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养结合四种模式走在前列

实现家庭发展和社会管理双赢

突出文明健康致富主题

创建幸福家庭活动，是实现中国梦的
重要途径，是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具体实践，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有效载
体。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文明、健康、优
生、致富、奉献”主题，坚持“党政统筹，卫计
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指导方针，积

极开展创建全国幸福家庭示范市活动，使我
市家庭发展能力和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市委、市政府始终发挥统筹引领作
用，先后印发9个关于计生奖励和幸福家
庭创建工作的文件。建立长效保障机制，
从10个方面给予农村计生家庭以优先优

惠，各级政府每年投入3000多万元用于落
实各种计生奖励扶助和幸福家庭创建。
2013年把“筹资4000万帮扶1万名计生
家庭脱贫致富”作为政府十件实事之一；
2015年，在全省率先统一了城乡计生特殊
家庭的特别扶助金标准。

相关部门先后把家庭发展融入健康
扶贫、教育扶持、农业开发、新农保、最低
生活保障。通过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和
人口学校、文艺演出、宣传用品、进村入户
等形式，建立完善人口文化广场30余个；
开展了孕妈妈瑜伽课、“服务百姓健康大
型义诊”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发放宣
传资料120万余份，惠及群众63万余人，
吸引了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全市共建立 107 个项目基地，培植
1036个示范户，带动18800户计生家庭发
展致富，6个县市区实现“幸福工程”项目
全覆盖。对农村计生家庭领取养老金给
予增加基础养老金的优惠，每年近6000人
获得70万元养老补助。实施廉租房等保
障性住房以及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对计生

困难家庭优先照顾。每年有近7500名农
村计生家庭子女享受到义务教育的优惠，
7000多人次享受培训和就业优惠。

我市推进关爱女孩“双千”行动、金秋
助学活动、“幸福工程”；建立计生特殊家
庭“1＋N”联系人制度，在各级医疗服务单
位开通特扶家庭就医绿色通道；大力推进

计生特殊家庭帮扶项目，开展“一对一”专
业志愿服务，为失独家庭提供专业的心理
辅导。由于关爱扶助工作扎实有效，切实
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实现
了家庭发展和社会管理双赢。

创建幸福家庭，扎实开展系列宣传倡
导、健康促进和致富发展活动，切实提高

了城乡家庭尤其是计划生育家庭的发展
能力，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欢迎和认
可，已经成为计生工作转型发展、增进社
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我市将迎着新时代的步伐，继续向幸
福迈进！

长期熬夜危害多 冬天护肤应注意些什么？

5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江世栋

电话：0715－8128771

2018年1月5日 星期五

E-mail:jiangshidong1989＠163.com健康咸宁

卫生计生
咸宁市卫生计生委协办

wei sheng ji sheng

jian kang jiao yu

教育

核心提示

千滚水有亚硝酸盐会致癌？

真相：反复烧开的水里，确实有亚硝酸
盐，但离致癌还远着呢。

所谓的千滚水，就是反复烧开的水。
在大家口耳相传中，千滚水被扣上了亚硝
酸盐超标、致癌、造成身体缺氧等种种罪
名。自来水中含有硝酸盐，在反复烧开的
过程中，由于高温缺氧，的确会有部分硝酸
盐转化成亚硝酸盐。但是，即使多次反复
烧开，自来水中的亚硝酸盐含量也很低。

让我们看看实验室的测定：
自 来 水 中 的 亚 硝 酸 盐 含 量 为

0.007mg/L；

烧开1次后，亚硝酸盐为0.021mg/L；
烧开20次后，亚硝酸盐为0.038mg/L。
这个量是远远低于国家生活饮用水的

标准的（≤1mg/L），因此我们用不着担心
“亚硝酸盐中毒”“致癌”的问题。

“阴阳水”不能喝？

真相：凉开水和热水混合着喝，完全没
问题。但如果是生水和热水混合，有可能
病从口入。

有一种民间流传的说法，认为把自来水、
井水、河水等生水与热水混合是就“阴阳水”。

生水和白开水混合着喝，非常有可能
导致疾病。自然环境中的水，可能含有有
害微生物，不能直接喝，也不要把这样的生
水掺入热水中。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电影
《生存家族》里，爸爸喝了一口溪水，紧接着
惨兮兮地蹲在暴风雨中拉肚子。

但是可以把凉开水和热水混合喝。比如
混合热水和放凉后的开水、桶装水、瓶装水，
其实就是把不同温度的水混合在一起而已。

纯净水缺矿物质，有害健康？

真相：纯净水的确缺乏矿物质，但我们

不是靠喝水补充矿物质的。
“纯净水缺乏微量元素，长期会导致缺

乏营养，损害健康。”
这样的言论，在朋友圈和不少水产品

广告中都出现过。
喝水，只是为了满足身体对于水的需

要，我们吃的一日三餐才是获取营养素的
主要途径。

计算一下，每天喝4瓶含矿物质的矿
泉水，一共 2L，能被你喝进去的钙只有
8mg（4mg/L），而推荐每日钙摄入量是
800mg。4瓶这样的水加起来，还不如一
口牛奶中的含钙量多，所以我们肯定不是
依靠喝水来补充矿物质。

喝硬水会导致结石？

真相：没有证据能证明硬水会导致结
石或其他健康问题。

大家常说的“硬水”，其实是指钙、镁离
子含量较高的水。最典型现象，就是烧水
壶用久了会出现水垢。

喝硬水会导致结石，其实完全是个谣传。
硬水对人体无害，钙和镁都是人体必

需的元素，而且多数人的钙镁摄入量都偏

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硬度高的水，还能

补充一部分矿物质。当然，也远远不够日
常所需，补充矿物质的正道，还是均衡的膳
食。

更何况，即使每天喝2L硬水，其中的
钙含量也不过150mg左右，还不如一杯牛
奶中的钙。

饮水机里的水不卫生？

真相：饮水机应该每隔 1-2 个月清理
一次，否则可能致病。

大部分饮水机用的都是桶装水，合格
的桶装水是安全的，饮水机就不一定了。
饮水机在使用过程中，可能滋生细菌。如
果长期不清理，就有安全风险。具体操作
可根据饮水机说明书进行清理。

饮水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所以，合格
的纯净水、矿泉水以及白开水，都没问题，
喝够量就可以，一般成年人每天需要
1.5-2L水。

至于市面上的等离子水、富氢水、生态
水、深层海洋水……基本上都是营销噱头。

（本报综合）

喝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但关于喝水的话题可谓源源不断，
有些传言甚至“越传越玄”。喝水
的器皿也被关注，比如用饮水机和
净水机到底好不好。本文将跟您
讨论关于喝水的5个传言。

千滚水会致癌？ 纯净水不能长期喝？

关于喝水的5个真相

嘉鱼茶庵卫生服务中心

宣传合理用药健康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陈北平报道：近日，嘉

鱼县茶庵卫生服务中心响应上级“合理用药，健康
相随”主题活动号召，宣教合理用药知识，深入普及
合理用药理念，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嘉鱼茶庵卫生服务中心一方面围绕上级倡导
提出的“合理用药，健康相随”主题活动内容，制作
大型横幅和宣传栏及《合理用药十大原则》科普知
识宣传资料；一方面组建一支20多名医生参与的宣
传队伍走进居民小区，开展为期一周的宣讲普及健
康知识，免费发放合理用药科普知识宣传资料，着
力宣传抗菌药物知识和政府管理政策。与此同时，
该中心还邀请6名省市专家教授来中心坐诊，指导
居民健康生活。

截止目前，茶庵卫生服务中心在制作6条大横
幅、建立3处宣传专栏宣传合理用药知识的基础上，
不仅上门为居民发送宣传资料4000多份，而且还
为400多名老年人提供健康咨询服务。

“通过合理用药宣传周活动，扭转过去滥用抗
生素药物误区，对老百姓来说花钱少，还有利于健
康。”该中心有关领导对笔者说。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咸安的
小王是资深“熬夜族”，生活规律被打
乱，一到晚上就精神抖擞，然而第二天
起来浑身无力。

市中医院治末病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从健康的角度来讲，经常熬夜会
对身体造成多种损害，会导致经常性疲
劳、免疫力下降、精神不振等症状。严
重的还会慢慢出现失眠、健忘、易怒、焦
虑不安等神经、精神症状。

大脑在睡眠中修复负责记忆的细
胞，如果得不到充分的休息，这部分细
胞就会损失得越来越多，导致记忆力
下降。熬夜时，意味着人体负责工作
的神经在加班，神经系统疲劳的后果
就是消极怠工，让身体出现注意力不
集中、反应迟钝，甚至头痛、失眠的情
况。

熬夜让身体持续处于消耗状态，免
疫系统抵抗外界影响、修补体内组织的
工作就要加倍。据调查，成年人只要3
个晚上不能保证7~8小时的睡眠，免疫
系统就可能降低60%。

熬夜时很多人会吃夜宵，夜宵长时
间停滞在胃中，促使胃液大量分泌，对
胃黏膜造成刺激，久之易导致胃黏膜糜
烂、溃疡。且晚上胃肠道得不到休息，
功能紊乱。

如果熬夜工作到一半觉得很累，就
不要再硬撑，小睡10～30分钟会很有
帮助，因为熬夜会刺激自律神经，让心
跳、血压上升，如果中间
能休息30分钟，可以缓
解心跳、血压上升的情
形，情绪也会比较稳定，
也有助集中注意力。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冬天
里，我的脸上总是有点像过敏一样红红
的，冬季护肤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近
日，家住花坛社区的周女士为此烦恼不
已，正在咨询相关的医生。

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
苏艳红介绍，冬天，主要是由天气变化
及取暖设备引起的肌肤干燥问题，护肤
重点在于补水保湿。

应使用常温水洗脸，但往往水温过
热，会导致洗去了过多油脂，而冷水会
刺激皮肤表面的毛孔暂时性闭合，反而
会引起痘痘、闭口等等问题。

冬天请尽量
使用面霜而不是
乳液：同一个系
列的产品，往往
既有乳液也有面

霜，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水油比例的不同
而带来的滋润、清爽感觉。而冬天，我
们皮肤油脂含量相对较少，所以尽量使
用面霜而不是乳液，这样能够更好地保
护皮肤，同时锁住水分。

冬天也需要用防晒霜！冬天虽然
阳光看上去没有那么强烈，但要知道，
晒黑、晒伤皮肤的UVA和UVB，都可
以穿过厚厚的云层，到达你的皮肤哦。
所以，不涂防晒霜的结果就是默默变黑
……

很多小伙伴都反映，冬天皮屑变
多，甚至会出现蛇皮。每天涂身体
乳膏，坚持一个冬天，绝对看得到差
别。

面膜是补水最快的方法，可以先把
面膜连袋子放在热水里，温热一分钟，
再敷时就不会很冰了。

向幸福迈进
——我市获评全国创建幸福家庭示范市解读

记者 江世栋 通讯员 王飞

2017年 12月 27日，由国家卫生

计生委、中国计生协和中国人口福利基

金会联合举办的2017年创建幸福家庭

活动专题研修班暨家庭发展经验交流

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公布了全国第二

批创建幸福家庭示范市名单，我市成为

继武汉之后湖北省第二个全国创建幸

福家庭示范市。

我市积极落实计划生育免费基本技
术服务，推进优生优育全程服务和免费
婚前医学检查及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全覆
盖。

全市加强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管理，建
立婚前、孕前、产前和儿童保健有效衔接
的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模式，减少出生缺陷
发生。2017年，我市孕产妇死亡率 12.11/

10万，婴儿死亡率2.23‰，远低于省定目
标值；积极推进母婴设施建设，建母婴设
施27处。

健全市、县、乡三位一体的妇幼保

健服务网络，完善危急重症孕产妇和
新生儿会诊、转诊网络，切实保障母婴
安全。

我市推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免费体
检，上门巡诊，建立健康档案，常住人群签
约率31.61%，重点人群签约率61.61%。
医养结合四种模式走在全省前列。

通城县人民医院

加盟省骨科专科医联体
本报讯 通讯员吴林艳报道：2017年12月19

日上午，通城县人民医院正式被授予华中科技大学
附属协和医院骨科医院“湖北省骨科专科医联体”
联盟单位，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武汉协和医
院的优质诊疗技术。

湖北省骨科专科医联体是由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骨科医院牵头，联动湖北省
19家基层医院组建而成。通城县人民医院作为成
员单位，可在今后的医疗服务工作中，借助协和医
院骨科医院的专业技术优势，通过远程会诊、远程
在线查房、在线病例讨论、手术同步直播等一系列
现代化诊疗手段，实现“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
联动，急慢分治”的分级诊疗模式，为群众提供更优
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与此同时，医联体也将结合湖
北医疗特色，为成员单位搭建更广阔的学术技术交
流平台，促进骨科专科人才的培养。

授牌仪式结束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骨科医院刘国辉，还为通城县人民医院
骨科医护人员讲授《复杂胫骨平台骨折的手术治疗
策略》。相关专家在该院门诊大厅，为300多名患
者进行了义诊。

赤壁市

启动疾病管理惠民项目
本报讯 通讯员陈影报道：县域心脑血管疾病

全程管理惠民项目自上月在赤壁市启动以来，受到
了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

该项目是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与辉瑞中国签
约合作的《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就慢病防控项目开展战略合作的备忘录》合作内容
之一，双方希望在基层通过“互联网+慢性病管理”、
医疗大数据应用等实现分级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慢
性病管理水平，降低基层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与死
亡率。赤壁市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自愿加入
惠民工程的患者可享受降压药活络喜买一赠一优
惠，医院也将加大心脑血管疾病学科建设，设立慢
性病筛查门诊，以提高赤壁市急、慢性心脑血管疾
病患者的救治水平，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为赤壁
人民健康做出贡献。

目前，该项目已在全国30个试点地区开展。该
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为赤壁市群众节省医疗费用90
余万元。

急救知识
（二）如何拨打120急救电话
如本人或其他人发生急、危、重病和意外受伤

时，应立即拨打“120”电话，向120急救中心呼叫。
拨打“120”电话时应注意：
1、保持镇静，讲话要清晰、简练、易懂，内容要准确。
2、说清患者的年龄、性别、主要症状或伤情，便

于准确派车。
3、说清楚联系电话、现场地点及等车地点，便

于确定行车路线。
4、要尽量提前接应急救车，见到急救车应主动

挥手示意。
5、等车地点应选择路口、公交车站、醒目建筑

等有明显标志的地方。
（三）车祸伤员的处理
1、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报告事故地点、事

故车型、受伤人员数量及伤情，同时应根据具体情
况对伤员进行现场急救。

2、对心跳呼吸停止者，现场立即施行心肺复苏。
3、对昏迷者宜清除口鼻中的异物、分泌物、呕

吐物、将伤员头偏向一侧以防止窒息。
4、对出血多的伤口应加压包扎，有搏动性或喷

涌状动脉出血不止时，暂时可用指压法止血。
5、就地取材固定骨折的肢体，防止骨折的再损伤。
6、注意保护伤员头部及脊椎，尽量减少搬动。

（未完待续）

▲

副市长刘复兴（左三）参加授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