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6 日， 是全国中小学生安全
教育日，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普
及各类安全知识， 增强学生们的安全意
识。 图为当日，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
区通顺街小学学生在校医的指导下学习
心肺复苏术。 （新华社， 丁根厚/摄）

学校里
安全教育课

■医改动态

������赵全营镇位于北京市顺义区西
北部， 赵全营卫生院承担着辖区内
15 个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职能。
然而， 在这 15 个村中， 有 13 个村
没有社区卫生服务站 。 过去一些
年， 基层老百姓经常为看病就医而
烦恼。 为此， 赵全营镇政府联合镇
卫生院， 试点开展 “医疗大篷车”
下乡活动， 将医疗资源送到老百姓
家门口。

对于下乡看病的各项流程， 赵
全营镇卫生院医护人员早已熟悉习
惯。 从 2016 年 6 月起， 每周一到
周五， “大篷车” 都会准时开到赵
全营镇卫生院所服务的 13 个无社
区卫生服务站的村子 。 每一次出
诊， 移动诊车都会至少配备 1 名司
机、 1 名全科医生和 1 名护士， 车
内还有整套电子传输系统和各种药
品。 “基层老百姓看病困难， 我们
就把医疗资源送到他们面前去。 每
天上午和下午各去一个村巡诊 。”
赵全营镇卫生院院长李欣说。

如今， 这辆移动诊车被老百姓
亲切地称为 “医疗大篷车”。 而看病
拿药只是 “大篷车” 提供的最基本
服务之一。 除此之外， “大篷车”
还能给村民提供针灸、 推拿等中医
服务， 还新增了便携式 B 超机。
（《北京晚报》 3.21， 李松林 /文）

医疗大篷车下乡

■健康故事

■健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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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 因宣称不含尼古丁、
焦油等有害物质、 可用于替代烟草
及辅助戒烟等功效， 电子烟异军突
起。 数据显示， 中国电子烟到 2017
年产量可达 16.51 亿支， 年均复合
增速达 71.6%。 然而业内专家表示，
电子烟并不能实现戒烟目的。 而一
些出现在校园周边的水果味电子
烟， 实际上也含有尼古丁， 长期使
用将造成青少年烟草成瘾。

很多人对电子烟产品可能还不
太了解， 所谓电子烟， 通常为一个
电池装置， 通过雾化器将烟液雾
化， 形成可吸入烟雾。 这就给吸电
子烟者带来一种吞云吐雾的快感，
因此不少烟民将此视为戒烟方法，
也由此催生了一个高增长市场。 不
过， 中国尚未对电子烟市场进行规
范 。 报道显示 ， 截至 2016 年底 ，
已有 68 个国家制定了规范电子烟
的有关法律法规。

值得注意的是， 电子烟并非临

床使用的戒烟方法。 北京市呼吸疾病
研究所副研究员梁立荣表示， 目前临
床上并未将电子烟纳入戒烟方法， 也
没发现通过电子烟成功戒烟的案例。
电子烟也不是戒烟产品， 目前仅作为
烟草的替代品， 适用于确实无法成
功戒烟的人群， 以降低烟草危害。

公开资料显示， 电子烟在国外
多用于精神疾病患者， 即医生通常
无法对这类人群进行戒烟行为干
预， 而担心其戒烟后的焦虑、 抑郁
等反应加剧。

那么， 电子烟中是否含有尼古
丁、 焦油等有害成分？ 梁立荣表示，
目前没有针对电子烟的长期研究，
但 2014年日本科学家研究指出， 研
究员在各式各样的电子烟液体蒸气
中发现了甲醛和乙醛， 其中甲醛量
为一般香烟烟雾中的 10倍。

此外， 一些 “果味” 电子烟还瞄
准了未成年人， 令人担忧。 据报道，
一些小学附近的商铺里出售名为 “水

果香烟” 的电子香烟， 深受学生喜
爱。 这些 “水果香烟” 不仅能制造出
香烟的吸食效果， 还能散发出阵阵果
香， 让孩子们趋之若鹜， 互相攀比购
买。 儿科方面专家表示， 此类电子烟
中的水果味可能是香精产生的效果。
由于小学生处于身体发育期， 吸食
成分不明的电子烟会影响身体健康。
并且， 未成年人若沉迷其中， 同样
会成瘾， 随着年龄的增长， 更容易
接触真正的烟草。 这意味着， 电子
烟可能为未来培养更多的烟民。

由此可见， 电子烟产品不管是在
辅助戒烟上， 还是作为烟草替代品在
健康问题上， 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
乐观。 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接触电子
烟， 更是弊远远大于利的事情。 因
此， 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对电子烟市
场进行规范， 加强从生产到销售等环
节的监管力度， 同时老师和家长，
也要教育和引导孩子远离电子烟。

（综合 《新京报》、 东方网）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
医院 （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 是湘
西唯一一所集医疗、 教学、 科研、 康
复于一体的现代化三级甲等中医医
院。 近年来， 该院抢抓国家重视中
医药事业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机
遇， 紧跟政策， 创新思路， 实现了
质的飞越。 2016 年获 “湖南省文明
单位” 荣誉称号， 2017年获 “全国卫
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平台建设实现新突破 挂牌湖
南省民族中医医院， 作为医院第二
名称， 搭建了国家地市级重点中医
医院、 国家重点民族中医医院、 中
国土家医药标准研究推广基地、 国
家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土
家医药分中心等多个国家级发展平
台。 目前是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土家
族医药分会会长、 副会长及秘书所
在单位； 是吉首大学附属中医医
院； 是湘西唯一一个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协作研发中心。 该院是国家省
首批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
地， 中国小儿推拿三大流派之一的
刘氏小儿推拿流派发祥地， 与吉首
华泰国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合
作开展了 “湘西红枫谷康养中心”

建设。 这些平台的搭建使医院发展
立在新的起点之上。

人才及硬件建设稳步提升 医院
拥有在职职工 715 人， 其中博士研
究生 2 人， 硕士研究生导师 5 人，
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 84 人， 中级
260人，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72人。
拥有西门子 3.0T 核磁共振、 日本岛
津大平板数字胃肠机、 西门子 16 排
螺旋 CT、 飞利浦数字化 X 光机、 美
国 GE 四维彩超、 美国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等一大批高精尖医疗设备。
在湘西率先开展了椎间孔关节镜微
创技术、 钬激光无创碎石技术。 各
类腔镜微创技术处于湘西领先水平。

中医民族医特色进一步彰显
医院坚持走中医、 民族医特色发展
之路， 专科特色突出。 其中 “土家
医苗医胃病专科”、 “土家医肝病专
科”、 推拿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
点专科； 针灸理疗科、 心病科、 脑
病科、 儿科、 肺病科、 内分泌科、
骨伤科是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
专科。 “湘西苗医腰痛正骨法”、
“湘西土家医风湿痹症雷火神针疗
法”、 “湘西苗医小儿外感发热疗
法”、 “湘西土家医小儿走胎提风疗

法”、 “湘西土家医药筒滚熨疗法”
被授予湖南省中医药专长绝技项目
称号。 医院开展有中医和民族医特
色诊疗和护理技术 77 项。 医院服务
功能完善， 医疗业务辐射湘、 鄂、
渝、 黔四省市边区 500多万人口。

医院学术成果显著 建院以来，
先后承担或参加省部级和地厅级中
医药民族医药科研项目 50 余项，
获各级科技奖励 35项次。 其中卫生
部科技奖励 1 项； 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科技奖项 1 项； 湖南省科技奖励
3 项。 先后整理出版民族医药专著
20 余部， 其中 《土家族医药学》、
《土家族医学史》、 《土家医方剂
学》、 《土家医病症诊疗规范》 等学
术专著填补了国内同类研究空白。

在未来的发展中， 该院将继续
秉承 “中医立院、 特色兴院、 质量
建院、 人才强院、 依法治院” 的办
院方针， 创新 “一体两翼、 一院两
制、 三医联动” 发展思路， 突出中
医民族医特色优势， 创新湘西红枫
谷康养中心建设， 助推康养结合产
业发展 ， 逐步将医院打造成湘 、
鄂、 渝、 黔四省市边区中医民族医
区域医疗中心。

������家住南京的乐乐上六年级， 就
在上周， 乐乐体育课跑步时突然晕
倒， 家人闻讯后赶紧将其送到了南
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童医学
中心就诊。 乐乐的妈妈告诉接诊医
生说， 孩子近 3 天来解的都是黑
便， 一直以来胃也不好， 近 1 年来
总感到心慌头晕， 此次体育课上是
突然晕倒才来医院的。

因为有黑便， 乐乐被收入儿童
消化科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该
科主任盛伟松经仔细询问， 得知乐
乐非常喜欢吃油炸食品， 出门在外
都是油炸鸡腿、 油炸火腿肠轮番
来， 吃了这些食物后经常腹泻。 血
常规显示乐乐的血色素低， 考虑到
慢性失血引起血色素降低的可能，
随后的胃镜检查结果显示， 乐乐的
十二指肠球部有 2 个溃疡， 直径都
在 2 厘米左右， 乐乐解黑便和贫血
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是因为复合溃
疡的出血造成慢性失血引起的。

盛伟松介绍， 乐乐是因为慢性
失血引起的贫血， 时间长了才有上
体育课剧烈运动后昏倒的情况发
生， 而其十二指肠部位的复合型溃
疡， 主要和一些生活习惯有关： 一
是乐乐的幽门螺杆菌呈阳性， 二是
跟乐乐经常吃油炸的食品有关。
（《扬子晚报》 3.27， 张国强、 杨彦/文）

狂吃油炸食品
屙出黑色大便

彰显特色 创新发展
———湘西民族中医院发展小记 ·刘让定

吸电子烟也会吸上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