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4日上午，市第三人民医院
召开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民主生活
会，会议由该院党委书记李业武主
持，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了此次民
主生活会。

会前，根据市纪委、市委组织
部、市卫计委的相关要求，重点对照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 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院党委精心制订民主生活会实
施方案，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深入开
展谈心谈话，认真撰写发言提纲，进
一步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为开
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会上，班子成员坚持问题导向，
逐一对照 《准则》《条例》 要求，紧
密结合自身实际，深入查摆存在的突
出问题，联系反面典型的深刻教训，
从思想深处找原因，做到见人见事见
思想。同时，每位班子成员都明确了
整改方向，提出了具体改进措施，做
到对症下药。

通过此次民主生活会，该院将持
续抓好“两学一做”专题教育，打造
一支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
的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在维护
好、实现好、发展好病人利益中，推
进医院又好又快发展。

市第三人民医院

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为了解漯河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我市制订了《漯河市居民健康素养监测
工作方案》，对全市 5 个县 （区） 1800
人开展健康素养水平工作。漯河市健康
教育所发布了监测结果。

一、监测对象
2015 年漯河市 5 个县 （区） 15~69

岁城乡常住人口。
二、监测结果
2015年漯河市全市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为10.97%（其中城区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 13.48%），达到“国家卫生发展规

划”要求10%以上的目标要求。
1.地区分布：源汇区11.42%、郾城

区 10.55% 、 召 陵 区 10.52% 、 舞 阳 县
9.01%、临颍县8.75%。

2.人群分布：
（1）性别分布：男性略高于女性。
（2） 文化水平分布：漯河市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整体上随着文化水平的提
高而提高。

（3） 城乡分布：城市 13.48%，农
村8.81%，城市素养水平远高于农村。

（4） 年龄分布：35～44 岁组健康

素养水平最高，65～69岁组健康素养水
平最低。

漯河市居民三个方面健康素养水平
分别为基本知识和理念24.23%，健康生
活行为与方式 12.56%，健康技能为
16.52%。

漯河市居民六类
健康问题素养水平由
高到低依次为：安全
与急救40.25%、健康
信息19.86%、科学健
康观19.74%、基本医

疗16.39%、传染病防治15.02%、慢性病
防治12.31%。 漯河市健康教育所

我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达到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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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饮食管理中很重要的一
项内容是计算每日所需摄入的总能量，
然后具体到各类营养素的需要量，再由
此决定每日主副食的选择。

通常采用比较实用又方便的食品交
换份法。比如，同为 25 克能够产生 90
千卡能量的大米、小米、玉米面、荞麦
面等为一个交换份，同为 25 克的大
豆、红豆、绿豆、芸豆、青豆、干粉条
等也为一个交换份。掌握这些的话，可
以帮助糖友方便选择、搭配主副食。可
实际上，对于不少老年朋友来说，食品

交换份法掌握起来仍嫌麻烦。那么，有
没有一种更方便直观的方法，帮助大家
大概确定几类基本营养素的每日摄入量
呢？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个手掌法则。
利用自己的手，就可以基本确定每日所
需食物的量了。这种方法虽然不是特别
精确，但却非常实用。

拳头量：碳水化合物、水果
选用相当于自己两个拳头大小的

淀粉类食物，如馒头、花卷、米饭
等，就可以满足一天碳水化合物的需
求量了。水果一天需要量则相当于1个

拳头大小。
掌心量：蛋白质
50克的蛋白质相当于掌心大小、约

为小指厚的一块。每天进食50至100克
的蛋白质即可满足一天需求。

两手抓量：蔬菜
两只手能够抓住的菜量 （1捧） 可

相当于 500 克的量，每天进食 500 至
1000克蔬菜可满足需要。当然这些蔬菜
都是低碳水化合物蔬菜如绿豆、黄豆、
卷心菜等。

拇指尖量：脂肪

要限制脂肪（黄油）的摄入，每天
仅取拇指的尖端（第一节）就足够。

两指并拢量：瘦肉
切一块与食指厚度相同，与两指

（食指和中指并拢） 的长度、宽度相同
的瘦肉相当于 50 克的量，可满足一天
需要。

食指拇指量：酒
糖友最好不饮酒，如果实在要喝的

话，建议白酒量以拇指为准，红酒量以
食指为准，啤酒量则以中指为准。

陈 伟

糖友：“手秤”巧估食物量

1月23日下午，市第六人民医院举行迎新春联欢会。 杜如新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三川 通讯
员 刘宝霞）为进一步增强医务人员
的法律素质和安全意识，培养医务人
员依法行医的理念，规范医疗行为，
促进医患和谐，1月20日下午，漯河
医专二附院 （市五院、市骨科医院）
开展法律法规知识培训讲座。讲座邀
请了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疑难案件研
究中心的几位律师围绕医疗行业中的
法律法规进行专题培训。该院党委书
记韩红军出席，培训会由党委副书记
栾丰年主持，来自全市医疗机构的
300多位医务工作者现场聆听了培训
讲座。

培训会上，主讲人周胜豪律师以
“医疗纠纷前沿问题研讨”为题，从
法的价值与权利感情、医方角度论举
证责任兼论司法鉴定、知情权与存活

概率、红包及其定性等方面，并结合
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医疗纠纷典型案
例，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医疗纠纷和医
疗事故发生的原因，并提出了预防的
对策：建立完善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和
医疗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加强医疗法
律法规知识学习，强化法律意识；加
强核心制度的学习和落实，全面提高
医务人员职业素质；加强业务学习，
提高技术水平和医疗质量；加强人文
知识和沟通技巧的培训，提高医患沟
通能力。

培训讲座结束后，参会人员纷纷
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医疗卫生法律
法规，并积极运用到临床医疗工作
中，在医疗活动中严把质量与安全
关，避免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的发
生，为广大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漯河医专二附院（市五院、市骨科医院）

开展法律法规知识培训

本报讯 （记者 杨三川 通讯
员 谷东方）春节前夕，市卫计委认
真贯彻落实全国冬春季传染病防控工
作视频会议暨我省防控工作会议精
神，积极部署传染病防控工作。

联防联控。加强与教育、畜牧、
食药监等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摸清
部门职责，做好联防联控，提高综合
防控能力。

加强监测和源头管理。充分利用
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切实加强冬春
季常见传染病的监测，密切关注流
感、禽流感、麻疹等疫情；针对不同
的传染病加强源头管控措施，加强监
测预警；加强与多部门的沟通协作，
切实建立起高效防控网络。

加强预防接种。加强免疫规划工
作的管理和监督，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提高预防接种率。进一步提高预
防接种工作规范程度，做好基础工
作，筑牢人群免疫屏障，从根本上减
少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等疫苗针对疾
病的传播和流行。

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清除病
媒生物孳生地，搞好家庭、居民区以
及中小学校、托幼机构卫生，抓好车
站等人员聚集场所的环境卫生管理。

加强宣传。切实做好春季传染病
重点和高危人群的健康教育；及时发
布健康预警提示，广泛宣传春季传染
病防治知识；及时做好疫情风险沟
通，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秩序。

市卫计委

部署冬春季
传染病防控工作

图说图说 闻闻新新

为什么医生常选择雾化吸入治疗？
小儿由于上呼吸道等发育尚未完

善，免疫力和抵抗力较低，再加上天气
变化及病毒感染时，容易患呼吸道感染
并导致黏膜肿胀、黏液阻塞呼吸道而加
重病情，如果治疗不及时，可出现喘
憋、呼吸困难等情况。

专家说，雾化吸入治疗是将药物
（通常是激素） 经吸入装置分散成悬浮
于气体中的雾粒或微粒，通过吸入的方
式使药物沉淀于呼吸道。

与口服用药相比，吸入的量很少，
即使很少量经过呼吸道、消化道进入体
内也会很快被代谢分解掉，一般不会引
起严重的全身不良反应。另外，雾化吸
入治疗在减少用药剂量的同时使药物直
接抵达患处，降低了药物全身副作用，

且疗效显著。在呼吸系统疾病治疗中，
雾化吸入已成为重要的辅助治疗措
施。

哪些呼吸道疾病可以用雾化？
专家说，很多呼吸道疾病，例如哮

喘、急性喉炎、毛细支气管炎、支气管
肺炎、婴幼儿喘息、早产儿慢性肺疾
病、急慢性咳嗽、上呼吸道感染以及其
他气道炎症类疾病均可以用雾化治疗。

在治疗时，医生一般会根据不同的
疾病、不同的治疗目的，选用不同的药
物进行雾化吸入。所以，患儿应先到医
院咨询专业的医生。

雾化吸入常用的是吸入性激素，患
儿吸入的剂量和疗程也应该在专业的医
生指导下进行，以达到最好的临床疗效
和最小的不良反应，少数患儿使用治疗

药物时间过长后，可能会出现口咽部念
珠菌感染，家长不必太过担心，平时用
药后注意用清水漱口即可减少口咽部念
珠菌感染的发生。

雾化时需要注意什么？
1.雾化时：在体位的选择上，婴幼

儿雾化吸入时，选择半坐位或坐位为
宜，年长的儿童应教他们学会深长缓慢
的呼吸来增大胸廓活动度，提高肺活
量。在雾化的时间上，每次雾化的时间
以 5~10 分钟为宜。在雾化器的选择
上，不同年龄的患儿可选择不同的雾化
器，一般年长儿比较配合，可选用口含
器，而对于年幼患儿，则需选择面罩。

孩子在雾化时如果哭闹不止，也会
影响到吸入而影响治疗效果，对于这类
患儿，可选择在睡眠后给予雾化吸入治

疗。还有要注意的是，雾化的气雾不要
对着眼睛，避免对眼睛产生刺激。

2.雾化后：雾化后痰液被稀释，所
以雾化结束后，家长可以给孩子拍拍后
背，拍背时五指并拢成空心状，由上而
下、由外向内有节律地轻轻拍。同时，
雾化后要注意漱口和用清水擦拭口鼻外
部，以减少残余药物的副作用。张 华

关键词：甲胎蛋白
小张姑娘来门诊时，说话声音都

发抖，眼泪一直在眼眶中打转，手里
还紧紧地攥着体检报告单。原来，她
拿 到 的 体 检 报 告 单 上 甲 胎 蛋 白
（AFP） 为 40.7μg/L，高出了正常值。
体检医生告诉她，肝癌的病人这个指
标可能会高，让她到肿瘤科进一步查
查。

解读：
甲胎蛋白 （AFP） 是肿瘤标志物

中的一项，它是一种糖蛋白，主要在
胎儿肝中合成。正常情况下，正常人
血清中甲胎蛋白的含量不到 20μg/L。
AFP是目前诊断早期肝癌的最好的血
清标记物，大约80%的原发性肝癌患
者AFP都会升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AFP升高都由肝癌引起，AFP升高还
常见于以下一些情况：

其他恶性肿瘤：除原发性肝癌
外，大约有50%的生殖腺胚胎肿瘤患
者也会出现AFP升高，其他少数如胃
癌、肠癌或是肺癌患者也可能出现
AFP升高。

非恶性疾病：如病毒性肝炎、肝
硬化、新生儿肝炎，还有其他疾病，
比如肝损伤、充血性肝肿大、先天性
胆管闭塞、畸形胎儿等也可出现AFP
升高，一般增高幅度较小，持续时间
也不长。

孕妇：一般在怀孕3个月后可能
出现甲胎蛋白明显升高，到怀孕七八
个月时，孕妇母血中AFP量达到最高
峰并相对稳定。产后3周左右AFP会
慢慢下降，恢复正常。

新生儿：新生儿也会出现甲胎蛋
白的一时性升高，因为甲胎蛋白是胎
儿的正常血浆蛋白成分，是胚胎早期
的主要蛋白质，胎儿出生约两周后甲
胎蛋白从血液中消失。

关键词：转氨酶
李先生来看病的原因是体检时发

现谷丙转氨酶 （ALT） 75U/L，看着
化验单上这向上的箭头，李先生心里
犯了嘀咕，是不是得了肝病呀？

解读：
转氨酶是反映肝功能的一项重要

指标，在体检时一般都要做这项检
查。通过抽血化验检测肝功能的转氨
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 （ALT），就是我们常说的谷丙
转氨酶，另一种是门冬氨酸氨基转移
酶（AST），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谷草转
氨酶，正常人转氨酶是0~40U/L。有
人以为，转氨酶高了就是得了肝病，
实际上，转氨酶只是临床上常用的检
查肝脏功能的一项指标而已，很多情
况下转氨酶水平正常与否，并不能代
表肝脏功能好坏。如果这两个数值明
显升高，一般情况下表示肝脏有损
伤，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除了
乙肝、丙肝等病毒性肝炎外，其他很
多疾病都能引起转氨酶增高。主要还
有以下情况：

人体内许多组织都含有谷草转氨
酶，比如心肌炎和心肌梗死都可能使
谷草转氨酶升高；如果有胆结石等胆
道梗阻性疾病，可能因为淤胆而使血
液中转氨酶水平升高；对于一些看起
来没什么大病的人来说，还有可能因
为长期酗酒导致酒精肝，或饮食结构
不合理导致脂肪肝，而造成转氨酶
高。

另外，健康人的转氨酶水平在剧
烈运动、过度劳累或者吃油腻食物等

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转氨酶一过性升
高。如果在检查肝功前一晚加班工
作、没睡好觉，或是体检前进食早
餐，都有可能影响检查的准确性。

关键词：弥漫性肝病
老张这次可被体检报告吓破了

胆，B 超结果上写着：弥漫性肝病。
天呀，肝脏里的病都“弥漫”了，肯
定是病得不轻呀，赶快去看病吧。

解读：
B超检查是医生最常用的肝病影

像学检查技术，它能诊断的肝胆系统
疾病很多，但报告的结果用的是医生
的语言。病毒性肝炎、脂肪肝、肝纤
维化等慢性肝病在整个肝脏的分布相
对一致，B超显示都会提示肝脏弥漫
性病变。而肝血管瘤、肝囊肿、肝癌
都属于肝脏局部的占位性病变。

弥漫性肝病，意思是告诉医生，
被检查者没长肿瘤、囊肿等占位病
变。一些年龄较大的中老年人，肝脏
内部稍微粗糙一些，在B超检查时光
点反射就会强一些，报告也会提示弥
漫性肝病。许多患有弥漫性肝病的人
其实肝功能正常，不用治疗。肝病是
否严重，要看包括肝功能等许多指
标，并结合临床表现才能确定。

陈京龙

专家解读肝脏体检报告

在儿科急诊转一圈，你会看见不少孩子口和鼻子上戴着罩子正在做雾化治疗。有的家长会表示，这个治疗
方法好，急性喉炎、急性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一喷就好，但有的家长却认为，一有呼吸道问题，就用雾化，
会不会对雾化产生依赖？雾化治疗有没有什么时间或次数的限制？

雾化治疗，应该注意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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