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提示

看似简单的

扶梯其实有不少

安全设计，国家质

检总局的特种设备专家提醒，留意扶梯

上的这些安全设计，紧急情况下就能派

上用场。

据专家介绍，扶手伸到乘客的入口

处，这样的设计可以帮助乘客在踏上梯

级前适应扶梯的速度，扶梯的扶手带和

梯级采用速度同步设计来帮助乘客保

持平衡。

在扶梯的出入口处设有紧急停止

开关，供乘客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但也

不要随便按下红色急停开关。如果速度

太快或太慢， 扶梯也会自动停止并制

动，以确保乘客的安全。 ■据新华社

留意扶梯上的安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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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越来渐热，人们容易上火，尤其是便

秘及痔疮的患者，如果不注意，容易出现痔疮

反复。 对此，163医院肛肠专家说，夏季痔疮高

发的因素很多， 特别是由于夏季天气炎热、疲

劳过度、休息时间不足等，容易使肠胃浊气不

能及时排出，淤积于血在肛门处引发痔疮。 再

加上夏季人们又喜欢吃麻辣食品、各式烧烤及

饮啤酒等，都有可能会引起大便干燥、排便困

难等情况，而便秘是诱发痔疮的一个因素。

163 医院肛肠专家提醒，市民在夏季特别

要注意以下几种不良生活习惯：

1、 人在站立或久坐时， 肛门直肠位于下

部，由于重力和脏器的压迫，影响血液回流，静

脉容易扩张屈曲，所以经常站立或久坐的人容

易患痔疮；

2、如果运动不足，肠蠕动减少，粪便下行

迟缓，也会形成习惯性便秘；

3、肛门部受冷、受热、便秘、腹泻、过量饮

酒和多吃辛辣食物，都可刺激肛门和直肠；

4、因肝硬变、肝充血和心脏功能代偿不全

等和腹腔内肿瘤、前列腺肥大等疾病都可使腹

内压增加而形成痔疮，当然也包括妊娠；

5、 还有一些生活习惯问题， 比如饮食过

饱、常吃精细食品或憋便、蹲厕过久等，都是形

成痔疮的原因。

163 医院肛肠专家介绍，临床中发现对夏

季治痔还存在着许多误区，比如有很多人还认

为痔疮手术很痛，宁可忍着也不愿意遭手术的

那个罪；还有不少人认为夏季天气炎热，手术

容易感染，准备把痔疮留到冬天再治，结果疼

得受不了了才跑到医院……这些都是需要纠

正和重新认识的观念。

医院专家提醒患者，根据“春生、夏长”的

规律，盛夏时节人体也处于新陈代谢较旺盛的

时候， 此时对痔疮等肛肠病治疗后创伤的生

长、恢复更有利。

目前，163 医院肛肠科在临床开展的“新

一代肛肠疾病微创技术”是继内痔、外痔、混合

痔、环状痔、嵌顿痔、脱肛等疾病从药物治疗、

传统手术治疗之后的又一新的微创治疗法问

世。具有无痛、创伤小、疗程短、恢复快、基本不

复发的优点，患者随治随走，不影响工作。

特别提示：

163 医院肛肠科目前正在开展大型公益

惠民活动，市民可电话报名参与免费肛肠疾病

普查。 免费项目包括：挂号费、专家会诊费、肛

肠常规检查费。 另，在该院住院治疗患者每人

还可享受手术费补贴 300元。

免费普查范围包括：内痔、外痔、混合痔、

便血、结肠癌（良性）、直肠癌（良性）、肛瘘、肛

裂、肛周肿物、肛门肿块、肛门瘙痒、肛门流脓、

肛门潮湿、慢性腹痛、腹泻、腹痛、便秘等肛肠

疾病。

163 医院肛肠疾病普查活动咨询和预约

挂号电话 0731-88850608。

夏季痔疮高发

5种不良生活方式是诱因

夏“痔”更好治，身体恢复更快

虽然入伏了，但天气并没有想象中那

么炎热。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长沙市在阵

雨中迎来头伏，湿度比较大，感觉有些闷。

中医专家提醒：长沙虽然频繁降雨，

但气温却居高不下。 长期呆在这种气温

高、 湿度大的环境， 很容易出现头昏乏

力、嗜睡、肠胃不适等“湿热”症状。夏季

“湿热”是健康的大敌。潮热的气候，过多

食用生冷、辛辣食物，长期出入空调房等

能生“湿”，影响身体健康。

长沙很多市民都知道，对付“湿热”

最好的办法， 就是马上喝上两支太极藿

香液。太极藿香液不含酒精，老人、儿童、

外出开车喝着也很放心， 很多市民都喜

欢在夏季多备一些， 用来解决暑湿引起

的头昏、乏力等症，以及生冷、辛辣食物

引起的肠胃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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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 后天今天

本报7月14日讯 自7月1日起，长

沙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有所提高。

根据《湖南省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实施指导意

见》， 城乡低保对象保障标准和失业保

险金均按新调整标准执行。根据物价上

涨情况，各县（市）城市低保对象、领取

失业保险金人员将得到2011年1-6月

价格临时补贴（以下简称价格临时补

贴）每人每月30元，农村低保对象（含

农村五保户）、 重点优抚对象分别发放

每人每月15元。

居住在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

福区、雨花区、长沙高新区的城市居民、

集中供养的农村三无人员（五保对象），

从每人每月32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350

元，分散供养农村三无人员（五保对象）

从每人每月23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260

元，其他特困对象补差标准从每人每月

80元、90元、10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90

元、110元、130元。

长沙县、望城区、浏阳市、宁乡县城

市居民、集中供养农村三无人员（五保

对象）从每人每月270元提高到300元，

分散供养农村三无人员（五保对象）从

每人每月15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180

元，其他特困对象补差标准从每人每月

55元、60元、7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60

元、80元、100元。

城乡低保对象和重点优抚对象的

价格临时补贴由民政部门在7月份一

次性发放；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的价格

临时补贴，采取与失业保险金相同的发

放方式，在7月份通过银行卡一次性发

放。 ■记者 曾力力 黄静

实习生 丁丽荣 尹士刚

本报7月14日讯 本

周六20：30， 以经典爱情故

事为蓝本的焰火主题音乐

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将如期上演。据长

沙市旅游局介绍，本次焰火晚会共分五

个篇章，燃放时间为20分钟。

■记者 谭斯亮 通讯员 杨晓眉

本报7月14日讯 暑假

一到，各大医院儿科矮小门

诊又热闹起来，不少家长带

着孩子前来咨询和检查。如何判定孩子长

得矮不矮？ 孩子长得矮该怎么办？7月16

上午9点， 湘雅二医院儿科王秀英教授将

在该医院门诊健康教育中心举行“实现孩

子梦想的身高”健康知识讲座。

王秀英称，只要是婴幼儿期（3岁以

下）身高生长速度低于每年7厘米，儿童

期（3岁到青春期）低于每年5厘米，青春

期低于每年6厘米， 并且身高低于同龄

健康青少年平均身高两个标准差（SD）

者属于身材矮小。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姚美娟 杨琴 张凤

本报7月14日讯 从

今天开始，正式进入了三

伏天，不过伏天的酷热却

在阴雨的打压之下没有表现的余地。今

天是入伏第一天，下午2时，全省大部分

地区天气阴沉，气温在30℃以下，而湘

东南和湘西北在降水的配合下气温还

没有超过25℃。

虽已入伏， 不过近日阴雨较多，气

温平稳舒适，似乎不太迎合此时开始的

三伏天。气象专家说，只要有降水出现

的地方， 日最高气温都将在30℃上下。

雨后空气清新，早晨有丝丝凉意，大家

可以到户外进行慢跑、打太极拳或是各

种集体活动，充足的氧分对身体是大有

裨益的。

■记者 胡信锋 实习生 周京晶

通讯员 谭萍

根据物价上涨情况，长沙市发放临时补贴

居民低保标准

每月提高30元

7月14日，长沙市湘江风光带和平鸽

广场， 几个小朋友隔着护栏弯腰专心致

志地盯着水里，这是在做什么呢？原来他

们在用绳子钓鱼。

记者 李丹 摄

栏目投稿邮箱：sxdsbsjp@163.com

阵雨中迎来三伏天

防湿热市民追捧“藿香液”

周六焰火：罗密欧与朱丽叶

弯腰做什么

刚入伏雨多不热

晨练宜慢跑、打太极拳

“实现孩子梦想的身高”

明天9时听专家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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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4日讯 今

日是今年三伏第一天，湖

南省中医院（中医附二）、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湖南省

中医附一院等相继开展了“冬病夏治”

诊疗活动， 前来问诊的民众场面火爆。

本报70名幸运读者前去医院体验，读者周

文莲女士告诉记者， 这是她第二年贴敷

贴，疗效很不错。据不完全统计，今天，参

加贴敷贴的市民超过了2万人次。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姚美娟 杨琴 张凤

市民热捧“冬病夏治”

本报70名读者免费体验

活动

焰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