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核病防治活动掠影

咸宁市结核病防治技术研究中心

挂牌成立
在第22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来临之际，由咸宁市科

技局授牌的“咸宁市结核病防治技术研究中心”在咸宁市结
核病防治院成立。

该院创建于一九七九年，是咸宁市唯一的独立结核病防
治专业机构，承担着结核病的预防、治疗、督导管理及所辖
县、市、区结核病防治业务的技术指导工作，在结核病的预
防、诊断、治疗、管理上形成了独特优势，尤其是在重症、复
治、难治耐药性结核病及合并症的诊治上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防治水平处于全省前列水平。先后评为“先进基层党组
织”、“红旗党支部”“先进集体”、“好医院”“群众满意窗口单
位”。

“咸宁市结核病防治技术研究中心”的成立，旨在加强结
核病防治体系创新、专业新技术临床推广工作，减少科技成
果转化的中间环节，提高现有科技成果的成熟性、配套性和
系统性水平，同时培养一批高水平、高层次的结核病防治专
业技术人才，促进医院更快更好发展。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肺结核早已
经不再是不治之症，这个病似乎远离了
我们的视线。但是近年来，结核病疫情
在全球都有回升，我国一些地方在校学
生中发生结核病疫情有明显增加趋势，
有的学校甚至在短时间内连续发现多
例学生暴发肺结核病事件。如某省高
级中学在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
发现64名学生患了肺结核；更加令人
触目惊心的是有个别学校，发现住在同
一宿舍的8名学生中就有5人同时发生
肺结核；某市高考后有30名学生因患
肺结核病而失去了被录取的机会。这
不仅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体健康，也严
重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

其实，结核病并不可怕，完全可以
预防和治疗。引起学校群体肺结核多
发的原因主要是大家缺乏结核病防治
的基本知识，不能及时发现学生中的

肺结核病人，因为学生上课、住宿等都
是生活在一起，很容易造成学生之间
传播。此外，学生学习压力大以至无
暇顾及自身的健康，如果营养条件和
体育锻炼再跟不上，就会导致机体抵
抗力下降，很容易发生结核病。由此
可见，加强学校结核病防治和健康教
育是非常重要的。

多年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结核病防治工作，我市卫生部门和教
育部门就结核病防治联合发文加强学
校结核病防治工作，保障师生健康。
所以，做好学校结核病防治工作，是学
生传染性疾病防治工作的一个主要任
务。我们要从思想上提高防治结核病
的意识，要从行动上做好预防结核病的
工作，要从措施上阻断结核病在校园蔓
延。因此，要求大家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积极发现学生中的肺结核

病人，努力控制传染源。要坚持晨检
制度，肺结核病的常见症状主要有咳
嗽、咳痰，有些病人还会出现咯血。如
果发现有连续咳嗽、咳痰三个星期以
上或者痰中带血的学生，就要怀疑得
了肺结核，班主任要及时报告校医和
学校领导，并尽快与家长取得联系，及
时带学生到结核病防治专业机构检
查。目前，我国对肺结核病人实行免
费痰涂片和X线检查并实行免费抗结
核药品的治疗政策。

第二，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教
室、寝室等场所要经常通风换气，保持
环境清洁卫生；师生要培养良好的卫
生习惯，不要随地吐痰，咳嗽、打喷嚏
或大声说笑时应用手纸巾捂住口鼻，
避免结核病菌通过飞沫传给其他人。

第三，要加强体育锻炼，生活要有
规律，注意饮食营养和睡眠充足，保持

健康心理，增强机体抵抗力，尽最大努
力减少发病机会。

第四，一旦发现学生或教职工得
了传染性肺结核，一定要休学或者休
假在家隔离治疗，避免传染其他人
员。治疗期间按医生要求坚持服药
6～8个月，待传染性消失后，凭结核病
防治机构的证明才能复学、上岗。

第五，如果得知哪位学生的家庭成
员或周围有人有了结核病症状，请你提
醒他及时到当地结核病防治专业机构诊
治，如果确诊是结核病，应鼓励他坚持按
时服药，并采取防护措施避免传染。

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做好
结核病防治工作，为打造健康、文明、平
安的校园而努力。只有社会共同参与
结核病防治，才能形成我市良好的健康
管理生态，全面控制我市结核病疫情。
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消除结核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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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结核病防治院咸宁市结核病防治院

3 月 24 日是第 22 个“世界防治结核病

日”，今年宣传活动主题是“社会共同努力，消

除结核危害”。 结核病已成为全世界成人因

传染病而死亡的主要疾病之一，据世界卫生

组织报道，目前全球 1040 万人患结核病，

2015年有 180万因结核病死亡。据调查，我

国结核病防治工作还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

战。目前我国仍是全球 30个结核病高负担

国家之一，每年新发结核病患者约 90万例，

位居全球第3位。

核心
提示

看到肺结核的发病人数，想必会
引起大家的关注了。我们说到肺结
核，很多人都会觉得那很陌生，距离我
们很遥远，有的会想到了《红楼梦》里
的林黛玉，想到了鲁迅先生的小说
《药》，认为不过是旧时小说中的事
情。结核病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疾
病之一，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
传染病。人类与结核的斗争史至少有
两千多年。肺结核过去在民间被称为

“肺痨”，有一句俗话叫“十痨九死”，
“痨”指的就是结核病。一提到肺结
核，大家就会想到“饥饿”、“贫穷”等等
的字眼。的确，结核病与营养不良、劳
累、机体抵抗力下降等有关。

什么是结核病？
在医学上肺结核是指由结核杆菌

侵入人体肺组织，并产生结核病灶，出
现相应的临床表现，是慢性呼吸道传染
性疾病，属于我国法定传染病管理中的
乙类传染病。肺结核主要通过患者咳
嗽、打喷嚏或大声说话时喷出的飞沫传
播给他人。患肺结核后如果不能及时、
彻底治疗，会对自己的健康造成严重威
胁，而且还有可能传染其他人。

肺结核会有哪些症状：
连续三周以上的咳嗽、咳痰通常是

肺结核的一个首要症状，如果同时痰中
带有血丝，就有极大的可能是得了肺结
核病。其它常见的症状还有低烧、夜间

盗汗、午后发热、疲乏无力、体重减轻等。
怀疑得了肺结核该怎么办呢？
在我国各县（区）都设有结核病防

治机构，专门负责肺结核的诊断、治疗
和管理工作，在结核病防治院检查和
治疗肺结核可以享受国家免费政策。
应及时到这些机构检查和治疗，主要
的检查项目有查痰和拍胸部X光片、
PPD、蛋白芯片、支气管镜等。?如果
是到综合医院看病，一定带好口罩首
选发热门诊，防止传播他人，根据国家
卫计委规定，医疗机构发现的肺结核
患者（除需要入院治疗的急重症肺结
核患者外）均应转至结核病防治机构
或指定的医疗机构实施归口管理。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肺结核能否治
愈的关键。只要坚持正规治疗，绝大
多数肺结核患者是可以治愈的。
我们平时应该如何预防肺结核呢？

预防结核病传播主要的措施是及
时发现并彻底治愈传染性肺结核病
人。根据肺结核主要是经呼吸道途径
传播的特点，做好人口密集场所的通
风和环境卫生工作，锻炼身体，合理饮
食，劳逸结合，增强体质，特别是不随
地吐痰、勤洗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为新生儿及时接种卡介苗，对于
预防儿童结核病，特别是预防结核性
脑膜炎、急性血行播散型结核等重症
结核病具有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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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大观

桂花米酒
记者 朱亚平

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收集各种大
小不一的漂亮瓶子。母亲收集瓶子就是为了能将做
好的米酒，分送给亲戚朋友品尝。

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我常常蹑手蹑脚地掀开妈
妈盖在米酒上的棉被，看看米酒发酵了没有，闻闻米
酒有香味了没有。每次被妈妈撞上，她都会点着我
的额头说：“又着急了吧，小馋猫！”那场景，我现在想
起来还会忍不住发笑。

桂花米酒白如玉液，清香袭人，浓而不沾，稀而
不流，食后生津暖胃，回味深长。小尝一口，甜润爽
口。

制作这样一道美味可口的甜品，过程并不简
单。先选择咸宁本地出产的优质糯米为原料，提前
一晚用水浸泡，泡到米用手可以碾碎的状态。

将糯米放置于屉布上，中大火蒸50分钟。蒸好
的米晾凉至30度左右，放入开水消毒的容器中。再
用凉开水把米冲散，冲散的米中加入米酒曲拌均匀，
放进一个坛子里，表面拍实，中间用手摇一个窝，表
面和窝里再撒一点米酒曲，最后在圆窝内倒入些凉
白开，以倒满窝为宜。

把装了米的坛子密封，再裹上厚厚的棉被，糯米
在坛子里发酵，剩下的就交给时间。24小时之后，
米酒就会慢慢出来了。

米酒发酵好后，最好的搭配便是桂花了。咸宁
是“桂花之乡”，桂花资源全国第一，老家几乎家家户
户都栽种了桂花树。

母亲每年秋天会将后院的金桂收集好，放些糖
腌制起来，做菜、做甜品时放一点，总能让食客们吃
得很开心。米酒加入桂花后，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沁
人心脾的酒香和桂花的香甜气息。

出嫁后，因为平常不能陪在母亲身边，所以母亲
每次送过来的桂花米酒，我都特别珍惜。因为桂花
米酒代表着家人对我的思念，它总能让我感受到生
活的甜蜜和希望。

杯花草连巷陌，野樱灿若霞！三月的崇阳，是南鄂最富诗情画意的地方——

崇阳野樱等你来赏
酝酿了一个冬天的旅行，早已

迫不及待，而这次的“赏樱月”活动
则为你搜罗崇阳各类美景，带上你
爱的TA，来崇阳追寻春天的步伐！

《崇阳县志》云：龙泉山，一名
河山，据县治四十里，金塘坳北
起。层嶂横亘半空，上有居民村
落，径路陡绝，相传葛洪采药经
此。山周二百里，邑南山之最大
者。其峰峦随处异名，分治天下。

龙泉山由东向西有西笼峰、雷
岩、思议坳、楂枒山、鲁溪崖、白崖
山，横跨金塘、港口、铜钟青山四个
乡镇，自然野樱数万亩。

得天地于独厚，钟灵秀于南
鄂。

中国崇阳首届龙泉山“赏
樱月”活动时间：2017年 3月
21日—4月20日。为了让大
家拥有更佳的观赏体验，特制
定出了以下游玩线路：

浪口温泉度假区赏花游玩
游玩时间：2天
第一天：
08:30-11:00
武汉-崇阳县大岭村
11:00-12:00
农家乐，涂鸦小镇游览
12:30-16:00
龙泉山赏樱花
16:30-17:30
大岭-浪口温泉度假区

（喜悦度假公寓）
18:00-19:00
悦鱼堂晚餐
19:00-22:30
泡温泉、看电影
第二天：
09:00-11:00
乘索道观天然太极、游隽

水看十里画廊
11:00-14:00
狮子崖营地、骑马、体验农

家土灶柴火饭
14:30 返程回武汉

 





































 













 













 














 













 











































龙泉山野樱花
龙泉山由东向西有西笼

峰、雷岩、思义坳、楂枒山、鲁
溪崖、白崖山，横跨金塘、港
口、铜钟、青山四个乡镇，自然
野樱数万亩，得天地于独厚，
钟灵秀于南鄂！

森林温泉
远离喧嚣，独享宁静；68个大小形

状不一的原汤泡池，因地制宜，独特的
自然环境让温泉浑然与天地相连；浪
口温泉，是崇阳的百泉之首，已有千余
年的历史。

古书赞其“沸热如汤，可以愈疾”，
温泉日出水量达4000立方米，平均水
温45℃.，富含偏硅酸、镁、锶、氡、碳酸
钙，是优质的天然医、饮两用矿泉水，
有益于皮肤和骨骼，经常泡浴可治疗
关节炎等多种疾病。雾气弥漫中的亭
阁相互掩映、水雾中灯火星星点点，仿
佛置身于梦中。

（本报综合）

燕子垭索道
体验燕子垭索道(登山运

动),登高望远，俯视景区全景,
感受一览众山小，在露天休息
台上俯瞰隽水河，呈现出太极
八卦图，会不由感叹大自然的
造化神奇。

十里画廊
横穿整个崇阳县城的隽水河像蜿蜒的玉带，缠绕

在苍翠的奇峰间，不时可见水鸟追逐，白鹭相伴、渔船
点点，河水平静如镜，倒影成景，无比秀丽。

隽水河是崇阳的母亲河，此河清新隽美、九曲回
肠，汇集了59条山野溪流，形成了充满诗意的十里画
廊、鸟类天堂乡野景观氛围。从上游往下依次可见到：

“桃园春霁”、“水滴石穿”“渔舟唱晚”、“望夫墩”、“隽水
人家”、“飞翠亭”、“老青茶屋”、“洪下竹海”八大景点。

狮子崖营地
前往狮子崖营地亲手采摘

纯天然绿色食材，野钓生鱼，体
验柴火土灶农家饭菜；更有萌宠
乐园、植物科普园、马术俱乐部、
沙滩排球、BBQ等项目等着你一
一体验。

游闲 咸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