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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湖南省
肿瘤医院骨软组织
科主任李先安、 护
理部主任刘翔宇等
组织实习护士们身
着汉服为小患者兰
兰 （化名） 唱歌跳
舞， 祝她早日康复。
年仅 10 岁的兰兰患
上了尤文肉瘤正在
接受化疗， 医护人
员的表演让她很感
动。 李先安表示，
儿童患者情绪往往
不太稳定， 关注孩
童身心健康， 引导
孩子愉悦治疗可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通讯员 彭萍 彭璐
摄影报道

身着汉服为癌症患儿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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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富强） 近期
强降雨频繁发生， 目前湖南省已进
入主汛期， 据气象台预报， 6 月 10
日至 12 日湖南省又将有新一轮强
降雨过程。 湖南省疾控中心专家提
醒， 在做好防汛抗灾的同时， 汛期
防病工作不能松懈。

湖南省疾控中心要求各地疾控
机构加强领导， 积极做好救灾防病
各项准备工作。 重点做好救灾防病
所需各种药品、 器械等物资的准备
工作， 组织好救灾防病卫生应急队
伍和预备队伍； 及时开展各类突发
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一旦辖区

内出现因强降雨诱发的自然灾害，
要及时启动相应的卫生应急响应措
施； 受灾地区要根据洪灾发生的实
际情况， 认真组织开展环境清理和
消毒、 杀虫、 灭鼠工作， 防止疾病
传播流行。

同时， 要开展卫生宣传教育，
宣传汛期食品安全 、 饮水卫生知
识， 提高广大群众自我防病能力。
专家指出， 洪涝灾害发生后， 由于
饮水饮食卫生状况恶化 、 环境污
染、 病媒生物孳生、 人群接触机会
增加及抵抗力下降等因素影响， 容
易发生各种传染病特别是肠道传染

病、 虫媒和自然疫源性传染病、 经
密切接触的传染病等的增加， 做好
这些疾病的防控工作十分重要。 不
要进食未洗净的瓜果、 蔬菜， 不吃
或少吃熟肉凉盘食物； 食物要煮熟
煮透， 生熟分开， 餐具须清洁并消
毒后使用； 饭前便后、 加工食物前
要洗手； 不喝生水， 只喝开水、 合
格瓶装水； 不吃腐败变质或被洪水
浸泡过的食物； 不吃淹死、 病死的
禽畜、 水产品； 不吃发霉食物； 洪
灾期间和退水应避免或减少大型聚
餐。 对临时的饮用井水、 河水、 湖
水、 塘水等， 一定要进行消毒； 浑

浊度大、 污染严重的水， 必须先加
明矾澄清后再消毒； 饮用水消毒剂
（漂精片、 消毒泡腾片) 必须放在避
光、 干燥、 凉爽处存放 (如用棕色
瓶拧紧瓶盖)。 自来水水管或水龙头
如被污染 ， 退水后应充分清洗管
路， 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毒剂擦
拭消毒。 受灾地区如是钩端螺旋体
病高发地区的， 要避免接触疫水，
对猪等牲畜进行圈养， 积极配合政
府开展灭鼠等爱国卫生活动， 出现
症状及时就医。 参加抗洪抢险人员
和下田劳作的农民， 必要时可接种
疫苗， 或者开展预防性服药。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志勇） 高考、 中
考先后来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近日发布保健食品消费提示指出， 截至目
前， 我国现有 27 类保健食品保健功能声
称中没有 “补脑” 一项， 我国也从未批准
过任何 “补脑” 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市
面上声称 “补脑” 保健食品的都是误导消
费者， 家长和考生要提高警惕。

国家食药总局指出， 在紧张备战的考
前冲刺阶段， 考生家长十分重视考生的饮
食营养， 部分家长在备战期间给考生选购
了保健食品。 该局提醒， 在选购保健食品
时要注意 “一查、 二看、 三对号”。

一查， 就是要检查保健食品包装上是
否有保健食品标志及保健食品批准文号；
二看， 就是要看清保健食品包装上是否注
明生产企业名称及其生产许可证号， 生产
许可证号可到企业所在地省级主管部门网
站查询确认其合法性； 三对号， 就是根据
自身情况和注册备案产品的保健功能进行
选择， 切不可偏听偏信、 盲目使用和滥
用。

国家食药总局提示， 保健食品须通过
政府主管部门注册或备案才能生产销售，
是特殊食品的一种， 不能代替药物， 食品
（含特殊食品） 宣传不得涉及疾病预防、
治疗作用。 取得优异的考试成绩主要靠平
常刻苦学习和积累， 没有短时间提高智力
和学习成绩的 “灵丹妙药”。

������本报讯 （通讯员 罗静 肖满
意） 6 月 6 日为 “全国爱眼日”。
针对近年来青少年近视发生率上
升问题，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
科专家指出， 近视多发生在儿童
及青少年时期 ， 且几乎不可逆
转 。 因此 ， 要及时进行干预治
疗， 减缓近视发展。

该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魏欣介
绍， 根据最新的临床研究结果：
户外活动+阿托品+角膜塑形镜
被称为近视防控的 “三驾马车”。
户外活动重点在于接触阳光， 所
以户内运动无效。 每天要保证总
共 2 小时的户外活动， 多次短时

间户外活动更有效。 阿托品眼药
水是目前近视防控效果最好的药
物。 阿托品眼药水浓度越高， 抑
制近视效果越好， 但是， 浓度越
高， 停药后反弹也越快， 0.01%
浓度的阿托品反弹则不明显。 角
膜塑形镜的验配对眼光医师的技
术和患儿的配合度都有较高要
求。 因此， 要在专业的医师指导
下使用。

近视防治容易陷入两大误
区。 误区一是认为药物和仪器能
治疗近视， 在市面上， 号称能治
疗近视的药物和仪器不在少数，
不少家长也愿意一试， 其实假性

近视是可以恢复的， 科学的、 合
格的药物或仪器可能对假性近视
有效果， 但对于真性近视目前尚
无药物或仪器可治愈， 只能靠配
戴眼镜来矫正。 误区二是越戴近
视眼镜近视度数会越来越深。 不
少家长常抱怨 ， 孩子戴上眼镜
后， 度数越来越深， 因此认为孩
子戴眼镜后， 近视度数会增长。
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 配戴眼镜
本身就是矫正视力的方法， 近视
患者不戴眼镜可能会加速近视的
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 不合格的
眼镜确实会导致度数加深 。 因
此， 医学验光配镜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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