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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专家谈

社区卫生

专家介绍：

杏林春满
常州市中医医院

炎炎夏日，游泳戏水已经成为人们
避暑休闲的重要方式。近年来，因在不
符合相关标准的泳池中游泳引起的眼
结膜炎、皮肤炎症、咽结膜热、肠道疾病
等传染病屡屡见之于报端，那么如何才
能在游泳时保护自身身体健康，防止传
染病的发生呢？市疾控中心监测所副
所长王国强为市民支几招：

首先，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
正规的游泳场所配备了较为完善的水
质循环净化设备、消毒设备、检验设备
及专业的游泳池水质管理人员，可以
实时对水质状况尽心监测，从而保证
了游泳池水的卫生安全；而非正规游
泳场所因为设备及人员的缺乏，无法
对水质进行有效监测，对游泳人员可
能潜在危害。

其次，在游泳前，应充分了解游泳
池水卫生状况。正规泳池会对池水进
行实时的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在公示牌
公布，公布内容包括游离性余氯、水
温、PH值等指标，如游离性余氯应在
0.3-0.5mg/L范围内，PH值应在6.5-
8.5之间才能合格等。在游泳前还可以
目测一下池水的清澈程度，如目测发

现池水浑浊则说明池水卫生状况较
差，不宜下池游泳。

第三，入池游泳前及游泳后都应
充分进行淋浴。游泳前淋浴，能够清
洗掉脱落的毛发、皮屑、汗液等，可以
有效减少泳池中尿素等物质含量；游
泳后也应充分淋浴，因为泳池主要用
含氯消毒剂对池水进行消毒处理，而
氯则可能对皮肤、黏膜造成一定的刺
激，产生红肿瘙痒等不适症状；进入泳
池前，应通过浸脚池，对双脚进行消毒
以杀灭细菌、真菌等，防止双脚上的病
菌对池水造成污染。

第四，游泳者在游泳前应充分了
解自身的身体状况。如果本身患有肝
炎、心脏疾患、皮肤癣疹（包括脚癣）、
沙眼、急性结膜炎、中耳炎、精神疾患
等则不可进入泳池，以免造成传染病
的发生或对自身健康产生危害。

最后，在游泳过程中应自觉爱护
泳池卫生，如告诫小朋友不要在泳池
内小便、吐痰等；游泳前后可以在眼内
滴一点常用的消炎眼药水，防止砂眼
等眼部疾病的发生；游泳后可以用棉
签擦干耳朵内的水分，防止中耳炎等
疾病的发生等。

董秀晴 张惠力

夏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在这气
候炎热而生机旺盛的季节里，我们应该
吃什么、怎么吃才能缓解或者消除夏季
的闷热不安、乏力困倦、心烦失眠、食欲
不振等症状？作为一名中医师和营养
师，我将中医饮食养生和现代营养学研
究相结合，来阐述夏季营养膳食。

科学补水 祛暑生津

夏季炎热，汗液排泄多，因此失水
多，故应多喝水。但是喝水也要讲究
科学：1、喝水莫待口渴，因为口渴表明
人体水分已失去平衡，细胞开始脱水，
此时喝水为时已晚。2、大渴莫过饮，
人在特别口渴时，最易一次喝水过多，
这样很容易伤胃。正确的方法是：多
次少饮。3、用餐时不宜喝水，进餐时
饮水，会冲淡消化液，不利于食物的消
化吸收，对胃也不好。4、最好喝矿泉
水，没有刺激作用，不像一些饮料具有
刺激性，也不像果汁含有大量的糖分。

清热消暑 养心安神

夏日气温高，容易产生身热乏力、

心烦失眠等症状，所以饮食宜清热消
暑、养心安神为主。具体是指饮食要
清淡，但“清淡”饮食绝不是不沾荤腥、
全面吃素，要以清淡质软、易于消化为
主，实质是“四少一多”，即少油、少盐、
少糖、少辣，食物多样化。

夏天的特点是“热”，故养生的关
键在于“清”。夏季要以清补为主，应
选择鸭汤、鸽子汤、甲鱼、螃蟹等凉性
的食材。瓜类蔬菜除南瓜属温性外，
其余都属于凉性，水果中西瓜、甜瓜、
梨子等属于凉性。

此外夏季要强心健脾。苦味食物入
心，可以吃些护心食物如酸枣仁、柏子仁、
莲子等，这些都能起到养心安神的作用。

健脾除湿

夏天是暑湿当令的季节，脾虚的
人应选食有健补脾胃、化除湿邪、补而
不腻的食品。常用的有赤豆、薏米仁
等，利尿且排湿除寒。在煮粥时加些
荷叶，味道清香，粥中略有苦味，有消
解暑热、养胃清肠、生津止渴的作用。

忌食生冷。过量吃冷饮会刺激胃
肠道蠕动，缩短食物在胃肠内的停留
时间，影响人体对食物的消化吸收。
另外，人体热量在炎炎夏日很难散发，
体内胃肠温度也相对较高，骤然进食

大量冷饮，会引起胃肠痉挛、腹痛等。
民间俗称：冬吃萝卜夏吃姜。姜

有解表、散寒、温胃止吐、化痰止咳等
功效。夏天人身体毛孔张开多，加上
开空调、恣食冷饮，胃肠道易受寒湿，
用姜有利于湿寒之气排出。

预防胃肠道疾病

夏季胃肠道疾病高发，吃些醋，既
能生津开胃，又能抑制杀灭病菌。

夏季是人类疾病尤其是肠道传染
病多发季节。多吃些“杀菌”蔬菜，可
预防疾病。这类蔬菜包括：大蒜、洋
葱、韭菜、大葱等。

饮食定量定时

定量是指进食宜饥饱适中，保

证消化、吸收功能运转正常，人便可
及时得到营养供应，以保障各生理
功能正常活动；定时是指进食宜有
较为固定的时间。有规律地定时进
食，可以保证消化、吸收机能有节奏
地进行活动，脾胃则可协调配合，有
张有弛。

进食保健

进食宜缓是指吃饭时应该从容缓
和，细嚼慢咽。吃早饭不要少于15分
钟，中晚餐的时间不少于30分钟，一
口饭菜最好嚼20次以上，老年人则应
咀嚼25-50次。既有利于各种消化液
的分泌，又能稳定情绪，避免急食暴食
而损伤肠胃。

营养门诊专家告诉你夏季如何科学膳食

金琼 中医师、主管营养师，江苏
省医院协会医院临床营养管理专业委
员会委员，擅长运用中医体质辨析进
行饮食指导以及为有特殊需求的病人
提供适合的营养治疗方案。

营养门诊时间：每周三上午。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优生促进工
程，进一步推进我市孕前优生免费健
康检查工作顺利开展，有效降低出生
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日前，2017
年上半年度市级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现
场交流会在钟楼区召开，市计生指导
所虞永麟主任主持会议。省计划生育
科研所副所长孙晓如亲临现场指导，
钟楼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曹惠
平、我市各市区技术指导中心、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负责同志和相关
专家共20余人出席会议。

与会人员首先参观了钟楼区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孕前优生检查
现场及相关台账，随后各区就上半年
的工作进行经验交流，总结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及创新科技工作方法等不同
侧面的经验做法，孙晓茹认真听取了
大家的问题和意见，认真记录答疑。

会上，虞永麟主任指出：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项目是一项新工作、新
任务，环节多、标准高，省市区必须三
级联动才能做好。同时要加强对高危
人群的咨询指导，二孩政策的实施，高
龄孕产妇明显增加，这给我们优生优
育工作带来很大挑战，因此我们必须
加强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检查等
出生缺陷的一级干预工作，通过多种
形式的宣传，切实加强怀孕夫妇的风
险意识，减少非意愿妊娠，最大限度地
减少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发生。对一般
人员必须做好早孕及妊娠结局的随访
工作。及时总结分析孕优检查后3—6
月的受孕率，严格质量控制，进一步提
升我市孕前优生检查质量，通过各方
努力，确保我市孕优检查目标任务的
不折不扣完成。

钱爱珍 沈菁

为了推进“两学一做”活动思想，
践行“三大一实干”学习教育成果，日
前，永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
部组织开展“后备干部座谈会”，增强

“双带”作用，提升党支部的凝聚力。
中心主任兼支部书记史斌洪，支部委
员及全体后备干部参加了交流会。
中心为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年初落实
《后备干部培养细则》。党支部结合
“大讨论、大走访、大转变、实干为民”
的“三大一实干”活动内容，深入科室
与后备干部结对，与职工谈心，增进

彼此的感情，了解职工困难，帮扶团
队建设，推动党员立足岗位，亮身份
树形象作用。

后备干部们每人对半年来自身思
想动态及科室工作、发展愿景都做了
交流。史斌洪现场点评，结合后备干
部的不足，希望他们进一步开阔视野、
利用基层成长锻炼的沃土，不断挖掘
自身潜力，自觉增强责任和使命感，加
强实践成长成才。党支部也会多压担
子、加强教育引导使后备干部尽快成
长起来。

老人不宜长期喝粥

常吃8大食物更养生

夏季游泳，卫生要紧

2017年上半年度市级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交流会在钟楼区召开

深化“做”的载体，推进“两学一做”

很多人都认为老人应该多喝粥，因为老人消化不好，喝粥能减轻肠胃负担。
真的是这样吗？老人喝粥更健康？

老人不宜长期喝粥

老年人患牙病多，牙齿缺损者常
见，有的老人因咀嚼功能不好而长年
吃粥，也有少数讲究药膳的人用吃药
粥作为对疾病的辅助治疗。据观察，
长期吃粥的老年人一般比较消瘦，原
因是老年人的胃动力较差，如果吃粥
的量过多，难以很快排空，会感到胃部
不适；以同样体积的粥和米饭相比，粥
所含的米粒少得多，如果长期吃粥，得
到的总热量和营养物质不够人体的生
理需要，难免入不敷出。

所以，吃粥和吃药粥虽是养生一
法，但不是人人皆宜，除非是身体很
虚弱，或是治病需要。老年人患牙病
应积极治疗，应镶牙补牙。饭不妨烧
得烂些，也可吃面条，长期吃粥并不
适宜。

老人吃8大食物更养生

老人要想身体健康，远离疾病，平
时最好多吃些营养丰富的食物，如核
桃、鱼等。

红薯
红薯被评价为餐桌上的最佳食

物，它具有预防癌症、防止便秘、减肥
的功效，常吃红薯可以延年益寿。

核桃
核桃是补脑的最佳食品，亦是补

肾固精、温肺定喘的食疗品，对肾
虚、尿频、咳嗽等症有很好疗效。老
年人常吃核桃，能够头脑清晰、耳聪
目明。

板栗
栗子有百果之王的美称，既可

以补脾健胃，又能够补肾强筋，还具
有活血止血作用。在深冬季节，每

天吃几颗栗子，有利于补养元气，强
壮肾精。

豆腐
老人们普遍爱吃豆腐。他们说：

“鱼生火，肉生痰，白菜豆腐保平安。”
《随息居饮食谱》谓：“处处能造，贫富
攸易，询素食中广大教主也，亦可入荤
馔，冬月冻透者味尤美。”豆腐主要成
分是蛋白质和异黄酮。豆腐具有益
气、补虚、降低血铅浓度，保护肝脏，促
使机体代谢的功效，常吃豆腐有利于
健康美和智力发育。老人常吃豆腐对
于血管硬化、骨质疏松等症有良好的
食疗作用。

鱼
关心心脏健康的人应当多吃

鱼，每周做三顿鱼菜或每天吃 30
克 鱼 肉 ，能 够 使 中 风 风 险 降 低
50%。医学研究证明，经常吃鱼的

日本人和爱斯基摩人与很少吃鱼
的民族相比，患心血管疾病的比例
要小得多。

大蒜
大蒜不仅能够防治感冒，还能降

低胃癌、肠癌风险，增强消化功能。另
外大蒜还能很好地净化血管，防止血
管堵塞，有效预防血管疾病。

胡萝卜
胡萝卜富含β-胡萝卜素，不仅能

够保护基因结构，预防癌症，还能改善
皮肤，增强视力。

香蕉
香蕉是碳水化合物含量最高的水

果，还含有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能阻
止糖迅速进入血液，其中镁含量丰富，
吃上1根香蕉就能满足人体24小时所
需镁元素的1/6。

来源：家庭医生在线

走访篇：
上海市儿童医院消化科主任张婷来常指导 7月29日

上午，“常医专科联盟”七院签约专家，上海市儿童医院消化
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婷冒着酷暑来到市七院儿科进行工作
指导。在听取市七院儿科主任徐莉关于医院儿科近几年发
展情况、小儿专病示范门诊筹备情况等介绍后，张婷对小儿
专病示范门诊的筹备工作给予了详细指导，并提出中肯意
见；对小儿便秘相关科研课题进行了认真策划、辅导；并对
小儿特殊病例的诊治方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建议。

市药具站暑天慰问药管员 值炎炎盛夏，市药具站开
展免费药具发放网点高温季“送清凉”活动，为工作在一线
的免费药具发放网点的管理人员送去清凉和关爱。走访
中，市卫计委副主任赵兴光详细了解高温天气下免费药具
发放机的运行情况，要求室外温度超过药具耐受温度停止
发放的机器，应及时张贴温馨告知，并请有需要的群众到附
近社区领取；同时叮嘱工作人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合
理安排作息时间，给发放机补货及日常维护时尽量避开高
温时间段，增强防暑的自我防范、自我保护意识。

实干篇：
市四院开通“见义勇为人员救治绿色通道” 近日，市

肿瘤（第四人民）医院正式开通“见义勇为人员救治绿色通
道”，今后，凡符合规定的见义勇为者及家属，在市四院就诊
可以获得相关的优先或减免政策。市四院院长凌扬在揭牌
仪式上表示，医院将对见义勇为人员的抢救实行首诊负责
制，对见义勇为者的救治开通绿色通道，实行“四优先”，即
优先抢救、优先治疗、优先检查、优先住院、建立完善快速抢

救的运行机制，为健康常州的幸福树注入新能量。

市儿童医院加强急救练兵 高温天气，全市成人中暑
病例增多，儿童中暑虽少见，但市儿童医院仍高度重视，日
前，该院急诊科开展儿童中暑急救演练。演练中，一名母亲
抱着10个月大的孩子冲进急诊大厅呼救，急诊科护士立即
上前查看，通过母亲的描述和对孩子的观察，初步判断患儿
中暑，她与当天值班医生、副主任医师姚圣连迅速将患儿安
置入抢救室并实施急救处理。急诊科副主任李亚民第一时
间赶至现场指挥抢救。数分钟后，患儿生命体征得到稳定，
在与重症医学科充分沟通后，急诊科医护人员护送该患儿
转科进一步治疗。演练后，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分别进行
点评，并就注重细节要求、加强与家属沟通、做好卫生应急
准备等提出具体要求。

-------------------------------------

市一院举办青年教师授课比赛 8月4日，市一院举办了
2017年苏州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青年教师授课比赛。经过第
三临床医学院各教研室的赛前推选，8位来自不同科室的青年
教师参加授课比赛。比赛中，大家结合最新指南、文献和实例
图片进行详细阐述，融入现场交流、答题和标准化病人（SP）等
多种形式。经过评委组的评审，神经外科周鹏荣获一等奖，骨
关节科王益民和ICU殷荣获二等奖，血液科曹阳、风湿免疫科
孙茹蓉、肿瘤科许妍洁、妇科王清、儿科宁晶晶获三等奖。

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烧伤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在常举
行 8月4日-5日，由无锡市中西结合医院和我市二院联
合承办的2017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烧伤专业委员会学

术年会在常州举行。会上，省内外专家作了《由表及里钝性
清创新理念》等最新研究与应用成果报告。与会代表还围
绕慢性创面与复杂创面、危重烧伤救治、中西医结合治疗各
类复杂创面的新办法、临床经验总结及个案罕见病例等热
点难点展开了讨论。

《妇科恶性肿瘤的治疗进展》省级继教班开班 8月3日-
5日，《妇科恶性肿瘤的治疗进展》省级继续教育学习班在市肿
瘤医院开班，来自全省各大医疗单位及常州市新北区各乡镇
医院相关医护人员200余人参加。本着规范妇科肿瘤治疗，积
极探索前沿知识，同时为了让更多相关医护人员了解和掌握
妇科肿瘤规范化治疗、热点问题及妇科新进展，特别是新北区
基层医疗单位更好地开展“两癌”普查工作，让更多女性朋友获
益，本次继教班，市肿瘤医院邀请了省内多位专家前来授课。

市妇保院组织新职工岗前培训 8月1日，53位新职工
来到市妇幼保健院七楼会议室，开始为期4天的新职工岗
前培训。医院党委书记张晨、院长许军亲自授课，分别给新
职工介绍了医院概况、发展前景，进行了职业道德讲座；副
院长及职能科室科长们围绕法律法规、科教条例、规章制
度、医疗质量、医院感染、母乳喂养、消防安全等多方面内容
进行了专题讲解。新职工们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折翅的
天使》，参加了“恪守誓言，守护生命”新职工道德讲堂。为
增进了解，提升素质，增强新职工的团队意识和协作能力，
医院还特别安排新职工赴溧阳基地进行了拓展训练。

市儿童医院总结上半年护理工作 8月1日，市儿童医
院召开2017年度上半年护理工作总结会。会上，15个护理
单元的护士长以PPT的形式从工作业绩、质控管理、优质护

理、培训考核等方面分别汇报了上半年的工作亮点，并从安
全、质量、服务、队伍及目标阐述了下半年的工作思路。随
后，护理部副主任许月春回顾了全院的护理质控工作；护理
部主任刘斌针对护理部的中心工作、日常工作及亮点工作
进行了精炼的总结，并从保安全、促质量、优服务、提能力四
方面对下半年的工作提出具体思路。

扬州大学韦有恒教授到市七院讲学 近日，市七院特
邀扬州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
命科学研究院健康科学研究所博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博士后访问学者韦有恒教授来院进行《生殖细胞的
发育与衰老》专题讲学。讲座中，韦有恒教授围绕果蝇生
殖、调节通路和细胞因子，精确地展现了果蝇生殖的条件和
过程，阐明了影响果蝇生殖的因素，并就相关实验内容和现
场医务人员进行了交流互动。

市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完成换届选举 8月1日，市医
学会召开超声医学分会换届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会议选
举产生了由25名委员组成的超声医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
市一院刘艳萍当选为主任委员，市一院钱丰，市二院颜紫
宁、李晓琴，市中医医院张奕民，市三院包作伟，市妇幼保健
院贾赛玉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市一院谢潇任秘书。市医师
协会超声医师分会同期选举产生。

德安医院开展音乐治疗体验活动 8月4日下午，德安
医院精神康复科为茶山街道10位工作人员开展了一次以
节奏声势和歌曲讨论为主的音乐治疗体验活动，为平日长
期处在紧张高压工作环境中的工作人员进行放松。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