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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孙 琰）近日，民权县
卫计委通过宣传培训、摸底排查、
资格审查等方式，全面启动 2019年
度农村奖励扶助、农村 46—59岁独
女双女户奖励扶助、特别奖励扶
助、城镇奖励扶助等“四项”奖扶
工作，确保这些奖扶政策落到实处。

该县卫计委召开奖扶对象摸底
工作动员培训会，让大家全面吃透
文件精神，掌握各类奖励扶助政策
的确认条件、确认程序、发放标
准、实施步骤以及印证资料收集、
审核要点、申报时限等相关文件精
神；成立奖扶工作核查领导小组，
逐村逐户摸底调查、登记，仔细审
查、核对相关档案，解答疑问，确
保调查摸底真实无误；利用政府网
站、微信、微博、宣传栏等，积极
宣传奖励扶助政策，扩大奖励扶助
对象的基本条件、确认程序等群众

知晓率；通过初步审核符合奖励扶
助条件的，乡村两级组织召开评议
会议，对拟上报目标人群进行逐个
评议，再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
督。县卫计委收到乡镇上报的各类
奖励扶助对象名单后，对全部个案
进行最终审核、公示、确认。加强
奖扶人员档案规范化管理，严格奖
扶人员进入和退出制度，做好奖扶
对象年审工作，退出对象和新增个
案信息全部录入奖扶系统，确保奖
扶对象档案信息的准确性和一致
性。严格资金发放程序，新增奖励
扶助对象采取发放存折的方式兑现
到对象手中。为杜绝符合条件的奖
扶对象的差错、漏报等情况，该县
卫计委严格按照个人申请、村申
报、乡镇调查初核、县级审核确认
的程序要求，实行签名审核负责
制，确保做到不漏报、不错报。

本报讯 （记者 谢海芳） 近日，
商丘市政府食安办、市市场监管局联

合商丘市食品药品新闻协会、示范区
食安办、示范区平安办事处，在和美

社区开展食品安全宣传进社区活动，
把“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引向深入。

进社区，就是要与广大社区居民
朋友亲密接触，面对面讲解，心贴心
服务。此次宣传活动以居民喜闻乐见
的形式进行。

在和美社区，北京武警文工团歌
手演唱歌曲《魅力商丘》《有我在》，
著名戏曲家吴心平带来戏曲名段《包
青天》等文艺节目。有奖问答环节，
主持人与居民热情互动，让食品安全
知识变得更加生动易懂。

据了解，这是我市首次走进社区
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活动通过与
群众互动的方式，向群众普及了“五
毛食品”、“三无食品”的危害，科普
科学饮食的新理念，并就群众提出的
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现场答疑解难。引
导居民自觉加强对周边食品不安全源
的监督，提高公众的食品安全法制观
念和自我保护意识，进一步普及食品
安全知识，增强居民对食品安全的参

与意识，营造良好的食品消费环境，
促进“两城”联创活动开展。

“两城”联创在行动，食品安全
我先行。去年以来，我市紧紧围绕

“四个最严”和“四有两责”要求，
把食品安全当做重大政治和民生问题
来抓，强化政府责任，完善监管体
制，探索监管创新，加大整治力度、
扎实推进食品安全宣传活动，促进人
民群众食品安全消费行为健康理性，
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好评。

“今年是市场监管局改革的起步
年，将有许多新职能要为广大市民服
务，其中食品安全也是一项重要内
容。所以，我们今年要大力开展包含
食品安全进社区内容的食品安全六进
主题宣传活动，宣讲内容包括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食品安全知识、饮食卫
生常识、投诉维权、食品安全应急措
施、创建卫生城市相关举措等。”商丘
市政府食安办副主任、商丘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副局长孟锦涛向记者介绍。

“两城”联创在行动，食品安全我先行

我市举行食品安全宣传进社区活动

大量饮酒导致酒精中毒，损伤大脑神经和肝细胞，诱发胃炎、肝
炎、肝硬化等；重者可造成昏迷或死亡；酒后受孕出生的后代易出现智
力迟钝、肢体畸形。 （商丘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稿）

大量饮酒有什么危害

问：为什么血压不合格不能献血？
答：健康成人正常血压为 90—140毫米汞柱/60—90毫米汞柱，超

过这个标准为不正常。有些人误认为，高血压者血液多可以献血，低血
压者也可以少量献血，这都是错误的认识。血压是指心脏收缩血液流至
血管所产生的压力，因献血可以使血压略有降低，故收缩压低于 90毫
米汞柱的人不宜献血。收缩压过低说明左心室收缩力较弱，心脏流出的
血量较少，故献血后容易发生晕厥。高血压者献血时冠状动脉可能会痉
挛，引起一时性缺血，导致心绞痛，亦可出现献血后血压下降，血流减
慢引起血栓形成。为保证献血者的身体健康，血压必须符合标准才能献
血。 （市中心血站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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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推拿科是以祖国传统中医、针
灸经络理论与现代光电物理诊疗技术相
结合的科室。市中医院针灸二科在杜一
鹏主任的带领下，较好地承担了市中医
院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中医针灸、推
拿、理疗的诊疗任务。科室本着师古不
泥的精神和态度,在较好地继承了中医辩
证精神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了现代新技
术和新手段，使中医特色较好地与现代
诊疗技术相结合而服务于临床。

自市中医院建院以来，经过几十
年的发展,以传统的中医经络辩证为基
础,将传统的针灸、火罐、梅花针、埋
针、放血疗法、耳针疗法、穴位贴敷治
疗、推拿按摩治疗等手段的疗效充分发
挥。同时科室配备有各种高、中、低频
设备和各种光疗设备等，近年来又引进

了先进的智能中药熏蒸治疗仪、多功能
颈腰椎牵引床、超短波治疗仪、微波治
疗仪、红外线治疗仪、红光治疗仪、中
药离子导入仪等物理治疗设备。治疗病
种广泛、疗效确切。

针灸二科治疗的主要适应症有各种
痛症：关节炎、风湿痛、头痛、偏头
疼、三叉神经痛、颈椎病、肩周炎、网
球肘、腕痛、肋间神经痛、腰肌劳损、
椎间盘突出、退化性膝关节炎、跟腱周
围炎、足底痛、慢性酸痛、顽固性疼痛
等。神经精神科疾病包括面神经麻痹、
脑中风及脑出血后遗症的失语偏瘫、肌
肉萎缩、帕金森病、手足麻木、脑性麻
痹、颈髓压迫症候群、癔病、失眠、焦
虑、神经官能症、更年期综合征等及糖
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消化系统疾病：胃

痛、呃逆、便秘、泄泻、消化功能障
碍、术后肠麻痹和术后不全肠梗阻等。
呼吸系统疾病：感冒、支气管炎症、肺
部炎症、咽喉炎症、久咳、胸闷、梅核
气等。五官科疾病包括过敏性鼻炎、鼻
窦炎、重听、耳鸣、眩晕、美尼尔症
等。皮肤科疾病包括带状疱疹神经痛、
痤疮、扁平疣等。儿科疾病包括婴幼儿
腹泻、食积、厌食症、遗尿、流行性腮
腺炎、急慢性支气管炎咳嗽痰鸣等都有
较好的疗效。

杜一鹏说，经临床实践，针灸二科
形成一些特色诊疗项目。

快针点刺结合红外线、火罐等综合
治疗儿科病。如婴幼儿腹泻、食积、厌
食症、遗尿、急慢性支气管炎咳嗽痰鸣
等症，经多年实践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针刺、头皮针结合放血疗法治疗各
种痛症及脑梗塞、脑出血昏迷、失语、
偏瘫疗效肯定。

牵引、药物导入结合针刺、红外线、
推拿等综合治疗颈、腰椎间盘突出症。

无痛针灸诊疗，使患者消除对针灸
诊疗的恐惧，在针灸的过程中可以做到
完全无痛。

社会在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
高，现代人们多讲究吃绿色食品，然而
人们多数还不重视绿色治疗。什么是绿
色治疗？就是疗效肯定、痛苦小或无痛
苦又经济实惠的治疗。现在外国人热衷
于针灸治疗疾病，看中的就是它的绿色
治疗。针灸从调理人体脏腑机能着手，
来提高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从而增强
体质抗御疾病。

精研针术 济世为民
——记商丘市中医院针灸推拿二科

本报记者 宋云层

民权县卫计委

确保计生奖扶政策落到实处

本报讯（实习生 王雅茜） 为动
员全社会共同关注“三减三健”（减
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
重、健康骨骼）专项活动，以实际行
动推动“两城”联创活动，3 月 15
日，由商丘市卫健委、市教体局、市
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商丘市
委员会、市妇联联合主办的2019年商
丘市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三减三
健·全民行动”仪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来自市卫健委、市
教体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
等相关单位的代表共同宣读了活动倡
议书，并点亮了仪式启动球，宣布该
项目正式启动。市教体局、市养生协

会以及居民代表分别上台发言，充分
肯定了“三减三健”活动实施的重要
意义，并表示在日后的工作与生活
中，必将大力配合活动项目的开展，
努力促成“全民参与”目标的实现。

我市自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
动以来，以合理膳食和适量运动为切
入点，通过倡导和传播健康生活方式
理念，推广技术措施和支持工具，开
展各种全民参与的活动，切实提高群
众健康素养。截至目前，我市所有县
（区）已全面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行动，行动覆盖率达到100%；共创建
健康单位、健康学校、健康餐厅、健
康主题公园、健康步道、健康一条街

等健康支持性环境9类、554个，为健
康商丘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前，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已
经进入第二阶段。我市要以推进健康
商丘为引领，深入开展“三减三
健”、适量运动、控烟限酒和心理健
康等 4个专项行动，完善健康支持性
环境，传播健康知识，传授健康技
能，努力营造崇尚健康科学理念、追
求健康生活方式的良好氛围，全面做
好慢性病防控工作。

仪式上，商丘市卫健委对即将全
面展开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工作
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进一步强化
部门协作、动员社会力量，践行健康

生活方式。二是要充分发挥专业优
势、多措并举，塑造健康生活理念，
让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有支点、有
载体、有抓手。三是要创新宣传，交
流经验，提高行动工作效率。各级行
动办要以百姓关注、专业准确、通俗
易懂的核心信息为主体，实现主题宣
传与科普宣教互辅佐、传统媒体与新
媒体共推进，营造促进健康生活方式
的舆论环境。

启动仪式结束后，河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主任李莹为到
场嘉宾做专题讲座，进一步普及“三
减三健”健康知识。仪式现场还发放
了“控油壶”、“控盐勺”等物品。

“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

我市“三减三健·全民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日前，商丘市长征人
民医院连续召开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加压推进会，
对该院的创卫工作进行部署、督导检查，强力推
进创卫工作向纵深发展。

会议传达学习了梁园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加
压促进会精神，详细分析当前创卫工作所面临的
严峻形势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医院的创卫工作进
行再部署。强调创卫工作在现阶段是该院最主要
的一项政治任务，大家必须高度重视，同时再次
对健康教育、病媒生物防制、控烟、垃圾分类处
理等相关工作，再细化分解任务，要求全院职工
统一思想认识，对照国家卫生城市检查标准的要
求，精准对标达标，明确要求创城办详细确定工
作细则，各检查组的负责人要严格执行，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要持之以恒地做好创卫工作，避免
产生懈怠、厌战情绪，要克服畏难、侥幸心理，
要层层压实责任，责任到位，落实到位，避免出
现“中梗阻”现象。院领导班子成员按照包保责
任，全天对各网格的创卫工作进行检查督导，确
保该院创卫工作持续推进。全院职工放弃休息时
间，全员行动，对各自责任片区进行拉网式核
查，不放过每一个卫生死角。

3月18日，在宁陵县赵村乡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医生为孩子注射流感疫苗，进行预防接种。春
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各种传染性疾病高发的时节，家长要给孩子做好疾病预防与健康保健措
施，防止感染流行性感冒、水痘、手足口病、风疹等疾病。 闫占廷 摄

商丘市长征人民医院

对创卫工作再部署

本报讯（记者 张壮伟） 3月 17
日上午，夏邑县中医院“中原乳腺
联盟网络中心”、“中原乳腺微创联
盟网络中心”揭牌仪式在夏邑县中
医医院举行。

乳腺癌是我国女性常见恶性肿
瘤。近年来，我国乳腺癌发病率以
每年 3%的速度递增，预计到 2021
年，我国乳腺癌患者将高达 250 万
人。揭牌仪式上，郑大一附院乳腺
外科专家王芳博士表示，面对乳腺
癌高发态势，不必过于恐慌。目
前，我国乳腺癌诊疗水平不断提
升。她是土生土长的夏邑人，她将
定期回乡坐诊、手术，把省级的优

质医疗资源引到基层，为家乡人民
送健康、送温暖。

“区域联盟成立后，通过这个平
台，利用学科优势，提升基层医疗
水平，规范治疗，能够把基层医疗
水平带动起来，减少误诊误治。”该
院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此次网络联盟的单位
中，夏邑县中医院是唯一一家县级
联盟单位。中心的建立旨在通过联
盟培训、带动基层医院和医生，有
效下沉优质医疗资源，提高基层医
疗服务能力，实现分级诊疗，从而
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形成医疗、
康复、护理的有序衔接。

夏邑县中医院

中原乳腺联盟网络中心成立

本报讯（刘建设）日前，为打
好医疗卫生行业污染防治攻坚战，
防止疾病传播，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安全，虞城县切实加强医疗废物的
安全管理，规范化处置。

统一收集。该县卫计委拿出专
项资金40余万元，购买了28辆医疗
废物转运车，免费发放到各乡镇卫
生院。由乡镇卫生院明确专人，负
责及时将村卫生室产生的医疗废物
统一收集到乡镇卫生院，进行专屋
存放。

建立台账。该县卫计委统一印
制了医疗废物转移联单，对村卫生
室医疗废物产生的数量、交接的时

间、收集的人员进行登记造册，建
立台账，规范管理。

集中处置。该县卫计委与商丘
天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医
疗废物规范化处置协议》，由该公司
集中对虞城县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
医疗废物，定期进行无害化处置。

强化督查。该县卫计委联合县
环保局、县公安局不定期对各医疗
卫生机构，尤其是村卫生室医疗废
物管理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发现存
在擅自对医疗废物出售、掩埋等违
法违规行为的，严格依照《医疗废
物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
理。

虞城县规范处置医疗废物

宣传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谢海芳 摄

四季豆在未熟透时，含有一种叫皂素的有毒物质，如果食用可引起
食物中毒。皂素遇高热后可破坏，因此，吃四季豆一定要烧熟煮透。

（商丘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稿）

四季豆引起中毒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