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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深入开展专项行动

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违法犯罪
本报讯 通迅员刘向南、唐莉报道：
14 日，从咸安区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专
项治理工作办公室和区医疗保障局获悉，
今年以来，咸安区在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
保基金专项治理活动中，对本辖区内 474
家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进行了拉网式、全
覆盖检查。
本次专项治理行动以定点医药机构、
医保经办机构和参保人员为主要整治对
象，集中资源力量，聚焦重点问题，逐一排
查定点医药机构违规行为，实现督查检查
全覆盖，严厉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违法
犯罪；全面推开智能监控，实现智能监控全
覆盖；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政策宣传解读，提
高公众知晓率。
在稽查工作中，该区医疗保障部门因
症施策，分类推进：针对定点医疗机构，按
照其服务特点确定监管重点，二级及以上

公立医疗机构，重点查处分解收费、超标准
收费、重复收费、套用项目收费、不合理诊
疗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针对基层医疗机
构，重点查处挂床住院、串换药品、耗材和
诊疗项目等行为。针对民办医院和社会办
医疗机构，重点查处诱导参保人员住院，虚
构医疗服务、伪造医疗文书票据、挂床住
院、盗刷社保卡等行为。针对定点零售药
店，重点查处聚敛盗刷社保卡、诱导参保人
员购买化妆品、生活用品等行为。针对参
保的个体人员，重点查处伪造虚假票据报
销、冒名就医、使用社保卡套现或套取药
品、耗材倒买倒卖等行为。针对医保经办
机构（包括承办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的商
保机构），则加强监督检查，重点查处内审
制度不健全、基金稽核不全面、履约检查不
到位、违规办理医保待遇、违规支付医保费
用以及内部人员“监守自盗”、
“内外勾结”

等行为。
在专项稽查中，该区医疗保障部门主
要采取三种办法进行稽查，一是通过外包
方式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平安医保科技
公司，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行为独
立开展医保服务评鉴工作，为区医疗保障
局依法处理提供依据；二是成立了三个稽
查专班，对全区所有两定机构进行全覆盖
检查；三是采取现场突击和蹲点核查的方
式，针对群众举报反映的问题和医保大数
据平台比对的嫌疑线索，组织稽核专班进
驻相关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突击和蹲点核
查。
据悉，截至 7 月底，该区医疗保障部门
在专项治理活动中，排查定点医疗机构
243 家，排查率 92%，排查定点药店 198
家，排查率 95%。目前，该区查出存在问
题的定点医疗机构 20 家、定点药店 43 家，

追回医保基金 40 余万元，行政处罚 65 余
万元，暂停药店和诊所医保服务协议 30
家，取消药店医保服务协议 3 家。同时，该
区医疗保障部门还对其它存在问题的两定
机构也进行了相应处理，其中约谈限期整
改 125 家，通报批评 45 家。对参保人员涉
嫌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该区医疗保障部
门也加大了稽核查处力度，共查处参保人
员 15 人，其中约谈 8 人，追回医保基金 1.5
万元。
据了解，下一步该区将继续亮重拳、出
实招、打硬仗，切实保障医保基金安全。进
一步加大医疗机构、门诊慢性病定点医药
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医务室排
查力度；依法查处违规医疗行为，严格按照
医保管理有关规定实施协议处理、行政处
罚，对涉嫌犯罪的，视情况分别移送公安机
关或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这些
“水果病”其实可预防
营养与口感兼而有之的水果，一直是人类餐桌上的宠儿。但也有因为吃水果而产生的
一些“特殊”的健康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譬如，日前媒体报道的印度近 50 名儿童死于
“荔枝病”
的事件。除此之外，大家可能还耳闻目睹芒果、菠萝等水果引发的奇怪病症等。
水果致人身体不适或致病的表现，被统称为
“水果病”。一些说法认为，现代人好吃冷饮
和垃圾食品，又承担着较大压力等，因而体质普遍偏寒，而水果以性寒、凉的居多，所以应少
吃水果，以免伤脾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

1 “水果病”
是一种正常现象
人们对一些水果有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对水果
的取舍，还是要按现代医学、毒理学和营养学的理论来分
析，才谈得上有科学依据。
根据毒理学的理论，只有剂量能决定一种物质是有益、
有害或有毒，包括肉、水果和蔬菜等在内，都要看剂量。也
就是说，水果只要不是过量多吃，而且不是单一地食用，就
不会产生有害后果或中毒。
其实，很多食物对于人来说都是外来物质，属于
“入侵”
的异物，均会不同程度地引发生物体免疫系统的警觉、识别
和排异攻击，严重时就会诱发疾病。每个人的个体情况不
同，尤其是涉及免疫系统时。所以，一些人对海产品过敏，
一些人对小麦过敏，甚至国人最常食用的大米也会引发个
别人出现过敏反应。
从这个意义来看，食用一些水果后引发人体不适或致

病并不罕见，甚至可以看成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不过，具体到某种水果，如荔枝、芒果等，是如何引起人
身体不适或致病的，需要有针对性的研究结果。现代医学
对于“水果病”研究得还不够透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下面给大家介绍下几种最常见的
“水果病”
。

2 晚间空腹大量吃荔枝很危险
关于此次引人关注的“荔枝病”，在中国也有一个比较
典型的医学报道。
《广西医学》2000 年第 5 期发表了一篇
“小儿荔枝病 71 例临床分析”的临床报道，作者报告了发生
在我国广西荔枝产区的 71 例“荔枝病”儿童病例，其中有
10 例死亡。
这些病例有共同的特征，发病前连续几天大量吃荔枝，
每天 1000-2000 克，较少吃其他食物，同时，发病通常在凌
晨 3 点到早上 9 点，表现为严重低血糖反应和多种脑病症
状，如意识丧失、癫痫等。此外，化验检查发现患者有严重
低血糖和高胰岛素血症，
脑脊液化验则没有脑炎迹象。
这个报道也导致了对“荔枝病”病理的多种分析和假
说，如荔枝含果糖量高，人体难以消化，会大量从肾脏排出，
从而产生低血糖；荔枝中的高果糖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导
致低血糖；荔枝的大量果糖抑制肝脏葡萄糖的产生，导致血
现象，身体需要通过脂肪的β氧化来进行糖异生，以此维持
糖下降等。
基本血糖水平和满足大脑的需求。但是，荔枝中的次甘氨
其实，能够证实的只是大量食用荔枝后患者体内有共
酸 A 和亚甲基环丙基丙氨酸可以干扰脂肪的β氧化，破坏
同的低血糖症状，再引发了一系列症状。荔枝含果糖高并
人体正常的保护性糖异生机制，使得低血糖不能得到正常
非事实，因为每 100 克荔枝含总糖 15.2 克，即使吃 1000 克
的调节并且持续恶化，导致夜间空腹期的低血糖不能得到
荔枝，糖的总摄入量也不过 152 克。而每 100 克西瓜含糖
纠正，
最终导致各种症状和脑损伤。
6.2 克,中等大的西瓜约 4 千克，吃半个西瓜的话，糖摄入量
上面提到的那些孩子有很多共性，如本身营养不良，没
就接近 1000 克荔枝，但从未发现过西瓜致人低血糖和患病
有食用其他食物，而且都是在夜晚大量食用荔枝，也都在凌
的病例。
晨 3 点到早上 8 点产生严重的低血糖反应，表现为恶心、乏
印度出现“荔枝病”不是头一回了。2014 年，印度主要
力，甚至高热、抽搐、昏迷等症状，还有人产生癫痫和意识丧
产荔枝的穆扎法尔布尔地区曾爆发“荔枝病”，有 390 名儿
失等脑病。所以，这项研究认为，晚间空腹大量食用荔枝是
童患病，其中 122 人死亡。为此，印度和美国疾控中心联合
诱因，荔枝中的有毒物质破坏人体的糖异性途径才造成了
对这种疾病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荔枝病”与荔枝中的次
甘氨酸 A 和亚甲基环丙基丙氨酸有关，研究结果发表于 “荔枝病”。
避免患病的方法就是不要大量、单一地食用荔枝，尤其
2017 年 9 月 1 日的《柳叶刀·全球健康》上。
是在夜间睡觉前。对于“荔枝病”的轻症患者，口服糖水即
究其原因，这些患病者都是在夜间大量食用荔枝。一
可恢复正常，严重者需送医院抢救。
般情况下，夜间不吃食物会造成空腹期低血糖，为适应这种

3 免疫力低下者最好别吃芒果
芒果（中国植物志官方名称为
“杧果”
）同样会造成
“芒果病”，但本质上也是一种免疫系统造成的变态反
应。一些人食用或接触芒果后，会嘴唇发麻、喉咙痒，
或起小皮疹，有的还会产生轻微水肿，伴有腹痛、腹泻
等。
人对芒果过敏主要是因为其中含有果酸、氨基酸、
各种蛋白质，不完全成熟的芒果中还含有醛酸，这些都
是潜在的过敏原，会对皮肤黏膜产生刺激从而引发过
敏。
另外，芒果本身的特性也决定了它容易引发过
敏。芒果属于漆树科植物，其中主要的过敏原为漆酚
和卡杜酚，它们的成分中含有单或二羟基苯，可使人过
敏（生漆中就因为含有该抗原而常常引起过敏）。
但是，芒果并不是很可怕。对它过敏的人大多属
于过敏体质，免疫力普遍低下。比如，有些孩子吃了芒
果易患过敏性皮炎，主要是因为孩子吃水果的方式是
“洗脸式”的，也就是吃的时候将浆汁沾到了脸上或身
上，再加上孩子的皮肤较薄、抵抗力差，因此患水果疹
的几率大大高于成年人。
对食用芒果后略有不适的人，
剥完芒果后要及时洗
手，可以尝试不接触或少接触皮肤的吃法，即食用时把
芒果切成小块，
或用搅拌机将它打成糊状用吸管食用。
有的人吃了芒果后症状严重，嘴唇、口周、耳朵、颈
部会出现大片红斑，这被称为芒果性皮炎。芒果性皮
炎属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因患者的特殊体质而对
某些接触到皮肤的物质产生Ⅳ型变态反应，即迟发性
过敏性反应，导致皮肤出现湿疹样变化。对芒果性皮
炎的早期治疗一般是用 3%硼酸溶液冷湿敷患处，每
天 2-3 次，同时可在医生指导下口服一些抗过敏药物，
如扑尔敏、赛庚啶等。
曾经患过严重芒果性皮炎的人，以后不能再吃芒
果，否则不仅容易复发芒果性皮炎，病情还会一次比一
次加重、难治。

4 盐水浸泡菠萝后食用可防过敏
还有一种常见的水果容易造成过敏，那就是菠
萝。有的人食用菠萝 15 分钟至 1 小时可突然发病，出
现腹痛、腹泻、呕吐或者头痛、头昏、皮肤潮红、全身发
痒、四肢及口舌发麻，甚至还出现呼吸困难、休克（昏
迷）等一系列过敏症状。这种病被称为
“菠萝病”，同样
是因菠萝中的物质致人过敏引起。
菠萝含有大量的果糖、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A、B
等，这些物质在大部分水果里面也都存在。在菠萝中
“捣乱”的其实是几种有害物质。
一是菠萝蛋白酶，这是一种蛋白质水解酶，在医疗
上的用处是分解纤维蛋白和血凝块。一般情况下，菠
萝蛋白酶进入胃之后会被胃液分解，但有少数对菠萝
蛋白酶过敏的人会出现腹痛、恶心、呕吐、头痛等症状，
严重的有呼吸困难、意识不清和休克现象，这些表现与
中毒无异。
二是菠萝中含有的甙类，是一种对人的皮肤和口
腔黏膜有刺激性的有机物，会导致口腔发痒等症状。
菠萝中还有羟色胺，是一种能够使血管收缩和血压升
高的含氮有机物，每 100 克菠萝果汁中大约有 2.5-3
毫克羟色胺。因此，过量食用菠萝还有可能引发头痛。
对待
“菠萝病”，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食用，其次也
可以对菠萝作一些处理。如把削皮后的菠萝放入盐水
中浸泡一会儿，盐水能够破坏菠萝蛋白酶的致敏结构，
使其降低或丧失对人的致敏作用。此外，还可以把菠
萝煮熟后食用，因为 90%的菠萝蛋白酶在 100 摄氏度
的高温下会被破坏掉，也就基本去除了致敏原。只不
过，口感就差些了。
总之，所谓的
“水果病”不过是几大类，一是过量食
用产生副作用，二是水果中的一些特殊物质引发人过
敏，三是水果变质食用后导致生病。它们的产生与水
果是否寒凉、体质是否寒凉并没有关系。水果是一种
营养丰富的食物，该吃就吃，只是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自
己的体质与所食用水果是否“友好”，
“水果病”的发病
原因主要是人们盲目进食，或是一次性进食过多。因
此，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对“水果病”应以预防为主，治
疗为辅。
（本报综合）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夏季如何科学纳凉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家住咸安阳光社
区的市民方女士想咨询，
夏季如何科学纳凉？
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医务工作人员提醒，
夏季暑热外蒸，人体表面毛孔张开，特别是当处于疲劳
状态或熟睡时，此时体温下降，气血虚弱，如果不注意
适当保温，寒气常会乘虚而入，
引起感冒、肩周炎等症。
夏季不要把室内温度降得过低，
容易造成室内外的
温差过大。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 25-27℃之间，
睡眠时
还应再高 1℃-2℃，
尤其是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
大汗淋漓时避免吹空调。很多人喜欢大汗淋漓时
对着空调猛吹一通，突然遇凉空气时，毛孔会突然关
闭，寒气郁结体内，易造成暑湿感冒。
夏季居民不要吃太多冷饮，就是进食冷饮时也要
减慢速度，让胃肠有适应过程，否则会引起血管及肌肉
痉挛、功能紊乱，出现腹痛腹泻。
电扇、空调不要直接对着头部吹。如果直接对着
头颈部吹，头皮温度下降，反射引起脑血管收缩，脑血
流也随之减少，对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而言，严重时
可诱发脑中风。
居民在空调房内，腰腹不可暴露于外，特别是老年
人或幼童，宜穿上长袖睡衣和睡裤，盖上薄薄的空调
被，防止腹部受凉。最好也能穿上袜子，防止脚心受
凉。有轻微感冒症状时可服用藿香正气水、双黄连口
服液、感冒冲剂等。

教育
jian kang jiao yu

糖尿病人别吃这三种早餐
早餐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
如搭配得当，
不仅让人精
力旺盛，
还能避免上午血糖波动，
有利于全天血糖平稳。
但糖尿病人吃早餐要有所选择，
这3种早餐最好避免。
高能高脂模式
如油条、
糍粑、
油饼等配豆浆、
豆腐脑。豆浆油条是
国人十分常见的早餐组合，
然而经常吃油条等油炸食品
的糖友非常容易增重，而且会加大胰腺负担，进一步加
重胰岛素抵抗。长时间高温炸制的食物含有过量的反
式脂肪酸，
更易引发冠心病、
增加血栓风险。不过，
不加
糖、
盐的豆浆和豆腐脑属于健康食品，
可补充蛋白质。
简易低卡模式
如馒头、咸菜、大米粥。吃简单的早餐不意味着不
升血糖，像馒头和大米粥的升糖指数很高，而营养很
低。咸菜中盐分高，不利于控制血压。这些看似大众
的早餐其实就是“能量空壳”，不能在上午给人体提供
足够的营养补给，
长期吃会造成营养不良。
丰盛西餐模式
如面包、
培根、
荷包蛋。不能认为
“早餐吃很饱，
其他
两餐就能少吃”
。早餐注重质而非量，
多种营养高的食材
搭配比丰盛大餐更重要。一大份西式早餐貌似营养丰
富，
但会引起餐后血糖异常升高，
不利于全天血糖控制。
糖友的健康早餐搭配，应该遵循高膳食纤维、高蛋
白、低脂肪、低能量、低升糖指数和食材多样的原则。
这样能保证糖友经得住饿，血糖平稳且营养均衡。此
外，早餐还要保证充足水分，早上起床后，一杯温开水
可以补充睡眠流失的水分，
唤醒身体代谢活力。

香烟烟雾可增强
超级细菌抗药性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香烟烟雾会增强部分超
级细菌的抗药性，
为禁烟和戒烟再添理由。
巴斯大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学院研究人员依据临
床耐药性和遗传多样性，从超级细菌耐甲氧西林金黄
色葡萄球菌常见菌株中选取 6 种，把它们暴露在香烟
烟雾中。结果显示，虽然并非所有菌株对香烟烟雾反
应都一样，但部分菌株发生脱氧核糖核酸（DNA）突
变，对抗生素耐药性增强，变得更具攻击性、更顽固。
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英国《科学报告》刊载的文章
中写道：
“我们预期（香烟烟雾对超级细菌）有影响，但
没有想到烟雾会对（细菌）抗药性影响到这种程度。
”
超级细菌指对多种抗生素有耐药性的细菌，由基
因突变而来，患者感染后缺乏有效治疗药物。世界卫
生组织数据显示，每年全球大约 70 万人死于超级细菌
等耐药菌感染。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由人体鼻腔微生物群
中常见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变异而来，是临床常见的超
级细菌，感染地点多为医院或社区。这项研究显示，香
烟烟雾作用于金黄色葡萄球菌，导致后者 DNA 突变
速度加快，出现小菌落突变株，而这些突变株“极具攻
击性和黏附性，
特别顽固”
“难以清除”
。
研究人员说，实验室环境无法完全模拟人体吸入
香烟烟雾的过程，但这项实验“似乎有理由让我们假
设，吸烟所产生的不利环境会诱发微生物细胞反应，让
它们更适应恶劣条件，毒性增强，感染风险增加”。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