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日下午，市中心医院儿科门诊里，家长们正带着孩子输液。

小孩子能否泡脚？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这两天，看见家里3岁孩子

的鞋袜都是湿的，家住大楚城的周女士准备给孩子泡泡脚
袪寒，但又看到网上说不能给孩子泡脚，便到社区医院里
咨询，到底能不能给孩子泡脚袪寒？

温泉城区希望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有句老话说“寒从脚起”，特别是下雪天，鞋子、袜子容易潮
湿，泡脚暖身可增加抵抗力，但小孩子就千万别再这么做
了，经常给孩子泡脚不利于孩子足弓发育，可能毁了孩子
一生。

医生介绍，6岁以前的孩子，孩子足弓还没有形成，骨
头和关节很有弹性，脚底堆积的脂肪使足弓不明显。所以
当孩子站立时脚底比较平，6岁以后脚钙化就会定型，足弓
才会显现。常用热水给幼儿洗脚或烫脚，足底韧带会遇热
变松弛，不利足弓发育形成和维持。

小孩子本身容易发热易上火，再用热水泡脚很容易热
上加热。而且孩子对温度感觉和大人不一样，大人觉得水
温稍热，对孩子来说或许太烫。

足弓除了造成脚部永久性畸形，还可能造成脊柱生理
弯曲变形，严重时甚至影响大脑、心脏、腹腔的正常发育。

因此，不建议经常给孩子热水泡脚。在家里，最好让
孩子光脚走路，增加脚趾抓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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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浮山办事处计生办

开展“失独”家庭慰问活动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唐宗意、刘洁报道：“每

到过年，看到别人一家团团圆圆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孤零
零的。幸亏有你们一直记得我、关心我，太感谢了。”近日，
咸安区浮山办事处旗鼓村村民罗七元，握着浮山办事处计
生办干部周瑜的手泪流满面。

今年74岁的罗七元，年轻时失去独生子，老伴前些年
也去世了。浮山办事处计生办干部轮流上门，详细了解她
近期的生活状况，询问她的身体情况，认真倾听她的困难
困惑和诉求愿望，并嘱咐她有困难要及时反映。

为落实国家计划生育扶助政策，使计划生育特殊困难
家庭及伤残家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浮山办事
处计生办优先帮助解决有困难的“失独”与伤残家庭；及时
申报国家计生各项相关惠民政策，做好心理疏导和精神慰
藉工作；春节前，该处21户计划生育“失独”与伤残家庭进
行走访慰问，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关怀，并鼓励计生特殊
家庭振作精神，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信念。

通城县人民医院

开办互动式“孕妇学校”
本报讯 通讯员吴林艳报道：为了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和准妈妈们的优生、优育、优教能力，近日，通城县人民医
院“孕妇学校”开班授课，产科副主任吴娟利用多媒体和亲
切、易懂的语言讲授了《孕产期运动》。

50多位年轻的准妈妈、准爸爸们以及准奶奶、准外
婆们聚精会神地聆听讲课，听到关键的知识点，一些准
妈妈们还拿起笔，认真地在本上记录着。准爸爸、准妈
妈们通过参加“孕妇学校”的学习，掌握了科学的优生常
识和育儿知识，为准妈妈们轻松、愉快、顺利度过妊娠、
分娩和产后期做了充分的准备，受到了准爸爸、准妈妈
们的广泛赞誉。

据了解，该院互动式“孕妇学校”免费为准妈妈们授
课，帮助准妈妈们了解孕产知识，消除生产恐惧。为保证
授课质量，“孕妇学校”的授课教师均由科主任、护士长以
及具有高年资医护人员担任。授课内容涵盖：孕期营养、
孕期用药、孕期常见病防治、孕妇自我保健及监测、妊娠期
合并症的诊治、优生优育胎教的实施、产褥期保健、母乳喂
养、新生儿护理、新生儿游泳与抚触等。授课期间，还穿插
教导插花艺术。同时，产科还开通了线上孕期知识微信公
众号，孕妇不仅可以线上咨询孕产知识，还可以查询孕检
记录。

互动式孕妇学校的开学，受到准妈妈们的推崇，已经
怀孕八个多月的小张，在参加完互动式孕妇学校学习后
说：“孕妇学校办得真好，让我们这些准妈妈能学到优生
优育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对我们帮助很大，消除了我们的
担忧。”

入冬以来，流感高发，我市各大医院为满足患者就诊需求，

分别采取了调动轮休医生上班、医生持续加班、加大预防流感

宣传力度等措施，控制流感蔓延。

面对流感这个几乎每年都要遭遇的疾病，全市各大医院都

启动了应急预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诊需求矛盾。但是，在

分级诊疗政策的推动落实下，依照医改最初的设想，患上流感

这类疾病的患者应在基层就诊，由社区、乡镇等基层医院诊治。

现实中，似乎并非这样。

2月1日，记者就我市分级诊疗推行情况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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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院爆满，
基层医院冷清现状：A

调查：患者有顾虑，导致医疗资源双重浪费B

举措：加大力度，深入推进分级诊疗C

入冬以来，气温骤降，许多人患上了流感，各
大医院爆满，尤其是儿科，拥挤程度堪比春运。

市中心医院呼吸儿科主任赵红玲说：“急诊儿
科加上儿科门诊，接诊人数比往年高很多。”

不仅是市中心医院流感患者爆满，市妇幼、咸
安区第一人民医院等医院的流感患者，日均就诊
人次也屡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基层医院却显得较冷清，在这个流
感季，和大医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连续两天，记者相继对市区多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进行了走访。结果发现，和爆满的大医院相
比，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相对很“闲”。虽说就医方
便，药品价格也相对便宜，还有医生上门服务，可尴
尬的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却未出现爆满的情况。

1月31日，在桂花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
看到这里相对冷清。“每天就10来个患者看感冒，
但更多情况是家长拿着中心医院的处方单在我这
里买药。”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调查中，记者发现市区不少基层社区医院硬
件环境相对不错，但前去就医的患者并不算多，大
多是过来进行身体基本检查的。

“作为全面深化医改的一项重要内
容，分级诊疗旨在扭转当前不合理的医疗
资源配置格局，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的难题。”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自2016年实施分级诊疗制度以来，
我市已形成有序推进格局，各级医疗机构
确定了合理的功能定位，但很多市民却并
不了解。

“都说大病去医院，小病去社区。一
样的症状还有不同的病情呢，又不是专家
医生，怎么能分清是大病还是小病呢？大
医院虽然挤，但有专家，心里踏实些。”2月
1日上午，正在市中心医院儿科排队候诊
的黄女士貌似对“分级诊疗”不感冒。她
说，孙女发烧已经两天了，首先想到的还
是去大医院，找专家看看才放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类似黄女士这
样、更依赖大医院的人很多。老百姓“凡
病更信大医院”的就诊习惯一时难以改
变，成为阻碍分级诊疗全面顺利推行的重
要因素之一。

1日上午，记者在花坛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了解到，近段时间以来，这里每天都
要接诊20个左右的感冒患儿，接诊人数是
平时的几倍。

“通过分级诊疗宣传和我们‘家庭医
生’的走访，部分社区居民比较认可，有小
毛病什么的，基本上也在我们这儿解决。”
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苏红艳坦言：“虽
说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病人不信任社
区医院。”苏红艳表示，像流感这类常见
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可以得到有效治
疗，如果不是突发急重病症，大家不必非
得往三甲医院跑。而且很多生病的孩子
挤在一起，很有可能造成交叉感染，反而
导致病情加重。“所以我们还是提倡，不是
特别危重的病人先到社区，社区解决不了
的，我们会很负责地为患者转诊。”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老百姓心目中
认为三甲医院医疗水平高，专业人才齐
备，基层却相反，这种现状导致大医院各
种疾病通吃，人满为患，而政府大量投资
建设的基层医疗机构又显得很“闲”，造成
资源浪费。

“分级诊疗制度要得到百姓的认可，
关键要打消患者的疑虑，加强基层医疗机
构建设。”对此，市卫计委医政科相关负责
人曹章介绍，我市实施推进分级诊疗以
来，开展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提升和增量提
质行动，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能力和
医疗设备有很大提高。

曹章说，目前，多数社区基层医院普
遍存在被冷落的现象，主要还是由于市民
对于基层医院不够了解、不够信任。同
时，基层医疗机构存在“技术薄弱”“服务
能力和水平存疑”“优秀技术人员欠缺”等

“致命伤”，分级诊疗的全面落实还需要一
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推动分级诊疗势在必行，而解决民众

担心，关键要在实现分级诊疗时，做到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据了解，今年我市将继续加大分级诊
疗工作推进力度，全面落实各级各类医疗
机构诊疗服务功能定位，切实提高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县级公
立医院综合能力，加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
建设，尤其是基层后备人员的培养。加快
推进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进程，以强基层
为重点，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

“通过实施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加大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积极宣传引导等一系
列措施，必将全面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
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新格局。”曹章
说。

相关链接：

分级诊疗是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
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
疾病的治疗，逐步实现从全科到专业化的医疗过
程，其内涵包括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
下联动。

在分级诊疗模式下，患者就医秩序为：首诊到
基层医疗机构，先由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完成必
要的诊疗，如果病情超出医生诊疗能力，则由全科
医生将患者转诊到上级医院，接受上级专科医生
进一步诊疗；患者疾病进入稳定期后，再由上级专
科医生将患者转回基层医疗机构，接受康复治疗；
患者如需急诊服务，可以直接前往大医院寻求诊
疗服务。简单地说，分级诊疗就是要形成“小病在
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到社区”的科学就医格局。

年关将至，买补品要慎之又慎

深海鱼油

深海鱼油影响抗凝，增大出血风险。
鱼油具有辅助调节血脂等作用，但在用华
法林（防止血栓的抗凝药）、阿司匹林（抗血
小板聚集药物）期间服鱼油，可能增大出血
风险。当鱼油与肝素、华法林混合使用时，
还会相互影响，降低效果。郅敏认为，各种
包装的深海鱼油中的营养，其实每周吃两
三次的深海鱼就可以达到。

补钙

如果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必须补钙，应
在严密监测条件下，遵医嘱服用药品级的
钙剂，并定期监测血钙水平和洋地黄不良
反应。老年人常用的防骨质疏松的钙剂会
让强心药中毒。出现心衰的老人可能会长
期服用洋地黄等强心药，但在服药的同时
应注意不要用钙剂等保健品，否则有中毒

风险。因此，老年人如果缺钙不严重，最好
通过食疗补钙，比如多摄入奶制品、豆制品
等。

蛋白粉

蛋白粉导致鼻炎、湿疹、过敏反复发
作。郅敏解释，如果过多摄入富含组氨酸
的蛋白粉，就会产生大量组胺，不能很好地
发挥作用，导致过敏反复。其实，蛋白质既
可以从鸡蛋、瘦肉等食物中获取动物蛋白，
也可从豆类食物中获得植物蛋白。

其他

维生素E也不宜和阿司匹林同服，否则
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

银杏片、大蒜素等老百姓热衷的日常
保健品，若与华法林同用，也会增加出血的
风险。

春节越来越近，很多
人已经开始准备过年的礼
物，而保健品，成为一些有
心又有孝的人的首选。然
而，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
院 消 化 内 科 郅 敏 医 生 提
醒，保健品不能乱吃，对于
老年人来说可能“有毒”。
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代
替药物治疗疾病。保健品
中所说的各种营养，其实
大多数通过多样化食物摄
入就可以获取。

购买保健食品会查标签标识

看标志

保健食品标志与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应并排
或上下排列标于保健食品“主要展示版面”的左
上方。

看批文

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分为上下两行，上行为保
健食品批准文号，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批准”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

看名称

保健食品名称应标于最小销售包装的“主要
展示版面”的明显位置，名称中不得含有表述产
品功能的相关文字。

看含量

保健食品的净含量应标于“主要展示版面”
的右下方，应与“主要展示版面”的底线相平行。
同一销售包装中的保健食品分装于各容器或以
相互独立的形态包装时，应在最小容器的包装上
标示该容器中保健食品的净含量。

看人群

《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及其附件中载明不适
宜人群的，说明书中应当与载明的内容相一致。

“不适宜人群”字体应略大于“适宜人群”的内容。

看注意事项

保健食品应当注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含何首乌（生何首乌、制何首乌）的保健食品，标
签标识中注意事项应增加“本品含何首乌，不宜
长期超量服用，避免与肝毒性药物同时使用，注
意监测肝功能”。

看日期标示

日期的标示为年-月-日。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应标于“信息版面”，位于“食用方法”之后，标
题为“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本报综合）

红曲胶囊+辛伐他汀：老太太患上肌溶症

市民吴女士听说红曲胶囊比较适合
老人服用，就给母亲王老太送了几大盒。
王奶奶血压、血脂都很高，连续好几年都
在服用医生开的降血脂药辛伐他汀。

女儿送来保健品，王老太自然开心，
按照女儿的叮嘱每天服用。谁知连续吃
了几个月后，王老太感觉两条腿越来越没
力气，发现腿上的肌肉变松弛了。此外，
她还感到全身肌肉酸痛，后来出现发热症
状。家人赶紧将其送往医院，医生检查发
现王老太竟患上了肌溶症。

郅敏表示，经过排查，王老太的肌溶
症是因其长期服用辛伐他汀，和红曲胶囊
相互作用所致。

生首乌泡水+辛伐他汀：肝功能出现异常

60多岁的张女士因为血脂高，同样也
长期服用辛伐他汀。

张女士参加晨练时，听朋友说用生首
乌泡水喝，也可以防治高血脂。张女士
说：“当时就想到自己血脂高，吃药，泡茶，
两个都能治，双管齐下，效果应该更好。”
可让张女士没想到的是，治疗一个多月
后，她出现了浑身无力、眼睛发黄、肝部隐
隐作痛的症状。

郅敏介绍，“患者到医院，医生根据其
表现的症状，查肝功能，发现转氨酶的数
值较高，肝功能出现异常。”所幸，医生让
张女士停了服用生首乌，又进行药物治
疗，其肝功能慢慢恢复正常。

保健品与药物同服有害

如果想通过服用保
健品来增强体质，一定要
向专科医生仔细询问。

而服用人参、当归、
银杏等药食同源的中药
材，则要由中医来把脉，
诊出是怎样的体质，再对
症服用。

此外，要警惕一些保
健品中含有西药成分，特
别是那种疗效特别明显
的保健品，尤其要注意。
长期服药的体弱多病者，
特别是病情复杂吃药多
的老年人，最好不要同时
再补保健品。

专家提醒

核心提示

如何调理肠胃？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现代社会生活忙碌，不少

人会有三餐不定时、饮食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导致肠胃功
能不佳。家住咸安的上班族芳芳想咨询，肠胃不好该怎么
调理呢？

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医务负责人介绍，人体肠
胃是严格遵守“时间表”的器官，胃液的分泌在一天中存在
生理性的高峰和低谷，以便于及时消化食物。如果没有食
物中和、三餐不定时、频繁食用刺激性食物，可能会对肠胃
造成损害。

该医务负责人说，尽量不要一边上网一边吃东西，因
为交感神经长期过度兴奋，就会抑制神经系统的活动，从
而影响消化功能。也尽量不要在饭桌上谈工作，应放松心
情，专心吃饭。

对于胃肠消化功能较弱的人来说，细嚼慢咽尤其重
要。不仅有利于消化，还能帮助控制食量。

一天三餐要定时定量，严格遵守。如果还没到正餐时
间，可以补充一些食物，但不宜过多。尽量避免暴饮暴食，
也不要用零食代替正餐。

肠胃不好的人，食物应以温热为最佳，多吃粗粮、小
米、牛奶、馒头等食物。尽量戒烟、酒、咖啡、浓茶、碳酸性
饮品、酸辣等刺激性食物。

长期肠胃虚弱、消化不良的话，建议到医院接受专业
的系统检查，有助于了解个人肠胃的具体类型和情况，这
样针对肠胃的调理才能起到积极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