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刘念、通讯员刘慧
珍、刘红报道：7月14日下午，由市卫
健委主办的咸宁市老年健康宣传周活
动启动。

宣传周活动的主题是“关注口腔健
康，品味老年幸福”。活动现场，湖北科
技学院口腔医院携手市老龄产业协会
开展全民公开课，吸引了约100名老年
人参与。

“口腔健康表现为牙清洁、无龋
洞、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
血现象。”湖科口腔医院种植科主任
许炎标介绍了牙齿基础知识、涵盖
从幼儿时期到老年时期的牙齿保健
知识，宣传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的
关系，重点讲解老年人常见的龋病、

牙周病防治及牙齿修复方式，在场
老年人认真聆听，积极互动，现场气
氛热烈。

种植患者曾红梅分享了种植感受，
她10几岁就有了蛀牙，但没有重视，30
年来，牙齿掉了很多，而且经常牙疼。
去年种植了第一颗种植牙，接下来要继
续种植。“口腔健康很重要，看牙一定要
找专业医院。”

“我深知口腔是健康第一关，平时
很注意牙齿健康。”69岁的吴先生冒着
酷暑特地过来，学习
口腔健康知识、进行
免费口腔检查。他希
望，以后多多举办这
样的公益活动。

市卫健委启动

我市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

卫生健康
咸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协办

weishengjiankang

本报讯 通讯员邓文露、李凤麟
报道：为促进人口健康发展、提高人口
素质、提高家庭幸福指数，7月11日，
市计生协会携手温泉办事处计生协会
在十六潭社区福星城小区幸福里开展
了世界人口日宣传服务活动。中国计
生协青春健康湖北科技学院项目团
队、市妇幼保健院优生优育专家团队
受邀参加活动，为家长和育龄妇女带
来了健康知识讲座和义诊咨询服务。

当天，中国计生协会青春健康项目
组为辖区留守儿童、青
少年及家庭带来了以

“关爱儿童 远离侵害”
为主题的知识讲座，为
小区的儿童讲授心理、

生理健康，预防儿童性侵害安全教育以
及署假期间防溺水安全防护等健康安全
防护知识；该项目组志愿者还通过情景
模拟、知识问答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深入
浅出地讲解了儿童自我保护的方法。市
优生优育指导中心组织市妇幼保健院妇
产科、儿保科专家开展了“优生优育进万
家”宣传服务活动，为辖区的新婚夫妇、
准父母及0-12岁育龄家庭义诊咨询服
务，传授孕、产期保健知识和婴幼儿家庭
提供科学育儿、照护知识。

市计生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市计生协还将继续宣传优生优育、婴
幼儿照护等健康科普知识，助力预防
减少出生缺陷，让更多的普通百姓得
到实惠。

市计生协开展

“世界人口日”宣传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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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日，正式进入三伏天，各家中医院的三伏贴也随之开贴。

三伏贴又称三伏天灸，是一种源于清朝的中医外治疗法，以“冬病夏

治”为原理，在一年中最炎热的三伏天将中药敷贴在特定穴位上，以

治疗某些好发于冬季或在冬季容易发作和加重的病变。今天我们

就来说一说哪些人群适合贴敷，有何禁忌及注意事项。

冬病夏治三伏贴
敷前注意看禁忌 老年人如何预防腹泻？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希望桥社
区的张女士咨询，老年人如何预防腹泻？

希望桥社区有关医务人员介绍，老年人机体免疫力
低，部分还患有基础慢性病，相对青壮年，发生腹泻的几
率更高。有的老年人一旦腹泻还可能出现低血糖、心脑
血管意外等并发症，严重危害健康。老年人夏季应从以
下几点预防腹泻发生：

卫生方面，注意个人饮食、居住场所的卫生，尤其做
好手卫生，避免病从口入。

饮食方面，老年人以清淡、易消化、易吸收、富有营养
的食物为主，尽量减少脂肪的摄入。饭量上以七至八成
饱为宜，避免饮酒及暴饮暴食。同时，避免进食过凉的食
物，避免食用冰箱里存放时间过长的食物，例如隔夜菜、
凉拌菜等。

老年人不要随意使用抗生素类药物。有基础疾病，
如肝胆疾病、糖尿病等，需要规律治疗、定期服药。

为了增加身体抵抗力，老年人还可适当锻炼，增强体质。

本报讯 记者刘念、通讯员郑静报道：
7月13日上午，我市“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
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在市卫健委举行。

会议通报了2018-2020年“大学生
村医”招生情况；各县市区卫健局汇报
2018届应届毕业生工作分配情况、2021

年度招生工作准备情况；研究部署2021
年度招生及分配工作；讨论研究《“一村一
名大学生村医”培养工作方案》。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强全市乡村医生
队伍建设，培养基层医疗卫生人才，不断
提升乡村医生队伍素质和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切实提升基层群众卫生健康获得
感，我市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医”培养
工作。2018年—2020年，各县市区共招
录培养“大学生村医”530人。

今年我市以尽快推动实现“一村一名
大学生村医”为目标，继续开展大专学历层

次的乡村医生免费订单定向培养工作，培
养一批具备大专学历，下得去、留得住、用
得上，能扎根基层服务的乡村医生，切实筑
牢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底，提高村医医疗
水平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各县市区今年
计划招录“大学生村医”合计180人。

我市今年计划招录“大学生村医”180人

如何预防飞蚊症？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金桂社区

的张女士咨询，如何预防飞蚊症？
咸宁爱尔眼科有关医务人员介绍，飞蚊症称为“玻璃

体混浊”，有生理性和病理性之分。生理性飞蚊症主要是
因为患者年龄增加，身体老化导致玻璃体液化。而病理
性飞蚊症则多与外伤、炎症、眼底出血有关。老年人和高
度近视者，发病率高。

预防飞蚊症注意以下方面：
健康用眼。不要长时间用眼，不要在黑暗中用眼。

面对电子屏幕连续操作时，要注意休息。过度用眼时注
意做眼保健操，缓解视疲劳。

健康饮食。食用含锌、硒类食物，包括鱼类、蛋类、禽类。
避免搬运重物。搬运重物或剧烈运动时，憋气、摇

头、身体的晃动容易造成眼球内部结构的晃动，如果患者
已有飞蚊症，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并发症。

三伏贴适用哪些疾病？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金桂社区

的张女士咨询，三伏贴适用哪些疾病？
湖科附二医院有关医务人员介绍，三伏贴敷是指在

夏季三伏天时进行穴位贴敷治疗，是“冬病夏治”的一种
方法。它是利用人体阳气与自然阳气皆较充沛的盛夏

“三伏”之季，通过补虚助阳、温里散寒的药物贴敷不同穴
位，借自然之势，激发人体的阳气，增强抗病御寒能力、祛
除体内宿疾，以达到强身健体、不发病或少发病的目的。

三伏贴适用于阳气不足、肺气虚弱、虚寒疼痛和一些
免疫功能低下类的疾病，包括妇产科疾病如痛经、产后头
疼，消化系统疾病如胃肠功能紊乱、慢性胃炎，呼吸系统
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哮喘，亚健康状态如免疫功能低
下、四肢寒凉怕冷等。

需要注意的是，过敏体质、皮肤有创伤、溃疡、脓疮者
慎用；处于某些疾病急性发作期或加重期者慎用，如肿
瘤、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等；孕妇、1岁以下婴幼儿慎用；感
冒、发热、口腔溃疡等虚火旺盛者慎用。

2021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五届咸宁市
委第十轮巡察围绕“三个聚焦”，对市中心医院、
咸宁金投集团、市绿投公司、湖北药姑山省级自
然保护区管委会等4家单位党组织有关情况进
行了巡察。7月上旬，市委巡察组分别向以上
被巡察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察情况。

市中心医院
医疗服务质量不够高 党风廉政建设力度不大

问题：推动医疗高质量发展乏力，综合实力
排名不高。“看病贵”问题突出，单病种次均费用
偏高。开展便民服务有缺失，群众满意度不
高。医疗纠纷多发，赔偿金额呈上升趋势。财
务管理不规范。监督责任抓得不实，干部职工
赌博问题时有发生。党委领导作用弱化，对加
强党的建设认识不高。党内政治生活开展不规
范，党建与业务融合不够。

建议：提高政治站位，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融入医院管理各环节。强化
医院科学管理，促进医疗高质量发展，坚持医院公
益性定位，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提高医疗服务
水平，不断推动医院各项工作全面进步。

表态：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郑波表示，将提
高政治站位，以强烈的责任担当落实巡察整改
要求，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突出问题导向，以务实的工作作风扎实推

进问题整改，马上行动，压实责任，分类施策，标
本兼治。坚持对标看齐，以严明的政治纪律压
实管党治党责任。强化效果运用，以饱满的精
神状态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咸宁金投集团
金融服务职能作用发挥不充分 内部管理不严格

问题：推进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融合有欠缺，
法人治理体系不完善。偏离主责主业，核心职能作
用发挥不充分，业务管理较为混乱。风控意识和
能力不够强，国有资金存在累积性安全风险隐
患。纪律和规矩意识不够强，执行政策偏离走
样。公务接待和财务管理不够规范，津补贴发放
和财务报销审核不够严格。党的领导弱化，队伍
建设效果不理想，发展党员不规范，党建存在薄弱环
节。公司纪委监督职责泛化，执纪问责主动性不
强。巡视巡察问题整改不彻底，部分问题发生反弹。

建议：强化党的领导，坚决落实党委在公司
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强化制度建设。聚焦主责主业，优化金融服务
能力和体系，推动金融业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强化理论和业务学习，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科学制定人才引进机制。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纪监督。加强风险防控，筑

牢底线思维，强化业务管理及风险排查，提高抵押
资产变现能力，降低潜在损失风险。

表态：咸宁金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兴
电表示，将提高思想认识，以最诚恳的态度、最
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措施，认真抓好巡察整改
的“后半篇文章”，持续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整改责任落实，加强领导，
统筹谋划，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履行“一岗双责”，
主动认领，带头整改，聚焦病灶，对症下药。强
化结果运用，将整改成效与集团各项工作统筹
结合，进一步突出为民营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
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责主业，为推动市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作出金投贡献。

市绿投公司
绿色发展新引擎带动效应不够 财务管理不规范

问题：对市委市政府部署的幕阜山储备林
重点项目推进缓慢。整体实力不足，公司各板
块及子公司没有培养出一个“现金牛”。公司现
代化治理有差距，监事会履职不力。财务管理
及工程结算不规范，违规发放津补贴，合同管理
有漏洞，存在大额应收和预付资金长期挂往来
账问题。“三重一大”制度执行不严。选人用人
工作存在差距，人才引进机制结合本企业实际

不紧，中层干部选拔不够，专业人才引入不足。
建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绿色生态发展的
重要论述，做到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充分认识
市委市政府对市绿投公司的定位，聚焦绿色产业
发展。积极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培养“现金牛”，增
强公司实力，提升人才吸引力，建设企业文化，增
强员工归属感，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压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公司内部管理，不断提升
公司治理水平，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表态：市绿投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汪双
鱼表示，将以更高的站位强化思想认识，真正把
整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加强党的领导上，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好每项反馈意见的整改落
实，确保整改责任落实到人、落实到事。从“面”
上挖掘“根”上问题，由表及里、“举一反三”发现
问题，建立治根本、管长远的制度体系。将坚持

“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完善管理制度，健
全运行机制，强化巡察成果运用，为我市自然生
态公园城市战略提供坚强后盾。

湖北药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
履行职能责任不够到位 内部管理不够规范

问题：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不够深入。履行“三定”方案规定的职能职责
不够到位，主责主业不够突出，对自然保护区
政策法规宣传力度和违规违法行为查处力度
不够大，推进中医药产业发展与落实县委县政
府部署要求存在差距。工作作风不够扎实，财
务管理不够严格，资金监管机制不够健全，公
务接待、差旅费报销和政府采购不够规范。开
展基层党建工作不规范，选人用人制度执行不
够严格。

建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执法管理队伍，提升管理
现代化水平，为咸宁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建设助
力。扎实推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通城
县域特色产业增长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认真
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落实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持续将党的建设正能量释放转化为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政治定力和政治能力。

表态：湖北药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
党组书记、主任杜艳珍表示，将深刻反省问题存
在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研究治本之策，进一步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扎实抓好巡察整
改工作。从党组班子做起，层层压实责任，主动
认领，迅速行动，不走过场、不喊口号，切实解决
在党的领导、“两个责任”落实、内部管理等方面
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长效机制。注重巡察成
果转化，夯实各项工作基础，进一步推动自然保
护区管理规范化及中医药产业发展，为县域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五届咸宁市委第十轮巡察情况反馈

如何处理骨折？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金桂社区

的刘女士咨询，如何处理骨折？
市中心医院有关医务人员介绍，在户外跌倒、被外物

撞倒或被重物压伤，都可导致骨头折断，骨折指的是骨头
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中断，一般会有畸形、反常活动、骨擦
音（感）的特征表现。处理骨折注意以下方面：

判断骨折。不要随意搬动病人，若骨折端已外露，肯
定有骨折，判断不清时，可按骨折处理。

封闭伤口并止血。对于骨外露的病人，不要还回去，
容易加重深部组织感染，继续外露，用干净的衣物覆盖包
扎止血。

临时固定。就地取材如木棍、书本、对侧肢体，固定的
目的是防止骨折断端进一步损伤周围的神经、血管等组织。

送医院治疗。怀疑脊柱损伤的病人，采用多人搬运
法，禁止搂抱或一人抬头、另一人抬足的方法防止骨折错
位加重导致脊髓神经损伤，进而出现瘫痪的严重并发症。

三伏贴以中医“天人相应”思想为核心。
中医学认为，人体阴阳气血的盛衰依季节变
化而不同，因此疾病的发生、治疗亦应随季节
变化而有差异。如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
喘等好发于冬季或在冬季加重的疾病，其发
病原因主要是因为患者体内的阳气不足，同
时又受到外来寒邪入侵。还有部分患者不仅
阳气不足，体内还有寒湿病邪潜伏，遇寒则易
诱发疾病。

也就是说，机体阳气不足为发病的根本
原因，外来寒邪为诱发因素。“冬病夏治”针对
这类疾病的发病病因，利用“三伏”期间全年气
温最高、人体阳气最盛的特点，进行扶助阳气
的治疗。具体方法是采用温热助阳的药物对
阳虚之体进行治疗，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体的阳
气，祛除体内沉寒痼冷之宿疾，增强抗病御寒
能力，达到少发病或不发病的目的。这即是中
医“治未病”思想的体现。

1
激发阳气以
增强御寒能力

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总结，三伏贴主要适合于中医辨
证属阳虚为主或寒热错杂以寒为主者，且患有在秋、冬、春
季节容易反复发作或加重的慢性、顽固性肺系（呼吸系统）
疾病，主要针对以下几类疾病。

1.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

2.过敏性鼻炎；
3.小儿及老人（60岁以上）体虚易感冒、反复咳喘（呼吸

道感染）者。

贴敷期间，忌食辛辣、生冷、腥膻、刺激之品，如鱼虾、海
鲜、猪头肉等，忌食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并戒烟酒。贴敷
当天禁止游泳、淋雨、洗澡等，贴敷后尽量不要过度活动。
贴敷后局部起水疱者，应立即取下药膏，禁止抓挠，并避免
出汗或局部沾水，以防感染。揭药膏时，手法宜轻，以免损
伤皮肤。

需要注意的是，下列情形不宜使用此法：有发热、咳黄
痰、肺部感染、经常咯血者；贴敷处的皮肤有外伤者；阴虚火
旺、阳盛者。

2 适宜贴敷的病种及人群

传统贴敷时间为初伏、中伏（及闰中伏）、末伏每伏的第一
天开始，现在为每伏的任何一天均可以贴敷，每伏贴3次，一
般以晴天的10时至16时效果为佳。今年的“三伏”为40天，
初伏（7月11日-7月20日）、中伏（7月21日-7月30日）、闰
中伏（7月31日-8月9日）、末伏（8月10日-8月19日）。

不同年龄者贴敷的时间长短不同，参考时间为：2-3岁
贴敷1-1.5小时；3-6岁贴敷1.5-2小时；6-10岁贴敷2-2.5
小时；10-14岁贴敷2.5-3小时；14-16岁贴敷3-3.5小时；
16-18岁贴敷3.5-4小时；成年人贴敷6小时。

（本报综合）

3 贴敷持续时间视年龄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