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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深处施仁心
记者 王远远 特约记者 胡剑芳

他是一个医生，也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
在平凡的岗位上，他默默坚守，用行动诠释着“医
者仁心”的内涵。9日，记者来到咸安区妇幼保健
院，听取了医生熊良淦的故事。

作为一名全科主治医师，从医20年来，熊良
淦早已习惯了年头到年尾“白加黑”的生活。

2004 到 2011 年，熊良淦在桂花镇卫生院
上班，乡镇医院条件差，门诊室白天看病，晚上
换套铺盖，就变成了值班室。特殊条件养成特
殊习惯。那几年，熊良淦每晚不脱衣睡觉，一
有响动马上爬起来。2006 年的一个夏夜，一
名女患者凌晨被毒虫叮咬，来医院就诊时呼救
都困难，声音微弱。刚睡下不久的熊良淦一骨
碌起来，发现患者全身风团，口唇紫绀，已到了
过敏性休克的地步。熊良淦火速叫醒护士、药
房医生，给予抗过敏、抗休克治疗，患者终于转
危为安。

后来，熊良淦调到了区妇幼保健院，岗位变
了，但他对工作的忠诚和对患者的关爱丝毫未
变。

去年秋季，有一患儿低热不适前来就诊，其祖
父直接要求开药吃。熊良淦发现患儿精神差，询
问还有头痛、呕吐、嗜睡等现象，检查患儿项强，病
理征阳性。熊良淦诊断：“患儿有脑膜脑炎，请速
到上级医院住院。”患儿祖父十分不高兴地走了。
没想到半个月后，老人特地前来道谢：“熊医生，您
救了我孙儿的命呀！”原来，患儿后来去市中心医
院就诊，医生说幸亏来得早，如果再晚来，孩子性
命就危险了。

“他是一个工作认真的人。”熊良淦的同事讲
起一件事：2015年4月，有一次熊良淦当班，由于
患者多，身体严重透支，晕倒在卫生间里，右眉骨
肿起老大一个包。大家都劝他休息，他硬是坚持
照常上班：“咬一咬牙，挺过去就好了，医院人少，
请假影响别人。”

事实上，熊良淦自己也是个病人。连续6年
的过敏性荨麻疹、过敏性紫癜、哮喘让他身心疲
惫，每天要大把吃药，长期吃药造成药物性肝炎、
造血功能低下。去年输尿管肿块阻塞、左肾功能
衰竭住院手术，术后半个月，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上。

尽管是从医20多年的资深医生，但熊良淦从
未放弃学习。熊良淦的爱人说，书房里堆得满满
的全是他的书，做的读书笔记也堆得老高。熊良
淦常说，“学习没有休止符，学了总会在不经意中
用到。医术精纯了，就能救人命。”

冬季，室内外的环境变得干燥，不少家庭和办公场所都开始选择使用加湿器让空气变得湿润。然而，近日网上盛传，加湿器使用过程中会

造成霉菌滋生，很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甚至会引发“加湿器肺炎”。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目前，许多加湿器生产厂商推出了给
加湿器加料的新产品，同时，网络上也流传
加湿器众多“神奇”用途：在水箱里加一包
板蓝根，吹出来的雾气可预防感冒；加一纸
杯食用醋，吹出来的雾气有杀菌作用；加半
纸杯盐，调成淡盐水，吹出来的雾气可舒缓
喉咙痛和慢性咽炎……

这些给加湿器“加料”的做法，对人体可
以说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加料”不当，比如随
意加入醋、香水、板蓝根、风油精等，改变正常

的空气环境，会造成人体不适，尤其是过敏
体质的人，极易出现呼吸道疾病。醋虽然可
以通过雾化作用扩散到空气中，但是醋酸在
空气中的浓度非常低，根本就达不到杀菌的
作用，尤其是熏醋浓度过高、时间过长，会刺
激呼吸道，导致气管炎、慢阻肺、哮喘等疾病
急性发作。香水等化学液体经雾化后会弥漫
在空气中，人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会对呼
吸系统产生刺激，对于原本患有呼吸系统疾
病的人来说还可能加重病情。

加湿器“加料”有害无益
“加湿器肺炎”与夏季常见的“空调病”

相似，都是由于有害微生物经空气进入人
体的呼吸道，引发了炎症造成的。气候干
燥不利于空气里、灰尘中、物品上的各种微
生物生存，而随着人们使用加湿器的时间、
次数大增，空气中水分随即增多，再加上温
度升高更适合生长，一些微生物就会趁机
萌动，进而侵袭人体。

“加湿器肺炎”是怎么染上的？事实上，所
谓“加湿器肺炎”，不仅单指肺炎一种疾病，还
包括因不当使用加湿器造成的呼吸道系统的
一系列疾病，其中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
炎、哮喘等。同时，在冬季，人体的上呼吸道菌
群要比夏天多，肺炎链球菌明显增多，在感冒

发烧、咳嗽等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情况下，这些
正常的菌群进入肺部，容易造成肺炎。

专家表示，过度加湿、加湿器不注意清
洁卫生，与诱发呼吸道疾病有一定关系，但
这并不是说使用加湿器就成为肺炎的主要
病因，一般情况下，自身有足够的抵抗力，
引发肺炎的可能性比较小。居家湿度过高
和过低都会影响人体健康。60%-70%是
人体感觉舒适的空气湿度，空气湿度若超
过这个比例甚至达到90%，一天半天影响
不大，但长此以往对人体有害。当空气湿
度小于50%时才考虑增加湿度，此时人体
多数有嘴唇干裂、鼻孔干燥甚至出血、喉头
燥痒、咳痰难等表现。

加加湿器的使用湿器的使用，，关键是要干净关键是要干净。。干净包干净包
括机器干净括机器干净、、房间干净房间干净、、水干净三方面水干净三方面。。加湿加湿
器应每天换水器应每天换水，，而且每周清洗而且每周清洗，，以防水中的微以防水中的微
生物散布到空气中生物散布到空气中。。至于加湿器到底应装什至于加湿器到底应装什
么水么水，，很多读者并没有过多关注很多读者并没有过多关注。。实际上实际上，，曾曾
经有高校做过一项实验经有高校做过一项实验，，分别让加湿器使用分别让加湿器使用
了纯净水了纯净水、、矿泉水和自来水矿泉水和自来水，，监测监测空气污染情空气污染情
况况，，实验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实验结果让人大吃一惊：：

纯净水纯净水，，PMPM22..55值值，，2020毫克毫克
矿泉水矿泉水，，PMPM22..55值值，，3030毫克毫克
自来水自来水，，PMPM22..55值值，，340340毫克毫克
空气质量参考指数标准空气质量参考指数标准：：PMPM22..55 值值，，

00——5050毫克毫克，，空气质量一级空气质量一级
PMPM22..55值值，，5151——100100毫克毫克，，空气质量二级空气质量二级

PMPM22..55值值，，大于大于300300毫克毫克，，重度污染重度污染
所以所以，，如果想使用加湿器又想健康的如果想使用加湿器又想健康的

话话，，最好使用纯净水或矿泉水最好使用纯净水或矿泉水。。专家分析专家分析
指出指出，，自来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自来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会对加湿会对加湿
器的蒸发器造成损害器的蒸发器造成损害，，同时同时，，水中的氯分子水中的氯分子
和微生物有可能随水雾吹入空气中造成污和微生物有可能随水雾吹入空气中造成污
染染，，大肠杆菌含量也较高大肠杆菌含量也较高。。

由于水质较硬由于水质较硬，，自来水中含有的钙铁自来水中含有的钙铁
离子成分较离子成分较多多，，一旦经过加湿器雾化到空气一旦经过加湿器雾化到空气
中中，，会刺激呼吸道黏膜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因此因此，，建议加湿器中建议加湿器中
不要使用自来水不要使用自来水，，否则易造成细菌的繁殖和否则易造成细菌的繁殖和
传播传播，，使人体感染呼吸道疾病的风险增加使人体感染呼吸道疾病的风险增加。。
但别以为使用了纯净水或矿泉水就安全但别以为使用了纯净水或矿泉水就安全，，还还
需要经常给加湿器消毒需要经常给加湿器消毒，，建议每周一次建议每周一次。。

加湿过度易致病

加湿器的使用，关键是要干净

使用过程须注意

空气加湿的选择很多样

冬季补水很重要 加湿误区应谨防

你的加湿器用对了吗？

专家表示，在使用加湿器的过程中，一
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不要长时间开着。室内空气湿度并不
是越高越好。空气湿度太高，会让人感觉胸
闷、呼吸困难。如果室内特别干燥，最好每2
小时停一段时间，并开窗让空气流通。

根据天气变化调节挡位。如果加湿器
不具备自动恒湿功能，就需要根据对应的
挡位，手动调节湿度和喷雾大小。始终保
持同一个挡位会让加湿效果大打折扣。应
该根据室外空气湿度的变化，来调节加湿

器的挡位，让室内湿度处于一个相对平衡
的状态，建议可以配上湿度计使用加湿器，
以合理控制室内湿度。

加湿器要定期清洗。加湿器如果长时
间不清洗，就会滋生细菌。细菌随着湿气
进入空气中，就可能诱发呼吸道疾病。加
湿器应勤换水、勤清洗。

位置摆放有讲究。加湿器最好放置在
1米左右高的稳定平面上，尽量远离热源、
腐蚀物和家具等，还要避免阳光直射。同
时，人体应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增加室内空气湿度，加湿器并非唯一
选择。

多养点儿绿色植物。绿色植物是室内
天然加湿器，能调节温度和湿度。建议选
择一些体积小巧、晚上也能释放氧气的植
物，如吊兰、芦荟、虎尾兰等。

地上放一盆水，或者拖拖地。一些特
殊人群，如关节炎、糖尿病患者不宜使用加
湿器，可以用一盆水来代替。每晚睡前，可
将一盆清水放置在卧室的暖气片下面，让

空气变得湿润，避免晨起后口鼻干燥，还能
减少静电产生。

把宝宝的湿手绢放在室内。如果有宝
宝的话，可以把宝宝湿的小手绢、小衣服之
类的放在室内，占地面积不会很大，可以缓
解空气的干燥。

以上是解决室内空气干燥的方法，冬
天人体也会干燥缺水，大家要多喝水、多吃
水果注意补水。

（本报综合）

10日，我市召开题为“抓好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整治，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的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在会上，市安监局局长郑耀英说到，此

次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整治不仅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意义重大，责任重大。各县（市、区）要按照安全生

产属地管理责任，建立部门联合工作机制，通力协作，加大联合执法的力度。采取控制源头、取缔二级批发、规范零售行为、打击生产经营违法违规

行为的措施，通过综合督办，行业专项检查等手段，进一步落实行业管理责任。加强对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储存、销售、燃放等关键环节的安

全监管。各企业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和认真执行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杜绝“三超一改”、违规经营储存，确保安全生产，让老百

姓过欢乐祥和的春节。来自全市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公安以及烟花爆竹生产单位、批发企业、经营企业的近60家单位参加的会议。

安全生产，责任重大。各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要
把安全生产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企业要严格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切实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专项工作，
为实现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老百姓度过安
全祥和的春节做出积极的贡献。

高度重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提高烟花爆竹安
全生产意识

烟花爆竹安全，涉及到千家万户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今年以来，全国范围
发生多起烟花爆竹事故，2016年9月8日19时50分左
右，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潭埠镇彩天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晟泰分厂亮珠生产线发生一起燃爆事故，造成2人死亡、
1人受伤。9月20日17时30分左右，湖南省郴州市宜章
县一六镇栏杆岭村一处山上养鸡场内，一非法生产硝纸
（供当地企业违规生产同时引爆多个爆竹的涂有烟火药
的纸片，属违禁爆炸物品）的作坊发生爆炸，造成6人死
亡。12月24日，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黄河涯镇九龙庙村
村民非法生产烟花爆竹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2017
年1月6日，北京朝阳群众协助警方捣毁一非法储存烟花
爆竹窝点，民警依法收缴各类非法烟花爆竹169箱，3380
公斤，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两名违法人员。上述几起案例
让人痛心，引人深思，也体现国家对烟花爆竹违法人员的

严厉措施。
我市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5户，涉及崇阳县、赤壁

市；批发企业13家，覆盖全市6 个县（市、区），并有部分产
品销往市外、省外。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涉及生产、经营、
运输、储存、销售、燃放等环节，稍有松懈，极易发生安全
事故。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级
各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对烟花爆竹的安全监管，加大了隐
患排查治理力度，我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向好，
2015年、2016年全市烟花爆竹领域零伤亡。但我市烟花
爆竹企业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底子薄，从业人员素质低，
专业人员少，安全基础相对较差，且点多面广，监管压力
大；特别是在烟花爆竹领域凭经验、凭习惯管理的模式普
遍存在，为安全生产埋下了大量安全隐患；部分企业安全
管理水平不高，安全管理人员不尽职履责，对于违章操作
视而不见。上个月，市安监局在检查中发现，我市烟花爆
竹生产企业存在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现场管理不规范、
非法私自储存（二级批发委批点）、生产企业“三超一改”、
违反操作规程、忽视隐患整改闭环管理、培训教育不到位
等问题。当前春节临近，烟花爆竹生产、销售、运输、燃放
进入旺季，也是生产安全事故易发、高发期，加强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各生产经营单位和部门监管同志务必高度重视烟花
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牢固树立常抓不懈、一抓到底的思
想，充分认识烟花爆竹事故的严重危害性，认真开展烟花
爆竹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加强烟花爆竹“打非”等安全监
管工作，进一步强化各项检查整治措施，从严查处打击违
法犯罪活动，坚决杜绝事故发生。

从严抓好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整治，“重拳”打击违法
违规行为

按照国家、省统一安排部署，市安委会决定，在全市
范围内组织开展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整治活动。

要落实管理职责 各县（市、区）要按照安全生产属
地管理责任，建立部门联合工作机制，通力协作，加大联
合执法的力度。落实行业管理责任，加强对烟花爆竹生
产、经营、运输、储存、销售、燃放等关键环节的安全监
管。各企业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和认真
执行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杜绝“三超一改”、违规经营
储存，确保安全生产。

要突出关键环节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涉及环节多，
监管难度大。安监部门要抓住生产经营环节，落实监管
责任，规范企业安全管理，打击和治理“三超一改”等违法
违规生产行为；公安要针对运输、燃放等环节，加强执法
检查，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运输和非法经营。对非法生产
经营的单位和个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各县
（市、区）要高度重视，对所有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进
行全面细致地排查，逐环节、逐部位严格督促落实各项安
全防范措施。在加强对生产经营企业和零售店严格监
管、严格执法的同时，要把打击非法生产、非法经营（储
存）、违章操作、改变工房用途、零售店不合规作为重点。
对存在的事故隐患，要督促限时整改到位。对排查出的
隐患和问题，要登记备案，限期整改，并落实验收责任人。

要严格源头管理 要抓住企业是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这一责任主体，把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作为整治的重要任
务和核心内容。各生产、经营企业要严格自律，立即开展
自查自纠，迅速整改事故隐患，迅速纠正违规、违章、违法
行为，确保安全生产经营。对以后检查中发现的企业管
理混乱、规章制度不健全、培训不到位和违法违规生产、
经营等问题，要一律停产整顿，严厉处罚，严格追究企业
负责人的责任。对在此期间发生责任事故的企业，一律
依法予以关闭。

加强领导，严肃追责，狠抓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涉及面广、战线长，管理难度

大。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实际，迅速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
治。特别是要抓好重点区域、重点部门和基层单位责任
的落实，加大重点问题的整治力度。对重视不够、行动迟
缓、工作不力和因工作不落实、排查整治不到位，导致辖
区内发生烟花爆竹责任事故的，要严肃追究主管领导的
责任。安全生产是高压线，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失去
了安全生产这个基础，一切都将归于零，因此，宁可不生
产、少生产，也要确保安全生产

年终岁尾，是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高发、易发时期，
各级各部门必须坚持不懈地抓好各项安全生产工作。一
是要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结合冬季安全生产工
作的特点，把检查、排查的重点放在烟花爆竹薄弱环节和
最容易发生事故的部位上，二是加强烟花爆竹道路运输

安全监管工作。随着春节临近，烟花爆竹运输量增大，严
格把好运输审批关是关键。三是强化安全值守。各县
（市、区）、企业要严格安全值班和事故专报制度，带班领
导和值班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不得擅自脱岗。要切实
保障信息通畅，做好突发事故的预防，加强监测监控，一
旦发生事故要及时上报并果断采取措施，防止事故进一
步扩大。

筑牢安全生筑牢安全生产防火墙产防火墙
——我市开展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整治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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