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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小凤）为进一步做好
在校大学生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学
生对艾滋病危害的认识水平和自我防范能
力，倡导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12月 6日，
由市卫健委、市教体局、市红十字会、市疾
控中心、市人民医院、市中心血站等单位联
合举办的 2019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
活动走进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活动中，市疾控中心原副主任罗再平
受邀作了一场以《艾滋病预防与安全性行
为》为主题的讲座，引述详细的数据和真实
案例，生动详细地为同学们讲述了艾滋病
整体趋势、发病机理、预防手段等各方面知
识，从多个层面解释了一般性教育中容易
产生的错误理解和认知误区。呼吁大家提
高对性的认知程度，尊重科学，提高防范意
识，做好自我保护，远离艾滋，享受青年人
应有健康青春。

主办方还组织同学们参与义务献血，

并向同学们介绍艾滋病相关知识，发放《健
康手册》等防艾宣传品。同学们发表了自
己对艾滋病的看法，并纷纷在防艾签名墙
上签名和写下防艾寄语。

此外，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还为同
学们进行现场义诊和解疑答惑。资阳环境
科技职业学校还在校园宣传橱窗、电子屏
等载体上以防艾海报、视频和相关知识等
形式开展校园防艾教育宣传，倡导在校大
学生树立青春健康理念和个人健康责任意
识，发挥青年社群强有力的倡导作用，用活
力和智慧改变世界。

注：请本版用文作者（单位）与本报联系，以便发放稿酬。

延伸阅读

本报讯（记者 李小凤）12月 6日，资阳市医学会口腔学术年
会暨口腔质量控制分中心工作会议及 2019年市级继续医学教育
项目培训会举行。会议邀请多位知名口腔医疗专家，现场进行
学术、规范操作技术、口腔质量控制工作方面的交流培训，全市
近百名口腔医疗从业者参会。

会上，华西口腔医院陈新梅教授讲授了《如何进行安全高效
的根管预备》，美可美牙科创始人兼院长李树军讲授了《隐形矫
正在联合治疗中的考量》，华西口腔医院修复工艺教研室主任岳
莉讲授了《医技配合做好数字化美学修复》，华西口腔医院感染
管理科主任进行了感控专题培训。专家教授们新颖的立题、深
度的文献分析和经验总结、缜密而又不失幽默的授课风格得到
了与会者的高度好评，他们表示，将有助于提高自身口腔诊治技
术水平。

“要防止辐射、熬夜刷手机伤害皮肤，
首先要做好严格的面部清洁。”该院皮肤科
副主任医师周奇志认为，一般情况下，每天
只需做两三次皮肤清洁，但如果长期熬夜
刷手机，就应适度增加清洗的次数。

夜间是养颜时间，刷手机或看电视、电
脑结束后，第一任务是清洁肌肤。可用温
水或温和的洁面乳彻底清洁面部，将静电
吸附的尘垢通通洗掉，然后涂上温和的护
肤品，这样可防止屏幕辐射带来的缺水现
象，同时抑制黑色素的生成。

“注意防晒，这里所说的晒，是指通过
涂抹隔离霜，减少屏幕辐射对皮肤的伤
害。”周奇志认为，夜间给予皮肤充分的修
护，更能增强皮肤的抵抗力，因此可选择
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 E 成分的护肤霜，
但不主张天天敷面膜，尤其不要使用自制
面膜。

对于经常刷屏所造成的皮肤干燥，可
以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补充营养、使用防辐
射霜来改善。平时可适量补充维生素 B，
维生素B对脑力劳动者有益，如果常熬夜，

睡眠质量不好，可多吃些富含维生素 B 的
动物肝脏、新鲜果蔬。

从中医角度来说，还可采用茯苓、白术
等来健脾，或泡薏米水喝；针对黄褐斑，可
用补肝肾的川芎、当归等，或泡藏红花水
喝；常需面对屏幕的人，应多喝茶水，如绿
茶，或泡枸杞、菊花、决明子茶。

刷屏一段时间后，要放松一下精神，
看看远方，适当做做面部按摩，促进血液
循环，让皮肤的代谢和循环保持一个常
态。

远离艾滋 守护健康青春

我市“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进高校

主题讲座现场。

知名口腔医疗专家资阳授课
全市口腔医疗从业者共飨学术盛宴

熬夜刷手机，当心丢了“面子”

早上睁开眼第一件事是刷手机，刷
微博、看新闻；上班途中，在地铁或公交
车上，追剧、刷朋友圈；到单位后，在工作
的同时，手机和电脑来回切换，工作安排
都在单位群里滚动；下班了，就连走在路
上都不忘低头刷手机……这是当下很多
人的真实写照。

熬夜刷手机，除了给眼睛、手、颈腰
椎带来伤害以外，还可能给皮肤带来严
重损害。专家提醒，“手机控”亟待改变不
良生活方式，多爱惜“面子”。

□ 杨蔚然 何穰

“近两年，因屏幕辐射损害皮肤的说法
在朋友圈流传，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湖南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省中医院）
皮肤科主任医师朱明芳表示，这一点，已通
过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得到证实。研究表
明，长久刷屏的辐射，可对人体多系统、多
器官造成危害，皮肤作为人体第一道屏障，
是电磁辐射的第一个靶器官。

临床常见的皮肤病诱发因素主要有：
饮食、生活作息、遗传、免疫及精神因素

等。朱明芳介绍，长久刷手机，皮肤成纤维
细胞（皮肤真皮层的主要结构成分）增殖受
到抑制，数量越来越少，活性越来越低，相
应的胶原蛋白、弹性纤维、透明质酸等就会
减少，不足以支撑皮肤结构，导致真皮层变
薄，皮肤开始松弛，失去弹性，出现皱纹。

“皮肤老化包括自然老化和光老化，熬
夜刷手机，使脸部长期曝光于手机发射出
的高能可见光下，肌肤受到损害，出现光老
化即皮肤早衰。”朱明芳说，面部皮肤的改

变不仅是自然老化，更在于光促使皮肤过
早地出现老化性改变。日夜刷手机，进一
步加重肌肤干燥失水。

长期不正确使用手机，的确会影响皮
肤状态，导致皮肤缺水干痒、肤色变黄、产
生细纹，出现干性肤质越来越干、油性肤质
越来越油（缺水状态）的恶性循环。在静电
作用下，皮肤处于一个肉眼无法看见的“脏
兮兮”的环境中，会加快皮肤的氧化和衰老
进程。

“熬夜一般指晚上 11 时仍不睡觉，甚
至通宵达旦；常熬夜使皮肤干燥，长斑和青
春痘。”该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小莎表
示。

年轻人熬夜刷手机，表现在皮肤上的
症状是长痘。熬夜易致身体毒素无法排出
体外，肝失疏泄，肝郁化火，火郁发之，上熏
于面，这是诱发痘痘长成的主要原因。熬
夜导致皮脂腺分泌旺盛，皮肤毛孔会形成
粉刺。

对着手机长久保持一个姿势，血液循
环不畅造成局部不适，长期下去，也间接影
响到皮肤，致使皮肤暗沉、泛黄、失去光泽
等。李小莎解释，从中医学来说，久视伤
肝，熬夜看手机伤了肝脾，气血不能濡养肌
肤，就出现皮肤暗黄。

躺着刷手机的时间长了，会导致眼部
供血不足，影响视力的同时，使眼睛黯淡无
光，黑眼圈生成并逐渐加重。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加重颈椎的承

受压力，还会给下巴施加额外的压力，引起
皮肤松弛，逐渐形成颈纹。长时间面无表
情面对手机，面部各部分肌肉缺乏运动进
而萎缩，久之造成皮肤松弛下垂，出现面部
皱纹。这一点，常被怕变老的女性忽视。

长期熬夜刷手机导致免疫功能下降，
身体得不到休息，就无法正常代谢。当外
界环境变化，如炎热、寒冷出现时，皮肤更
容易脆弱导致敏感，出现荨麻疹、敏感性皮
炎等皮肤问题。

天天熬夜刷手机，对身体的危害还包
括以下几方面：

1.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很多人熬夜
玩手机游戏或追剧，可能会过于激动，导致
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从而增加心脏负担，
久之会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2.降低智力和记忆力。长期熬夜刷手
机，手机的显示屏会不断向外发射电辐射，

从而容易刺激大脑神经系统，当脑部神经
传导受到损害时，会使人智力下降和记忆
力下降，还可能出现神经衰弱等问题。

3.伤害肝脏。中医认为“人卧则血归
于肝”，即人在睡眠时，肝脏会进行自我调
节。然而许多人因为熬夜刷手机，导致睡
眠时间减少，给肝脏带来一定损伤。

4.容易导致失眠。熬夜刷手机，因内

分泌紊乱，容易引起睡眠障碍，出现失眠等
现象，造成精神萎靡不振，影响第二天的工
作与学习、生活。

5.加快衰老。熬夜刷手机，会加速机
体衰老，该睡的时候不睡，机体内各脏器得
不到充分休息，久之可能会导致其功能异
常，加快衰老。

据《长沙晚报》

长久刷手机，对皮肤是否有辐射伤害？

熬夜刷手机，对皮肤有哪些伤害？

怎样防止辐射、有效保护皮肤？

熬夜刷手机对身体造成多种危害

□ 黄悦安

2018年 6月 28日，唐宏告别乐至家里
2 岁多的女儿和同为医生的妻子，随四川
省综合帮扶凉山州脱贫攻坚工作队前往
西昌，在盐源县前所乡卫生院驻下来。

前些日子，笔者无意中看到他在 QQ
上的动态，一段简单的文字写道：“雪中下
村，烤火接种疫苗，人生达到高潮。”

笔者立即与他联系，得知了他狙击出
血热的故事。

2019的新年刚过不久，盐源县又发现
几例流行性出血热病例。当地党委、政
府、疾控中心高度重视，立即要求在全县
范围查漏补种出血热疫苗。

流行性出血热是一种鼠类引发的传
染病，常常会导致人的血管损害出血、肾

功能衰竭致死。盐源县偏远的村组没有
自来水，群众饮用被老鼠尿粪污染的泉水
是感染的原因之一。而接种疫苗是有效
预防出血热的手段。

作为盐源最边远的乡，前所乡去年开
始出现出血热疫情。当地政府和卫生、防
疫部门要求，必须对 16岁到 60岁的人群进
行两次接种，间隔 14天一次。克服地广人
稀、出行不便的困难，唐宏和当地医护人员
多次走村串户，进行疫苗预防接种和健康
宣传教育，全年共计注射疫苗3720余针次。

2019年 1月 16日，唐宏所在的前所乡
卫生院再次接到当地政府查漏补种的指
示。时间紧，任务重，前所乡四个村分布
在方圆 320 多平方公里的山间，有些地方
道路泥泞甚至不通车，作为帮扶的副院
长，唐宏感到这次补种是在和出血热做最

后较量，责任和意义重大，立即着手准备
工作。

1月 17日早晨，天蒙蒙亮，唐宏就带领
他的团队在严寒中出发了。那天，他们刚
刚上路，天就开始飘雪，很快道路和车上
就是白茫茫一片。冰雪路面，队伍冒着大
雪艰难前行，走村入户补种疫苗。有些群
众家里连桌子板凳都没有，他们就把车子
引擎盖当作工作台，后尾箱整理出来摆放
医疗用品。上午忙完，中午匆匆吃顿便
饭，顾不得休息，立马又驱车出发赶往其
他村子。

雪停了，天也黑了，分配的 640支疫苗
补种完成了。但唐宏追击病魔的步伐并
未就此停歇，为了彻底消灭出血热带来的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1月 19日元宵节他依
然忙着后续的查补工作。

新华社南京12月9日电（记者陈席元）冬季是水痘高发期，
专家提醒，水痘可以经呼吸道传播，家长要注意让孩子勤洗手多
喝水，防止感冒，不在封闭拥挤的空间久留，如果家里有水痘患
者，要注意隔离。

南京市儿童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田野告诉记者，9
月以来，前来就诊的水痘患儿就有所增加，但不少家长对水痘还
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比如认为水痘只有碰到才会传染等等。

专家表示，水痘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初次感染引起的急
性传染病。除了通过直接接触传染，也可通过呼吸道传播，患者
咳嗽、打喷嚏都可能传播病毒。

针对“孩子得过水痘就不会再得”的认识误区，田野告诉记
者，水痘抗体通常会维持较长时间，虽然再次感染的可能性很小，
但如果自身免疫力下降，仍然有复发的可能。接种疫苗可预防
90%的水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给孩子接种 2次水痘疫苗，1岁接
种后，在 4-6岁再接种一次。

田野告诉记者，临床上反复高热的水痘患儿可能出现脑炎、
肺炎等较严重的并发症，如果孩子出现发热不退、精神不好、头痛
等症状，一定要及时送医。

据介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第一次进入机体后，临床上表
现为水痘或隐匿性感染，此后病毒就潜伏于神经节中，一旦机体
抵抗力低下或受到刺激，病毒又会沿着神经释放到皮肤表面，从
而出现带状疱疹，因此水痘常在儿童期发病，带状疱疹则在成人
多见，两者是同一种病毒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

田野表示，不论是家长出现了带状疱疹，还是孩子传染了水
痘，都要注意隔离。尤其是有二宝的家庭，一个孩子得了水痘后，
不论另一个孩子是否得过水痘，是否注射过疫苗，都要及时对患
者进行隔离，避免传染。

专家建议，家长要做好孩子的基础防护，如勤洗手，不让孩子
养成揉鼻子、抠鼻孔的坏习惯；多喝水，让鼻粘膜保持湿润，抵御
病毒入侵；保证睡眠，多吃蔬菜水果，注意保暖，防止感冒，提高自
身免疫力；水痘高发期少去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不在封闭空间
久留。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 屈婷 张泉）如何在市场条
件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应对处置药价供应异常变动、短缺
药恶意涨价……针对当前药品价格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
出手了！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当前药品价格管
理工作的意见》，将加强药品价格常态化监管，强调重点以医保
引导“药价”市场秩序的稳定。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说，意见的出台是为了明确现阶段
药品价格管理的基本政策，构建药品价格常态化监管机制的制
度框架，落实短缺药品保供稳价的各项相关政策。

据介绍，国家医保局将综合运用监测预警、函询约谈、提醒
告诫、成本调查、信用评价和信息披露等手段，建立健全市场条
件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效药品价格监管机制。

比如，针对某些药品价格和供应的异常变动，省级医疗保障
部门要及时调查了解情况并妥善应对。监测和应对情况要定期
报送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局集中整理分析后向有关部门和地
方预警重点监管品种。

据悉，针对前期有关方面反映的少数药品价格异常变动问题，
国家医保局已开展监测、排查和分析。国家医保局还将采取进一
步措施，防范短缺药品恶意涨价和非短缺药品“搭车涨价”。

狙击出血热
——乐至县人民医院“援凉”医生唐宏的故事

冬季水痘高发
家长要做好孩子基础防护

以医保引导“药价”
我国将加强药品价格常态化监管

工作中的唐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