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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掉在地上，到底还能不能吃？英国阿斯顿大学研究
人员说，吃掉在家中地板上食物致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饼
干、巧克力等食物掉在地上半小时后再捡起来吃也没问题。

研究人员测试不同食物掉在地毯、油毡和瓷砖上 3到 30
秒后的细菌数。结果显示，三明治、薯片、面包片、饼干和巧克
力这样“硬质”的食物，就算掉地上半小时再吃也不会沾染多
少细菌，但糖果、意面、薯条、甜甜圈、抹了黄油的面包片这样
又湿又黏的食物就得立刻捡起来。

研究人员说，吃掉在家中地板上食物致病的可能性微乎
其微。他们检查了 40个家庭和学生公寓厨房、餐厅起居室的
地板后发现，学生公寓的地板更脏些，但有害菌很少，大部分
细菌来自人体皮肤。

据新华社

小轩（化名）今年 7岁，和小伙伴踢球后突然腿疼，走路一
瘸一拐。他的母亲以为是运动过量导致“生长痛”没在意，可
没想到小轩随后不能下床走路了。小轩日前到湖北省武汉市
儿童医院就诊后，被确诊为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刚进院时，小轩母亲凭经验挂了骨科，之后骨科医生要求
看风湿免疫科，小轩才得以确诊。因为耽误了治疗时间，小轩
双膝关节和肺部受累，出现了肺间质病变，需要入院进行系统
治疗。该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尹薇介绍，幼年特发性关节炎表
现为慢性关节滑膜炎，是儿童时期一种常见的结缔组织疾病，
可伴全身多脏器功能损害，是造成青少年残疾和失明的主要
疾病之一。儿童时期不明原因的持续 6周以上的关节肿胀统
一诊断为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尹薇提醒，腿痛发生的原因很多，可直接来源于双腿本身
的疾病，也见于很多内科局部或全身性疾病，如血液病、结缔
组织病、坏血病、肌炎等。因有些疾病成人并不多见，所以当
孩子腿部或其他关节疼痛时，如果家长不能分辨，应尽早带孩
子到儿童专科医院就诊。

据新华网

本报讯（杨静）“这个手术好！没想到这么快就出院了！”
近日，雁江区中天镇七旬老人陈某从乐至县中医医院高兴地
办理了出院手续。半个多月前，陈某因骨折抬着入院，如今康
复出院。

2 月 17 日，陈某在家中不慎跌倒，右侧髋部着地，疼痛难
忍，随后无知觉，完全不能行走。家人随即将老人送到乐至
县中医医院骨科，经 X 线摄片检查确诊为“右侧股骨粗隆间
粉碎性骨折（Evans III 型）”。 考虑到陈某手术的耐受性、年
龄的特殊性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医院经过精心准备，
于 2 月 20 日为其实施 PFNA 内固定手术。术后第 2 天，陈某
即能在床上进行功能锻炼，第 4、5 天可在助行器的协助下行
走。在医护人员的细心护理下，其骨折逐渐恢复稳定，半个
月后康复出院。

据该院骨科医生介绍，股骨粗隆间骨折是老年性骨质疏松
症的最严重并发症，由于该类患者大多具有心、肺等方面的合
并疾病，且手术风险性极大，骨折后应及时到医院治疗。PFNA
属于一种新型股骨近端内固定术，即用螺旋刀片锁定技术取代
传统的螺钉固定，未锁定的螺旋刀敲入时，自旋转进入骨质，对
骨质起填压作用，且不易松动退出。该手术操作简单、固定牢
靠、出血少、手术时间短、骨丢失少、愈合率高、可早期进行功能
锻炼等优点，适用于各种粗隆间骨折，尤其适合老年骨质疏松
患者。

由于生活节奏快、精神压力大、环境污染等因素，近年来
皮肤病患者十分常见，有些患者长期受疾病困扰苦不堪言。
安徽省立医院中医皮肤病专家建议，中医治疗某些特殊皮肤
病疑难杂症更“拿手”，因此建议一些皮肤病西医治疗效果不
理想的患者，不妨试试中医疗法。

合肥市民罗女士告诉记者，去年 3 月份她查出了神经性
皮炎，经过西医治疗了好几个月后，依然会时常复发。之后她
又看了中医门诊，专家开了一些中药饮片，吃了一个月汤药之
后，病情明显好转，至今仍未复发。

“临床上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该院皮肤科医生徐媛
媛告诉记者，对于中医而言，治疗皮肤病有两大特长，一是
可以在发病早期就介入治疗。历史上有名的神医扁鹊就
可以诊断出“疾在腠理”，而此时往往还达不到西医的疾病
标准。其次西医治疗皮肤病一般都是局部治疗，而中医由
于是从整体观念护法，事实辨证论治，既考虑局部治疗，又
采取扶正培本的方法，因此对一些反复发作、需要整体调
养的皮肤病有着西医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神经性皮炎、
过敏性皮肤病、红斑狼疮、慢性湿疹等中医治疗的临床效
果都比较好。

据新华社

□ 本报记者 曹礼芹

“这几年我不管有什么病都会给梁
医生打电话，梁医生成了我的亲人，多谢
了。”近日，乐至县东山镇高山庙村 1 组
村民谢瑞荣感叹道。

谢瑞荣 19 年前在外打工因意外瘫
痪，看病就成了大问题。自从与村卫生
室梁书章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后，他
只要感觉不舒服，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梁
书章。梁书章也会很快就到他家提供诊
疗服务，为他测量血压、免费送健康教育
处方及医学科普资料，给予健康、预防、
保健指导。今年春节，谢瑞荣母亲不舒
服，联系到梁书章，梁医生及时出诊。不
仅如此，梁书章还为每位签约服务的村
民建立了健康档案，实施动态管理；每年
免费为签约服务家庭中 65 岁及以上成
员体检一次；对 0—6岁儿童进行预防接
种管理；对孕产妇进行产前、产后的系统
管理；对高血压、糖尿病及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进行随访，详细地记录成册……因
为其细致周到的服务，获得了村民的信
任。由于工作繁忙，梁书章妻子也专职
做起了他的助手。

这只是我市启动乡村（社区）医生
签约服务工作的一个缩影。

自 2014 年我市启动乡村（社区）医
生签约服务工作以来，制定了《资阳市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试行)》，明确了签约服务的工作制
度、岗位职责、服务内容、工作流程和服
务规范等工作措施，还通过了多种渠道
对群众宣传签约服务工作，让每个家庭
了解乡村（社区）医生签约服务内容，在
街道办、居（村）委会、小区管理处等公

布乡村（社区）医生信息以及网络、电
话，让群众逐步接受乡村（社区）医生签
约服务。

据悉，截至 2016 年 12 月，我市辖区
内共有 122 个基层医疗机构均开展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全市家庭医生团队
589 个，共 3161 人，累计签约 443182 户，
签 约 人 数 2141890 人 ，签 约 率 达 到
85.18%。全市优先覆盖老年人、孕产
妇、儿童、残疾人、计生特殊家庭、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慢病患者和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等重点人群，已签约重点人群数
847888 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覆盖率 100%。

2015 年，雁江区更是建立了新农

合起付线保障机制，将签约服务工作
纳 入 新 型 农 村 合 作 医 疗 住 院 统 筹 补
偿。凡参加了乡村（社区）医生签约
服务的，凭签约服务卡在乡镇（中心）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住院
的，起付线在入住医院基础上降低 50
元，有效提高了居民参加签约服务的
积极性。

目前，我市已初步形成了以居民为
对象，乡村（社区）医生为主体，乡（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直接指导的

“分片包干、团队合作、责任到人”的服
务模式。据调查显示，2016 年，全市群
众对乡村（社区）医生签约服务知识知
晓率达 100%，满意度 97.92%。

我市乡村（社区）医生
签约服务惠及210万人
签约率85.18%，贫困人口100％签约家庭医生

医生随访。

乐至县中医医院

为七旬老人成功实施
骨折PFNA内固定术

皮肤病久治不愈
不妨试试中医

食物掉地上
其实还能吃

儿童腿疼
不一定都是“生长痛”

全市 122 个基层医疗
机构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家庭医生团队 589 个，
累计签约 443182 户，签约
人数2141890人，签约率达
到 85.18%；全市群众对乡
村（社区）医生签约服务知
识知晓率达 100%，满意度
97.92%。从一组组数据反
映出，我市开展的乡村（社
区）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为
百姓带来的好处，居民不
仅能从签约中享受到高效
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方
便、价廉、安全、有效的基
本医疗服务，还通过家庭
医生一年一签的服务，逐
步改变了基层广大医务人
员的服务理念，变被动服
务为主动服务，进一步提
升了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
群众健康水平，使公共卫
生工作更规范、更细致，让
群众有更多的实实在在的
医疗服务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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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问题或加重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
3 月 21 日是世界睡眠日，今年的主

题是“健康睡眠，远离慢病。”
什么是慢病？该如何预防呢？
睡觉时鼾声特别响，声音时断时续；

睡醒后仍然觉得累，白天精神不集中；晚
上常起夜，早上起床感觉口干……你知
道吗？这些现象都可能预示着你得了睡
眠疾病。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长、北
京大学国际医院睡眠中心主任韩芳介
绍，近年来，中国睡眠障碍人群日益庞
大，各类睡眠障碍人群达 38.2%，不仅带
来巨大的健康隐患，而且不利于慢病防
治工作深入开展。

“睡眠呼吸障碍可能会引起睡眠呼吸
暂停或者低通气，不仅会引起血氧的下
降，而且和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等
其他慢病都有关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日友好医院院长王辰表示，人体持续处于
低氧状态会增加血液粘稠度，引起血压升
高；资料显示，患有睡眠呼吸障碍的患者
更容易发生肿瘤转移；睡眠呼吸障碍引起
的代谢紊乱还会导致血糖水平异常。“统
计显示，30%-40%的高血压患者有睡眠呼
吸障碍疾病，而在治疗睡眠呼吸障碍疾病
后，超过三成的高血压患者会出现血压下
降。”王辰指出，有必要通过公众教育，让

了解到睡眠和维护健康、防控慢病之间的
密切联系。

“推动睡眠医学发展、提升睡眠健康
意识是慢病防控的重要途径之一。”北京
市卫计委委员、高小俊表示。根据北京
市卫计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 年，全
市 30-70 岁户籍居民中，4 类主要慢病

（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慢性呼
吸系统疾病）的早死概率为 11.11%。“《中
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
年）》提出，到 2020 年，力争 30-70 岁人
群因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
疾 病 和 糖 尿 病 导 致 的 过 早 死 亡 率 较

2015年降低 10%。构建健康中国和健康
北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实现健康睡眠
是重中之重。”高小俊说。

该如何实现健康睡眠？对此，韩芳
表示，良好睡眠的衡量标准是“质＋
量”。首先要保障睡眠时间充足，建议成
年人每天保证 7-8小时的睡觉时间。其
次要保证睡眠质量，尽可能遵循自然规
律，不做“夜猫子”“熬夜族”。睡前不要
使用或靠近手机，有研究显示，把手机放
在寝室里，即使不使用它，也会让平均睡
眠时间减少 20分钟左右，手机屏幕发出
的亮光还会影响睡眠质量。 据新华网

春暖花开的时节，放风筝成了不少
家庭休闲娱乐的好方式，可是长长的风
筝线如果控制不好可能会成为凶器。3
月 5 日，江苏常州的孔先生就被风筝线
拉伤了脖颈，还好他带了安全帽材只受
了轻伤。

类似孔先生这样被风筝线伤害的人
并不少，山东董先生的儿子被断了的风
筝线割伤，口腔缝了六针。四川陶先生
骑摩托车被风筝勒住喉管，伤口很深，经

过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赤峰的付先生
颈部被风筝线拉伤，皮肤约有 20厘米的
裂伤，伤口距离颈部重要血管、神经只差
毫米，非常危险，经过 2 个多小时的抢
救，脱离生命危险。放风筝本是件有益
身心的运动，可锋利的风筝线控制不好
真的会造成生命威胁。

如何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杭州制
作风筝的专业人士程迪申有一些提醒要
告诉大家。

首先是场地，市民放风筝，尽量要选择
空旷人少的场地，同时避开高压线、铁路等。

其次是风筝的线圈，如果是大型风
筝，最好采用轮滑式线圈，而不要使用需
手工缠绕的线板。在快速放线或者风比
较大的时候，大家为了控制住风筝，不少
人会下意识攥紧手上的风筝线，很容易
出现手指被风筝线割伤的情况，条件允
许的话，尽量戴手套。

最后，收回风筝时，要慢慢收线，尽

量远离有电线的地方，以免风筝突然坠
落挂在电线上。如果风筝线断了，也尽
量将断线回收，不要随手乱扔。人们在
行走或是骑车时，断线有可能成为割人
的利器。

对于市民游客来说，如果身边有人
在放风筝，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看好
孩子，避免他们在风筝下方以及放风筝
人身前横向猛跑，尽量选择在放风筝人
的身后活动。 据新华网

警惕！风筝成春季伤人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