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生了痱子怎么办
湖南省儿童医院麻醉手术科 代慧

如果痱子生在头颈部，就应把孩子的头发
剪短，或改变一下发型，把头发往后梳，不要留
在前额上，如果是婴儿，应将头发剃光。

痱子长在身上时，应常给孩子洗澡，勤换
衣，保持皮肤清洁干燥。用温水，不用肥皂，以减
少刺激。 如一定要用，可选择碱性小的肥皂，或
加几滴花露水效果更好。

要避免用力擦有痱子的部位，防止擦破皮
肤引起感染。 洗完后用毛巾轻轻擦干，再涂爽
身粉或痱子粉，以减轻刺痒。衣服要轻薄、柔软、
肥大，以减少皮肤摩擦。 不让孩子在太阳底下
玩耍，并给他常擦汗水，一岁以内婴儿，家长不
要整天抱着，可在凉快通风处铺席子，让孩子自
由玩耍。

在饮食上，应多喝清凉饮料，多吃青菜和
瓜果，既消夏解暑，又可补充水分、维生素。只要
做好家庭护理，孩子的痱子很快就会好。

小儿便秘有妙招
湖南省儿童医院麻醉手术科 周旋

小儿便秘主要为大便量少、 干硬、 呈卵石
样，伴排便困难，排便时疼痛，啼哭不休；粪便表
面带血，肛门溢粪；排便时长时间过度用力，腹
部疼痛及腹胀，性情偏执和倦怠，食欲下降。 严
重便秘时甚至肛裂， 就此婴儿对大便会产生恐
惧。 常便秘会致小儿吃不好、睡不安、长不高，家
长应及时处理。 介绍几种简便有效的方法：

1、培养定时排便的习惯。排便时，应避免外
界影响，不要逗玩孩子，分散注意力。 2、纠正偏
食等不良饮食习惯，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 3、
肥皂削成小指头大小，长 3、4 厘米，用水弄湿
后塞入肛门，刺激排便。 4、 食疗：便秘时，吃两
个香蕉，能润肠通便；香油拌菠菜，每次三两；
用红枣熬汤，以汁喂食。 5、按摩：小儿仰躺，用
右手掌根部紧贴腹肌，自右上腹—左上腹—右
下腹方向轻柔、反复，每次约十分钟，每日２—
３次。 6、 用开塞露灌肠，甘油用量为每次 5—
10毫升。 7、少数小儿粪便坚硬，并停滞在肛门
口，大人须用手指将大便挖出方能解除孩子痛
苦。 8、中医治疗：取番泻叶 1—2 克，开水泡
10分钟后喂小儿，大便通后即停服。

我们一到涟源市， 这里的乡亲们都盛赞
市老科协副会长吴应芝为农业发展做出的贡
献。 现年 76 岁的高级农艺师吴应芝自 1962
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农业科技推广工作。
1996 年退休后，担任市老科协副会长，期间，
他充分利用这个平台，为农业科技发展、农民
增收致富付出了满腔热情。

传道授业的笃行者
上世纪 90 年代，涟源市老科协会长办公

会议研究确定将石马山镇乌鸡坝、木灵、新中
和龙埠 4 个村作为科普基地， 由吴应芝率领
一批老科技人员驻村指导。 受命后，吴应芝住
到了乌鸡坝村的女婿家里， 这一住就是 17
年。 2006年，吴应芝 70大寿时，子女们提出要
他回城养老，他一笑拒之。

17年来，吴应芝把这 4 个村都跑了个遍，
他带领科技人员深入课堂、屋场、田间、工地
举办培训班、开展科普讲座，累计培训当家农
民 3.5万多人次，培植科技示范户 1400 多户，
培养懂科技、 会经营、 善管理的农民技术员
120多人，其中经省、娄底市、涟源市评审颁发
了科技示范户和致富能人证书的有 75人。

在开展科普工作中， 吴应芝不仅仅传授
技术，更注重提高农民群众的综合素质。 2010
年冬天， 吴应芝在石马山镇新中村松柏组刘
晚香屋下的池塘里发现一些农药瓶和塑料
袋，当即，他把该村的村支两委、村民组长和
周围群众召集来开现场会。 只见他脱下鞋袜，
跳入池塘捡起了 36 个农药瓶子和 310 个化
肥包装袋，然后一一进行分辨，其中有一半是
装过钾铵磷、氧化乐果、毒杀酚等高毒有机磷
农药的瓶子和包装袋。 他给大家分析了乱扔
农药包装瓶和化肥包装袋的危害性。 会后，村
里把禁止乱扔化肥包装瓶、 农药包装袋写进

村规民约，并成立监督小
组，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这
类现象。

助农增收致富
吴应芝虽居住在石

马山镇， 重点扶持 4 个
村，但他却将目光放在了
全市的农业发展上，推广
农业新技术的炽热之情
让人敬佩。

三甲乡玉峰村，是吴
应芝一手培育起来的葡
萄专业村，从最初的单家
独户种植扩展到玉峰、新
屋、湄水、实竹 4 村联合
组织葡萄协会，入会农户
达 667 户。 期间，他带领
科技人员指导专业户改
本地品种为良种，推广了
一系列种植、防治新技术，使葡萄从生长期到
成熟采摘期不受病菌虫害侵扰， 而且能延长
采摘期 10天。 一年春天，葡萄虫害非常严重，
防治出现了较大难度， 吴应芝不顾自己严重
痛风，住进了葡萄园，一连几天几夜不休息，
手把手地教大家学技术，及时消除了病虫害。
经过这几天的奔波劳累， 他的痛风竟奇迹般
的好了，村民们都说这是“善有善报”。

在传授技术的同时， 吴应芝还努力转变
群众的传统销售理念， 指导葡萄大户酿造精
品葡萄酒，从深加工中求效益。 2011 年，这 4
个村种植葡萄比上年增长 30%， 总收入 1370
万元，户平葡萄收入两万多元。

深入基层帮扶
“扶贫先扶志，脱贫先脱病，送钱不

如送科技”。这是吴应芝 10多年来的扶贫
体会。新中村 36岁的李美佳，本是个身强
体壮的汉子，因为眼疾手术失败，造成双
目失明，致使家境非常困难。 吴应芝经常

上门，手把着手地教他搓草绳，销售给苗木专
业户， 每年加工草绳创收竟达一万多元。 此
外，吴应芝还向李美佳传授科技种植蔬菜，无
偿送他需要的蔬菜良种和肥料。 在吴应芝的
扶助下，有了这些能致富的手艺，让李美佳的
家庭生活得到了保障。

木灵村的殷支农， 全家 4 口人，2008 年
父亲和公爹都患肺癌动了大手术，还有两个
孩子要上学，一家人生活非常困难。 吴应芝
主动帮他们联系承包了 5 亩鱼塘、4 亩水田，
并办理无息贷款作为生产费用，指导他们在
渔塘采用大规格鱼种养鱼。 通过一年努力，
殷支农不仅还清了债务， 还新建了一栋楼
房，成了村里的富裕户。 吴应芝就是用这种
率真之情， 先后帮助了 13 户贫困户走上了
致富的道路。

“桑榆犹未晚，为霞尚满天”。 正是这种桑
榆之情， 激励着吴应芝一如既往地潜心科普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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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巴西作为本届书展的主宾国，
其特色鲜明的展馆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展馆的设计者试图将巴西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融入到各个设计之中，从而告诉
世界巴西不是只有足球和桑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展馆的材料基本是用各类纸张制成
的，设计者希望以此方式表达出对纸张的无限敬意。 图为巴西展厅用数千张纸片做成的
石柱展示巴西作家的照片。

据新华社 10.10

“纸 制 ” 展 馆

吴应芝的桑榆情
通讯员 毛湘华 彭永年 周连和

本报讯（通讯员 谭涛） 日前，从湘潭
市科技局传来喜讯，湘潭申报的“韶山地区
主要常见病早期诊疗技术推广与应用”和

“湘乡铬污染区居民生活环境质量保障技
术应用示范” 两个项目通过了科技部 2013
年度国家科技惠民计划， 将获得国家近
2000 万元支持。

“韶山地区主要常见病早期诊疗技术
推广与应用”项目，主要是通过开展韶山地
区常见病诊疗信息技术平台应用示范、诊
疗适宜技术培训示范，构建常见病的预防、
快速检测、 诊疗规范和远程医疗科技成果
惠民的长效机制， 降低韶山地区主要常见
病的发病率，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健康保
障水平。

“湘乡铬污染区居民生活环境质量保
障技术应用示范”项目，主要是通过开展重
金属颗粒物污染控制技术应用示范， 居民
生活区废水治理技术应用示范、 居民生活
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应用示范， 在线监测
居民生活区大气环境质量及饮用水水质，
实现从源头上控制重金属颗粒物对大气和
生态环境形成的污染， 为居民生活环境质
量提供保障。

湘潭两项目列入
国家科技惠民计划

湖南省老科协协办
编外科技大军风采

本报讯（通讯员 邹玲） 日前，湖南邮
政公司在长沙推出首台 EMS 快递智能包
裹箱。 邮政工作人员介绍：“以前处理一
个 EMS 快件平均需要 8 分钟， 现在仅需
要 2 分钟左右。 10 月份随着首批 10 台智
能包裹箱的陆续投入使用，长沙市部分高
校、 小区和写字楼用户即将享受到‘智
能’带来的便利。 ”

智能包裹箱由一个主机和副柜组成。
主机包括操作触摸屏、数码显示屏和条码
扫描器； 副柜共计有 108 个投递格口，邮
政工作人员介绍整个邮件的投递过程：登
录主机后，扫描包裹单号，再输入收件人
的手机号，根据包裹的大小选择合适的投
递格口，整个过程花了 1 分半钟左右。 两
三分钟后，用户手机里就能收到系统自动
发出的短信，内容包括邮件单号、取件密
码、取件地点和投递员的手机号。 更为贴
心的是，如果用户未能及时领取邮件，系
统每满 24 小时都会自动生成催领短信；5
天后，系统会自动生成逾期邮件短信，邮
件则由投递人员收回做进一步处理。

智能包裹箱
让快件投递快起来

吴应芝（左一）在田间指导水稻后期管理工作。 侯青云 摄

本报讯（通讯员 何司壤） 长沙县首次
选派 4名科技特派员服务企业。这是笔者近
日从长沙市第七批科技特派员工作会议上
了解到的信息。此次全市共选派科技特派员
220 人，其中长沙县选派 80 人，选派规模居
全省之最。

这 4 名企业类科技特派员将分赴湖南
帅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湖南顶立科技有限
公司、湖南长沙果福车业有限公司、长沙市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他们
将在技术升级、项目推进、市场开拓、管理创
新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服务。

据了解， 长沙县选派科技特派员 6 年
来，先后选派科技特派员 240 人次，进驻到
农村一线和基层医疗单位开展技术服务，受
到了广泛欢迎。

长沙县首选科技
特派员服务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