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辛文） 国家食
品 药 品 监 管 局 日 前 印 发
《2012 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重点工作安排》 (以下简称
安排)， 明确提出， 年底前各
类学校食堂要全部配备专职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工作安排》 提出将与
教育等部门联合， 对中小学
校园周边餐饮服务单位开展
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年
底前各类学校食堂全面启动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量化
分级管理， 全部配备专职食
品安全管理人员。 加强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餐饮安全监管。 对存在食品
安全隐患的， 责令限时整
改， 整改仍不符要求的， 取
消准入资格。

当心职业性“鼻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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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璐）
近年来湖南屡现霍乱病例，
2010 年、 2011 年均有霍乱
疫情发生。 省疾控中心流
行病防治科刘富强博士表
示， 随着气温日趋变暖，
霍乱等肠道传染病进入多
发期， 要少食不洁净甲鱼
和牛蛙。

据介绍， 霍乱素有传
播速度快、 病死率高的特
点， 能在数小时内造成腹
泻脱水甚至死亡。 疾控部
门称， 气温升高， 霍乱传

播几率将大幅增加， 甲
鱼、 牛蛙为我省霍乱弧菌
主要传染来源。 农村地区
聚餐卫生不达标， 从而使
人食用被霍乱弧菌污染的
食品， 是霍乱发生主因。

刘富强博士提醒， 烹饪
甲鱼、 牛蛙等食物时， 应避
免与其他食物共用厨具和容
器， 且一定要做到生熟分
开， 以免导致食物交叉污
染。 随着气温上升， 尽量选
择用冰箱保存食物， 以免食
物中霍乱弧菌滋生。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提及“职业病”， 通常让人
想到尘肺病、 职业性白内
障、 铅中毒等。 可是， 日
前记者从湖南省浏醴高速
公路指挥部了解， 工程试
验检测员们患上了“新型”
职业病———鼻炎。

“我的鼻炎有 2 年了，
滴了好多次药也不见好。”
30 岁的黄银是一名路面施
工质量监控检测员， 他告
诉记者， 由于工作的需要，

他 1 个月中有一半时间在
高速公路工地现场， 他和
身边的三四个同事都患上
了鼻炎。 前两天， 由于鼻
塞、 打喷嚏不止， 他特意
去长沙市中心医院耳鼻喉
科就诊。 “医生说是感冒
引发的， 同时还与在高速
公路长期‘吸灰’ 有直接
关系。” 医生告诉他， 鼻炎

会引起头痛， 昏昏沉沉，
使工作效率低下。 还会导
致其他并发症， 如睡眠呼
吸暂停综合症、 脑梗塞、
高血压、 突发心脏病等。

医生建议， 防治鼻炎
首先要坚持体育锻炼， 如
晨跑、 冷水浴或冷水洗脸
等运动， 可增强身体抵抗
力， 提高人体对寒冷的耐

受力； 同时可用中草药预
防鼻炎， 如受凉后， 可及
早服用生姜红糖水以驱除
“寒邪”， 感冒流行期间可
服用荆芥、 防风、 板蓝根、
生甘草等配成的中药， 以
减少发病机会； 此外在秋
冬寒冷季节或感冒流行期
间， 外出须带口罩， 避免
公众集会， 尽量少去公共
场所， 对发病者作好隔离
工作。 对污染的室内， 可
以白醋熏蒸空气消毒。

本报讯 （胡浩） 21 日，
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北
京召开的全国康复医疗管
理工作会议上表示， 将鼓
励有条件的二级综合医院
整体转型为康复医院或以
康复为主的综合医院， 同
时鼓励社会资本作为增量
进入康复医疗服务领域。

马晓伟说， 要进一步
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的康

复医疗服务格局， 积极鼓
励、 支持并引导社会资本进
入康复医疗服务领域。 在准
入、 监管等方面为民营康复
医疗机构创造公平的环境，
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康复医疗
机构依法经营、 加强管理、
健康发展， 促进不同所有制
康复医疗机构的相互合作和
有序竞争， 满足群众不同层
次的医疗服务需求。

本报讯（刘文） 国务院
在近日印发的 《“十二五”
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规划暨实施方案》 中确定， 基
本药物目录将增加儿童用药。

该《方案》 指出， 在未来
3年多时间里， 我国将根据各
地基本药物使用情况， 优化基
本药物品种、 类别， 适当增加
慢性病和儿童用药品种， 减少
使用率低、 重合率低的药品，
保持合理的基本药物数量， 并
逐步规范基本药物标准剂型、
规格和包装。

春回大地， 气温逐渐回升。 3 月 24 日， 长
沙市开福区园林工人在湘江风帆广场， 为热带
棕榈树“脱衣”， 褪去包裹在棕榈树上御寒的
“冬装”。 疾控部门提醒， 虽然天气回暖， 但市
民“脱衣” 的步伐可不能过快， 谨记“春捂秋
冻”， 以防呼吸道疾病。

记者 王璐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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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积水是因脑脊液循环受阻、吸
收障碍或生成过多使大量脑脊液积
聚于脑室系统所致，从而造成颅内压
增高和脑功能障碍，儿童期可使头颅
扩大。 传统的方法要在脑室内放入一
根人造管子将脑脊液引流到腹腔等
体腔，手术存在过程复杂、体内长期
带有一根人造管子、可能堵管、儿童
随身体长高要换管等缺点。 而脑室镜
只要在头顶部钻一指尖大小孔，用脑

室镜操作将脑脊液循环打通或处理
产生脑脊液的脉络丛即可， 手术微
创、安全、疗效好。

脑囊肿传统治疗方法是开颅手
术切除，现在可行脑室镜操作，只需
开一小孔将囊肿切除或与脑池沟通
即可。 手术同样微创、安全有效。

2004 年引进德国蛇牌脑室镜手
术系统，已使无数的脑积水、脑囊肿
患者解除了痛苦，得到了痊愈。

脑积水、脑囊肿的微创治疗 - 脑室镜手术

学校食堂年内配
专职食安管理员

近日，一位激动不已的老人打进热线说，他膝关
节疼痛，不能打弯，长期靠打封闭吃中药缓解症状，做
过小针刀，关节镜，都没有好转，主治大夫建议换关
节，上个月听朋友介绍一个民间秘方“仙草骨痛贴”，
用药次日就有好转，不到两个礼拜，已能走五六里路。

据了解，“仙草骨痛贴”【豫食药监械（准）字
2011 第 2260216 号】 奇方出自云南临沧一位从
北京协和退休回乡的老专家之手， 此人名叫侯
廷翰，自幼酷爱中医，一生淡泊名利，专攻骨科
顽疾。 凡膝关节疼痛、上下楼关节不敢使劲，下
蹲困难，久坐站起时关节僵硬迈不动步的病人，
只需用他研制的仙草骨痛贴贴敷几次， 大都能

立竿见影，有明显效果。
权威医院论证：骨关节病，主要是关节软骨

退变，对关节的保护作用降低，继发骨质增生、滑
膜炎、髌骨软化、半月板损伤等。 几种疾病常相伴
而生，“仙草骨痛贴”配方独特，制作精妙，贴敷患
处，药力能直透皮下骨质，对关节软骨、滑膜、半月
版、韧带具有极强的营养修复功。 可快速钝化骨
刺，恢复滑膜的润滑功能，消除无菌性炎症，迅速
解除关节疼痛，急性发作期一般 7天左右即可恢
复正常生活。 拍片对比前后 CT片会惊奇的发现
周围毛糙的骨刺不见了，关节表面长出一层厚厚
的软骨，积水消失了，腿脚灵活！

特许经销地址：石家庄市省四院东行 50米路南（健康之家楼下）千安大药房
医师咨询：0311-80850737�市内免费送货，外地邮购、药到付款

“仙草骨痛贴”专治
膝关节疼痛、肿胀、僵硬

防霍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