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技术

■健康新知

上周已进入 “三伏天”， 每
年这个时候， 高温劳动保护的
话题就会像天气一样火热 。 以
往， 人们更多关注的是高温津
贴。 今年受疫情影响， 高温劳
动有了新的变化。 虽然夏日炎
炎， 疫情防控却不能放松。

对于医务工作者 、 车间工
人来说 ， 必须同时接 受 双 重
“烤 ” 验 ， 除了滚滚而来的热
浪， 防护服、 口罩等更是加剧
了闷热。 一位核酸检测站的护
士说， “穿着防护服简直如同
蒸桑拿”。 此外， 过去等餐时可
以到店里 “蹭空调” 的外卖小
哥， 如今考虑到给商家和店内
客人降低感染风险很少进店 ，
连片刻清凉也享受不到。

如何在疫情期间更好地保
障劳动者职业健康？ 这给用人

单位提出了新课题 。 一方面 ，
穿戴防护装备增加中暑的风险；
另一方面， 如果一些劳动者耐
不住高温， 不能规范佩戴口罩
作业 ， 又可能带来感染风险 。
鉴于这种情况， 高温劳动保护
也需因疫而变， 调整职工防暑
降温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 ，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和高温天气
叠加带来的不利影响。

首先 ， 改善工作环境 。 近
段时期， 北京市通州区等地对
核酸检测点进行了搬迁 ， 并安
装大功率空调， 使得一线检测
人员不必再受高温之苦， 也大
幅提升了检测速度。 对于快递
员 、 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 ，
企业则可以考虑为其车辆安装
便携可充电的微风扇， 为个人
配发凉帽、 冰袖、 清凉油等防

护用品， 有力保障劳动者职业
健康。

其次， 加强制度关怀。 根据
相关办法， 在高温天气期间， 用
人单位应当根据生产特点和具体
条件， 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轮换作业、 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
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 以及减
轻劳动强度、 减少高温时段室外
作业等措施。

由于落实防暑降温措施需要
相应的投入， 还有可能影响生产
效率， 一些企业对此缺乏积极
性、 主动性。 各地职业健康、 劳
动监察等部门和工会组织需要加
大执法检查监督力度， 及时发现
和指出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并监
督其整改， 切实为高温劳动者送
去更多清凉。
（《健康报》 7.15， 张淳艺 /文）

■给您提个醒

梅雨季节湿气重， 容易
感到浑身疲乏又没有食欲 。
35 岁的汉口市民周先生听说
吃麻辣火锅可以祛湿气， 于
是连吃了两天的辣火锅， 结
果双脚红肿成馒头， 疼得无
法下地走路。 7 月 7 日， 说起
此事， 周先生后悔不已。

吃麻辣火锅真的可以祛
湿吗？ 武汉市中心医院中医
科主任全毅红表示， 吃火锅
与燥湿养阳无必然联系。 中
医所谓的湿又称湿邪， 有外
湿和内湿的区分。 外湿是由
于气候潮湿、 居住潮湿、 淋雨
等外来水湿侵入体内所致。 而

内湿是一种病理产物， 常与消
化功能有关。 中医认为脾有
“运化水湿” 的功能， 若体虚
消化不良或暴饮暴食， 如进食
过多油腻、 生冷食物， 会导致
脾阳虚损、 水湿不化停聚体
内。 一些人认为夏天吃火锅大
汗淋漓， 能够排出体内的湿
气， 其实火锅的辛辣、 油腻，
反而会刺激脾胃， 引起胃肠不
适。 火锅底料中的辣椒、 花椒
性温， 多食易内生燥热湿邪，
不仅不能除湿反而使人体内湿
气更重， 阳气外泄。

（《楚天都市报》 7.8，
记者 郑晶晶 通讯员 刘姗姗）

偏信火锅能祛湿
双脚肿成“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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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减肥方法多种多样， 不少人把重点
放在控制饮食， 或到健身房做大运动量
阻力锻炼。 然而， 近期美国科罗拉多大
学医学院研究小组的一项研究表明， 从
减肥之初， 开展以提高心肺耐力为主的
有氧运动， 心肺耐力越高， 越能达到有
效减肥的目的， 是减肥成功的关键。

研究小组以 60 名超重和肥胖成人
（平均年龄 41±9.5 岁 ， 平均体重指数
34.6±4.2， 女性 80%） 为对象， 实施为期
18 个月的长期减重计划， 其中除控制卡
路里的饮食疗法和生活指导外， 还包括
专家指导下的 6 个月的运动疗法。 在运
动疗法中， 每周做从中强度到高强度的
运动 300 分钟， 计划结束后， 让受试者继
续进行各自同样水平的运动， 并从运动
开始于 6 个月后、 12 个月后、 18 个月后，
安装运动计量器 1 周， 测量运动量。

研究之初， 首先进行跑步机负荷试
验， 测量表明， 受试者中 20 人 （33%）
心肺耐力极低， 其余 40 人 （67%） 心肺
耐力较低或良好， 并将受试者如此分成
两组进行比较。 结果发现， 心肺耐力极
低组与心肺耐力较低或良好组相比， 肥
胖度 （体重指数 ） 高 。 研究结果表明 ，
从研究开始 6 个月后和 12 个月后， 体重
减少幅度两个小组之间没有差别， 但 18
个月后， 心肺耐力较低或良好组平均减
少约 8.2 千克， 而心肺耐力极低组则减少
约 4.3 千克。 还有， 研究期间所有受试者
从中强度到高强度运动的时间均有所增
加， 但心肺耐力较低或良好组平均增加
了 42 分钟， 而心肺耐力极低组则平均增
加了 24 分钟， 差距很大， 说明心肺耐力
越好， 效果越好。

研究人员认为， 这一研究结果从提
高减肥计划的质量而言是很有效的， 对
于心肺耐力低的人， 通过进行强化运动
疗法的减肥计划， 从中强度到高强度不
断提高运动水平， 长期坚持即可达到减
肥的目的。

宁蔚夏

高温劳动保护也需“因疫而变”

英国 《自然·医学》 杂志 7 月
13 日发表一项生物工程最新突破，
美国科学家报告称， 未达到器官
移植要求的受损人肺， 可通过与
猪的交叉循环进行修复。 鉴于现
在全球都面临移植供体短缺的问
题， 受损肺脏修复技术有望为人
类扩充适合移植的器官库。

肺移植是根治终末期肺病的
唯一手段 ， 但由于高质量供肺
不足 ， 肺移植的开展一直受限 。
去年 5 月 ， 美国范德堡大学研
究人员马修·巴切塔及其同事 ，
研究了严重受损肺脏再生后达
到移植标准的可能性 。 他们以
猪为实验对象 （猪的内脏器官
大小 、 形状等与人类器官相近 ，
同时也被认为是器官移植的潜
在供体 ）， 在 8 只猪的体内再现
了胃内容物吸入性损伤 ， 并通
过体外支持系统将受损肺脏与
受体动物的循环系统相连 ， 对
器官进行维持。

在前期研究中 ， 团队发现 ，
将受损猪肺与另一只猪的循环系
统相连 ， 就能修复受损的猪肺 。
而在这项最新研究中， 他们探索
了能否用相同的过程来修复人肺。

研究团队将 5 个未达移植要
求的肺与一只猪的循环系统相
连 ， 并给这些猪使用了免疫抑
制剂 ， 防止肺部排异 。 在连接
24 小时后 ， 受损人肺的组织和
功能都出现了改善 ， 包括其中
一只在 EVLP 后仍不符合移植要
求的肺 。 研究人员认为 ， 无法
通 过 EVLP 修 复 的 移 植 不 达 标
肺 ， 或能利用这种交叉循环的
方式进行修复。
（《科技日报》 7.15， 张梦然 /文）

人类肺损伤
有望通过猪循环系统修复

进入暑期， 河北省深州市消防救援大队按照“全灾种、
大应急” 职能要求， 以“暑期大练兵、 消防保平安” 为主
题， 组织开展操法训练、 技能比武、 安全宣传进社区等系
列活动。 图为 7 月 15 日， 深州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在进
行百米障碍救助训练。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影报道

暑期大练兵 消防保平安

������本报讯 （通讯员 王鸿 杨明 明月 ）
“冬病夏治三伏贴、 消除疲劳保健康， 针
灸理疗治百病、 防洪堤上我服务”。 7 月
17 日， 在常德市临澧县停弦渡镇沿河大
堤上， 临澧县中医专家志愿者在简单帐棚
里热心地为干群进行艾灸、 针灸、 三伏贴
等中医治疗， 到处弥漫着艾草的药香……

“这几天， 脖子有点酸， 请帮我看看
是什么原因。” 村民朱拥红感觉颈部有些
不适， 他向志愿者寻求帮助。 康复理疗
科主任龚海燕在认真问诊、 详细了解情
况后， 决定为他艾灸， 得知朱拥红素有
支气管炎疾病时， 马上为其取穴贴上三
伏贴。 该镇纪委书记刘音纶， 入汛以来
ー直率领镇纪委干部在全镇重点防洪地
点坚守， 累得腰酸背痛， 志愿队上门义
诊 ， 龚海燕及时为他扎针 、 拔火罐等 ，
缓解疼痛。

据统计 ， 此次志愿队共义诊服务
2138 人， 发放灾后预防手册 120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