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
皮肤科接诊了多例因乱用美白祛斑
产品导致皮肤受损的患者， 其中
一名年轻女性因皮肤过敏导致出现
了大红脸。 该院皮肤科刘冰梅主任
提醒， 切勿盲目乱用祛斑产品， 要
祛斑最好分清病因对症治疗。

哈尔滨市 31 岁的王女士称，
她 3 年前怀孕时脸上长了不少色
斑， 为了美白祛斑她尝试了不计

其数的美白产品， 但多数没有效
果， 少部分见效的， 停用后却出
现了反弹现象， 不仅色斑加重了，
还出现了潮红、 丘疹、 瘙痒。 反
反复复， 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大红
脸， 结果发现皮肤严重过敏。

43 岁的梁女士因面部黄褐斑，
喝中药、 涂抹祛斑产品， 五六年了
也不见效。 她曾用过偏方祛斑产品，
使用后虽然变白了， 但皮肤却脱皮，

像得了白癜风一样， 现在需要涂抹厚
重的遮瑕粉底才能掩盖住色斑。

刘冰梅主任表示， 美白要循序
渐进、 欲速则不达。 盲目祛斑美白，
很可能会破坏皮肤的物理屏障和正
常菌群， 打乱皮肤角质形成细胞的
代谢周期， 甚至导致皮肤神经、 血
管及免疫系统功能失调， 最好分清
病因对症治疗。

（《生活报》 12.25， 沈丽娟 /文）

������为了赶时髦， 大冬天的特意将
脚踝露出， 没想到脚疼得走不了
路。 赶到医院一检查， 居然是痛风
急性发作。 “只知道痛风不能瞎
吃， 没想到穿衣服还有讲究。” 12
月 22 日， 得知是时髦穿衣方法诱
发了痛风， 胡女士连称长知识。

武汉 28 岁的胡女士经营着一
家时尚服装店， 平时穿裤子袜子总
是特意露出脚踝。 入冬后气温持续
走低， 她及时穿上了加绒裤子和带
毛靴子， 只有脚踝依旧露在寒风中。

12月 21日晚， 熟睡中的胡女士
突然被一阵剧痛惊醒， 脚拇趾周围
一阵阵撕裂般的疼痛， 到了凌晨时
分， 足踝也开始钻心地剧痛。 好不
容易忍到早上， 胡女士连忙喊来家
人将她就近送到武汉市东湖医院。
接诊的外科主任医师程宏旺检查后
确诊， 胡女士是急性痛风发作。

胡女士自从年初查出痛风后，
一直按照医生叮嘱严格管住嘴。 程
宏旺指着胡女士的裤脚告诉她， 这
种时髦的穿法正是致病祸首。 “居
然被穿衣方法打败了。” 听医生说是
寒冷刺激诱发了痛风， 她哭笑不得。

程宏旺表示， 除了市民熟知的
饮食方面的原因， 过度疲劳 、 着
凉、 手术刺激、 精神紧张等都可诱
发痛风发作。 痛风患者在冬季特别
要注意护好关节， 避免受凉。

（《武汉晚报》 12.23，
刘璇、 周玲、 吴萍 /文）

■给您提个醒

女子祛斑美白 反倒成了大红脸

������点餐前， 先 “刷脸”： 一上午
走了 1500 步， 来一份 580 卡路里
的奥尔良烤肉饭， 外加一份 440 卡
路里的菠萝咕咾肉？ “吃动平衡”
系统显示： 不好意思同学， 您的热
量将超标， 还是香菇菜心配鸡蛋更
适合。 这是沈阳市第 176 中学研发
的 “吃动平衡” 软件系统， 帮助学
生在饮食与运动之间找到平衡点。

据沈阳市第 176 中学校长陈小
峰介绍， 学生佩戴一枚黑色手环，
即为运动终端采集器， 可将步数、
距离等运动数据， 实时上传到学校
的管理平台。 系统结合学生身高、
体重、 肺活量等基本信息， 作为一
日三餐 “吃什么” “怎么吃” “吃
多少” 的重要参考。

沈阳市第 176 中学是寄宿式高
中， 大多数为农村生源， 学生一日
三餐都在食堂吃， “吃得健康与
否” 直接关系学生生长发育。 陈晓
峰发现， 这几年学生整体身体素质
在下降， 营养膳食不均衡是一个重
要原因。 “我们想到研发这套 ‘吃
动平衡’ 系统， 帮助学生合理膳
食， 以达到身体各机能平衡， 促进
学生健康成长。”
（新华社， 12.19， 王莹、 彭卓 /文）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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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媒体记者卧底江西南
昌市两家医疗布草洗涤企业发现，
有洗涤厂为提高效率， 使用工业
洗涤剂清洗医疗布草， 也无严格
的高温消毒环节。 此外， 一些儿
科医用布草被夹杂在成人医疗布
草中混洗， 带血的医用布草与其
他患者衣物和床单进行混洗。 有
洗涤厂员工坦言， 他们所谓的分
类洗涤， 只是把医院分开， 不分
科室， 不分洗衣设备。

如果不是记者卧底取证、 实
地采访， 人们很难知道医院里那
些床单、 手术服， 甚至是孩子用的
布草等物， 都是在作坊般的污浊环
境中洗出来的。 各种布草不仅混在
一起， 往往还乱折扔一地， 被工人
踩来踩去。 原本应该专门洗涤的婴
儿用医疗布草， 居然也和成人的混
在一起大水漫灌。 这样的洗法， 能

洗出什么样的洁净和卫生呢？ 更有
甚者， 一些带血的纱布及用过的输
液管等医疗废物， 有时也被混进洗
衣机， 跟布草一起混洗。

按照国家卫健委制定的 《医疗
消毒供应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
（试行）》， 可穿戴、 可折叠的医用布
草是作为医疗器械来管理的， 在洗
涤时必须满足清洗、 消毒、 干燥、
检查、 折叠、 包装、 灭菌、 储存等
条件， 才能投放到医院进行使用。
这中间， 分类洗涤只是最起码的要
求， 而消毒、 灭菌等则是对这些可
重复使用医用布草的基本要求。

企业为了图省事， 稀里糊涂地
将这些东西混在一起过水， 非但没
能满足消毒、 灭菌等要求， 甚至连
合格清洗都没做到。 就像工人所说
的那样， “洗其实就是过了一遍热
水”， 这样的操作如何让人放心？

对此， 洗涤企业责无旁贷。
作为使用主体， 医院也应该有

细化、 具体的要求。 任何一家医院，
医用布草的洗涤都是一个不小的单
子， 提出一些规范化要求并非难事。

此外 ， 监管部门也不能失职 。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 各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应当将医疗消毒供应中心
纳入当地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与控制
体系。 从记者暗访看， 洗涤似乎只
是医院与洗涤企业的事情， 这也导
致了这一行业的无序。

此前， 宾馆的清洁问题已经足
够让人闹心， 此番又曝出医用布草
不洁问题， 这让公众情何以堪？ 让
人担忧的是， 类似问题并非孤例 ，
而有着某种行业普遍性。 希望各方
面迅速行动， 延伸监管触角， 把这
些床单、 手术服管起来。
（《法制日报》 12.23， 黄羊滩 /文）

面对医疗用品洗涤乱象，监管须迅速出手

������12 月 24 日， 为期三天的首届中
国冰雪大会在北京展览馆落幕。 作为
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在冬奥“北京
周期” 着力打造的示范性群众冰雪品
牌活动， 大会设置了丰富的冰雪文化
展示和冰雪体验项目， 吸引了许多中
小学生及社会大众体验参与。 图为当
日， 一位小学生在体验旱地滑雪。

（新华社， 鞠焕宗/摄）

打造吃动平衡系统
帮助学生合理膳食

■健康故事

女孩常露脚踝
“冻”出痛风来

冰雪大会共享欢乐

������12 月 25 日， 湖南省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典型经验推广
培训班在株洲举行。 据了解，
随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进，
医院收入结构得到优化， 公
立医院药占比从 2015 年的 43.
5%下降至 2018 年的 28.36%。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龙开超介绍 ， 湖南 省自
2016 年实现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全覆盖， 彻底告别以药补
医历史 。 取消药品加成后 ，
各地按照 “腾空间、 调结构、
保衔接” 的思路， 落实补偿政
策， 并同步调整医疗服务价
格， 进一步改善医院收入结
构。 今年 1~10 月， 全省公立
医院门诊均次费 用 增 幅 0.
31%， 增幅较上年下降 4.3 个
百分点； 住院病人次均费用
增幅 2.70%， 增幅较上年下降
3.39 个百分点； 医疗费用增幅
下降到 7.39%， 增幅较上年同
比下降 4.73 个百分点； 全省
药占比下降到 28.36%； 医务
性收入占比提高到 30.80%。

2018 年， 湖南省分级诊

疗制度建设不断推进， 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多
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持续推
进。 通过纵向帮扶、 上下联动
和横向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积极打造服务、 利益、 管理和
责任 “四个共同体”， 构建整
合型医疗卫生服务新体系。 截
至目前， 全省已建立各种形式
的医联体 612 个， 医联体建设
覆盖全省所有市州、 县市区。

以提升急性心脑血管疾病
等重大疾病救治能力为方向，
着力打造覆盖全省、 规范高效
的胸痛中心、 脑卒中中心救治
网络， 成效明显。 2017 年以
来， 两个中心累计救治胸痛、
卒中患者近 20 万人次， 急性
胸痛患者从发病到医院进行
心血管溶栓或介入治疗时间
从 220 分钟缩短至 90 分钟以
内， 住院死亡率下降到 0.9%；
急性缺血卒中患者静脉溶栓
率提高到 10.16%， 明显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4.1%）。
（新湖南客户端·湘健， 12.25，

刘龄予、 袁周率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