

管病史的患者，反而可能会增加
死亡率。

除此之外，对儿童和孕妇应
强调综合管理，老年人控糖更需
谨慎。有研究发现，60岁及以
上的2型糖尿病患者出现至少
一次低血糖事件的比例高于60
岁以下的人群。另外，体重增加
也是导致糖尿病相关死亡率增
加的独立危险因素。

为了减少糖尿病并发症风
险，患者存在降血糖的实际需
求，但降低的程度，需要平衡体
重、低血糖风险等因素，达到最
佳控制水平，总体来看，大多数
患者全天血糖在7—9之间是适
宜的。

去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公布的一项研究引发巨大关
注。研究结果显示，高血压控制
目标应该比现有指南标准更低，
140毫米汞柱不应该是高血压
控制目标，为了减少中风和死
亡，应将收缩压控制在120毫米
汞柱之内，这可使患者的死亡及
心血管事件风险分别降低30%
与25%，而我国相关指南建议高
血压患者血压控制在140／90
毫米汞柱。

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
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赵威表示，

这一结果需谨慎看待，研究入选
人群均经过了筛选，强化治疗带
来的健康益处更多在心衰的发
生率降低，但这并不具有普遍意
义。

也有研究指出，当高血压患
者的血压水平高于115/75毫米
汞柱时，心血管疾病风险便明显
升高。国际上对于血压控制的
水平，也一直存在争议。就目前
的证据而言，尚不能将120/80
毫米汞柱确定为降压目标，更不
能简单推广至所有的高血压患
者。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教授陈
伟伟也曾表示，根据目前国内指
南，控制目标应在140/90毫米
汞柱以下，“如果能够耐受，可以
进一步降低”。但这并不具有普
遍意义。举个例子，对于高血压
合并冠心病的患者，血压控制水
平并非越低越好。通常来说，冠
心病患者的舒张压水平不适合
降到60毫米汞柱以下，甚至个
别患者在70毫米汞柱以下就可
能会出现心绞痛。（本报综合）

血压，必须降至120/80吗？
不同患者区别对待，不宜“激进”血压控制

血糖，都要降到正常值吗？
病程较长患者控糖需谨慎血糖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