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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井水现栉水虱

疾控专家：此虫为水中“清道夫”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王

艳 谢丹） 近日， 市民李先生致电

长沙市疾控中心反映， 白沙井 1 号

与 2 号井水中出现一些灰白色小

虫， 身长 1 厘米左右， 其身体的四

周还长满了小脚， 望上去令人恶

心。 经长沙市疾控中心鉴定， 该虫

名为栉水虱， 对人体没有危害。

长沙市疾控中心专家李平非教

授介绍： 每年气温上升的时候，井

水里就可能出现这种虫子， 白沙

井几年前就已经出现过栉水虱，

该虫只有在清洁的水里才能存

活，起的是水中“清道夫”的作用，

市民无需恐慌，只需将井水烧开，即

可杀灭此虫。

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指出：长

沙市疾控中心每年定期对白沙井及

沿江风光带直饮水水质进行监测，

2011 年上半年的水质监测正在进

行中。根据近年监测结果，白沙井水

存在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超标的

问题，其余指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GB5749－2006），湘江风光

带直饮水所检各项指标符合《饮用

净水水质标准》（CJ94－2005）。

专家分析， 白沙井水的微生物

污染多因人们在取水过程中不注意

维护井水的清洁卫生所致（如取水

的容器未洗净或手接触井水）。 此

外，白沙井护井台比较低矮，人们取

水或从井旁经过，若行走幅度过大，

可将井边污物踢入井中， 造成井水

污染。遇雨天降水较大时，井边积水

也可能没过护井台流入井中。

专家呼吁市民要自觉维护井水

清洁， 取水前应清洗桶具和双手，

靠近井边脚步放轻， 告诫孩子不要

到井边嬉戏、 玩耍， 还要注意打扫

好井口周边环境卫生。 鉴于白沙井

水存在微生物超标问题， 市民采白

沙井水一定要烧开后再饮用。

本报讯 近日， 卫生部就放射性

核素碘-131 健康相关知识为广大民

众释疑。

1、 有报道称黑龙江部分环境监

测点发现空气中含有极微量碘 -131，

是不是说明日本核泄漏事故已威胁到

我们？

碘-131 是人工放射性核素 （核

裂变产物）， 正常情况下自然界中不

会存在， 日本核泄漏事故释放的放射

性核素中含有这种核素。 目前在黑龙

江东北部空气中监测出碘-131， 仅提

示日本核泄漏的放射性物质随大气扩

散已抵达我国境内， 但浓度极其微

弱， 对我国公众健康不会构成危害。

2、 碘 -131 多大含量会对人造成

伤害， 目前监测量是多少？

根据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

3 月 26 日发布的信息， 在我国黑龙

江省东北部空气中发现了极微量的人

工放射性核素碘-131， 其对当地公众

产生的剂量小于天然本底辐射剂量的

十万分之一。 据此估算， 公众持续摄

入一年情况下， 所导致的剂量约是国

家标准 （GB18871-2002） 规定的公

众年剂量限值（1mSv） 的十万分之一

左右， 不会对公众健康造成影响。 考

虑到目前的浓度环境下不可能持续一

年时间， 浓度很快会降低， 实际结果

将远低于上述数值。

3、 碘 -131 会对人体造成哪些

健康影响？ 会污染食品和水， 进而损

害我们的健康吗？

碘-131 摄入人体后， 主要积聚

在甲状腺处对人体造成危害， 大剂量

情况下会导致甲状腺肿、 甲状腺结节

或萎缩等， 远后期的影响会使甲状腺

癌的发生率增加。

从目前的监测结果来看， 监测到的

是极微量的放射性核素， 不会污染我

国食品和饮用水， 更不会对我国公众

的健康造成影响。

4、 如何及时获得相关信息， 在

当前情况下需要注意什么？ 情况严重

时个人能做什么防护？ 有有效治疗方

法吗？

国家有关部门已对日本核泄漏对

我国造成的影响进行实时监测， 会及

时发布相关信息， 公众应及时关注国

家相关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 当前情

况下不会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 无需

采取防护措施。 根据卫生部要求， 各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均已在本辖区指定

医疗卫生机构， 可以开展人员辐射污

染检测、 医学处理和辐射损伤救治。

长沙市烈士公园纪

念塔前一片松树林是市

民健身的好去处， 可近

来记者发现， 为方便挂

衣物， 不少来此健身的

市民竟将铁钉钉在树上，

铁钉所钉之处流下白色

松脂清晰可见， 像松树

留下的“眼泪”。 林业专

家介绍， 大树也有生命，

也会像人一样知疼痛，

会感染。 在树上钉钉子，

极易使树木局部肿堵，

破坏其水分和营养向上

输送的导管， 影响树木

正常生长， 甚至导致树

木死亡。 记者呼吁市民

在关注自身健康的同时

不要忽视对树木、 植被

的呵护。

记者 王璐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郭筱洁） 3 月 24 日，

从长沙市 2011 年残疾人康复工作暨康复

实事工程动员部署会上获悉， 今年全市拟

投入 255 万元实施好“0-6 岁贫困残疾儿

童抢救性康复” 和“义肢助残” 两项康复

救助实事工程。

“0-6 岁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工

程计划为 150 名 0-6 岁的贫困残疾儿童

免费实施康复训练， 每个受助残疾儿童救

助标准将达万元， 机构康复训练不少于 4

个月，每日不少于 5小时。“义肢助残”工程

将为 200 例贫困缺肢者免费装配假肢。

KTV售“金嗓子喉片”

需凭证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日前， 记者从

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 该局

根据群众举报， 查处了一起 KTV 无证经

营金嗓子喉片案。 执法人员提醒市民，

“金嗓子喉片” 属国药准字号药品， 必须

在正规药店或医疗机构购买。

据悉， 该局接到群众反映长沙市少数

KTV 娱乐场所存在无证销售“金嗓子喉

片” 的违规行为后， 迅速组织执法人员

对所举报 KTV 进行了突击检查。 经现场

检查， 所举报 KTV 中， 有 2 家存在未办

理 《药品经营许可证》 的情况下经营销

售“金嗓子喉片”。

严查田婆婆洗灸堂

违法产品

本报讯 （辛文）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局日前要求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田婆

婆洗灸堂使用的“小儿沐浴散” 和“湿疹

膏” 产品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据悉， 田婆婆洗灸堂使用“小儿沐浴

散” 和“湿疹膏” 致人体严重伤害事件日

前被媒体曝光。 根据成都市公安局和当地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西昌市田婆婆洗灸堂

店使用的“小儿沐浴散” 和“湿疹膏” 产

品的调查结果， 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已

依法将这些产品按假药论处， 并由司法机

关介入调查。

长沙为贫残儿童

抢救性康复提供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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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路 519 号

来自安化的患者杨红， 因患结核性脑膜炎，在

当地辗转送治了多家医院，都因为病情复杂医院都

束手无策，后来经人介绍来到省结核病医院。 据该

院结核内四科肖主任介绍，患者当时急救护车送来

医院时，已处于昏迷状态，情况十分危急。 她立即组

织全科医护人员进行抢救，一直忙到深夜，患者病

情才稳定下来。 据了解，杨红一家为了给她治病，家

中早已债台高筑，而她的病情还在日益恶化，甚至

出现意识恍惚和昏迷。 因为好转无望，其丈夫已经

放弃治疗并离她而去。 只剩下年迈的老父亲始终坚

持为女儿治疗。

入院后， 肖主任凭着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过

硬的专业技术，组织全科人员针对患者的病情多次

讨论，制定出了一整套治疗方案。 经过全科医护人

员 1 个多月的的共同努力， 患者慢慢苏醒过来，病

情转危为安，现在能够生活自理了。 杨红及其父亲

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对肖主任感激地说：

“是你给了我们生的希望！ ”。 肖主任握住患者的手

笑着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

专家介绍：肖洁，女，副主任医师，农工

民主党党员，现任湖南省胸科（结核病）医

院内四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结核分会、中

西医急诊医学会会员。 从事医学临床工作

20 年来， 对于肺结核、胸腔积液、结核性脑

膜炎、 肺外结核的诊断与治疗有着丰富的

临床经验，尤其是对耐药肺结核、支气管结

核、 淋巴结核及骨结核的内科特色治疗有

独到之处。 作为学科带头人，主持多项耐药

结核国家级、省级科研活动，主持卫生厅科

研课题一项。 作为责任专家参与多项国家

及省级耐多药结核病的研究课题如“复发

性结核病治疗的研究”，“耐多药结核病治

疗新方案的研究”，“耐药肺结核中医治疗

方案研究”。

在国家级、

省级刊物发

表相关论文

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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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园地

1%的希望 100%的努力

本报讯 （胡翠翠） 日前， 湖南省首

期“中医医院中医护理师资培训班” 在

湖南中医药大学附一医院举行， 来自全

省 30 余家中医医院的 70 余名护理骨干

参加了此次培训。 在五天的学习时间里，

学员们听取了该省中医药专家和中医护

理专家的专题讲座， 还学习了针刺、 耳

穴压豆、 艾灸、 火罐、 刮痧、 穴位注射

等常用中医护理基础操作。

湖南首期“中医医院中医

护理师资培训班”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