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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调整室内温差。空调的温度
不是越低越好，通常室内温度应保持在
26℃～28℃之间，内外温差以不超过
5～8度为宜。

经常开窗换气。保持室内空气循环
流通，对于降低室内空气污染很重要。

避免空调出风口直接对着人体。
这样很容易导致颈部、肩膀、面部等局
部受到刺激，引发头晕、头痛，甚至是面
部神经麻痹。

定期清洁空调。建议每隔一个月
左右，将空调过滤网拆下清洗，以保障
室内空气质量。

补充水分。长时间呆在空调室内，
空气干燥，应多喝水，或在室内放一盆
水，有条件的可配备加湿器，保持相对
湿度40～60%为宜。

适量增加运动。选择早晚温度较
低时，参加体育活动，适当运动将促进
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

正当夏至节气，连日高温，医生提醒——

小心空调“ ”出病
见习记者 陈莉莉 通讯员 黄一鸣 李枝端

冻冻
本周宁德市气温持续走高，最高温度达 37 度，空调成为市民必不可少

的，然而长时间处于空调房也考验着每个人的健康。6月27日，记者从多家
医院获悉，因过度贪凉而被“冻倒”的病人有不少。医生提醒，开窗换气、及
时补水、避免室内温度过低可预防“空调病”。

近期，宁德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面
部神经麻痹的男性患者。据其自述，吹
了一晚空调，早起刷牙时，嘴巴含不住
水，照镜子后才发现嘴角发生歪斜，才
到医院就医。

“面瘫疾病，一是由病毒感染引发
的，二是因贪凉直接引起。”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邹国平副主任医师介绍说，睡眠
时全身肌肉和毛孔疏松、开放，如果空
调温度过低，或者直接对着空调，将对
面部神经产生刺激，进而发生痉挛，引
起神经组织缺血、水肿、受压迫而致
病。在高温天气，此类空调病患者有所

增加。
据悉，空调病或空调综合症指的是

与空调有关或空调引起的相关疾病，医
学上并没有空调病这种称呼的疾病，只
是一个社会学诊断的病名。

邹国平提醒，使用空调或风扇时，
应避免长时间同一方向，尤其不能因贪
凉就直接对着颈部和面部吹，若长时间
处于空调房内，可使用温热毛巾敷脸，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若发现“面瘫”病
症，也无需过度紧张，及时就医，遵医嘱
服用药物，并配合针灸、按摩等，多数可
治愈。

幼儿成空调病“常客”

27 日，在宁德市医院儿科门诊，不
少家长带着孩子在外候诊。“这几天，
儿子一直待在空调房，之前是流鼻涕，
今天症状有所加重，就来医院看看。”
患儿家长陈女士说。

“儿童和老人等都是空调病的易
发人群。”宁德市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郑
明平介绍说，随着“三伏天”逼近，空调
病的儿童患者将不断增加，在冷空气
环境下，幼儿毛细血管收缩，汗腺孔闭
合，交感神经兴奋，抵抗力减弱，极易
引发感冒发烧、腹泻、呼吸道感染等病

症。
据 了 解 ，儿 童 空 调 病 不 仅 因 为

“冻”出来，另一重要诱因是室内空气
污染，长期处于空调房等密闭空间里，
空气不流通，易滋生病菌，加上空调中
多积存的大量粉尘和病菌，将影响儿
童的健康。

郑明平建议，家长在日常生活中
应教会孩子健康避暑，注意室内外温
差，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低温的室
内，坚持户外运动，积极预防夏季常
见病。

如何远离“空调病”?

新闻链接 >>>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颖珍 通讯
员 谢焰锋 蔡培铭）为落实医院学科
发展战略，推进医院各学科持续高效
发展，6 月 23 日，闽东医院举办 2018
年学科建设规划研讨会。闽东医院院
领导班子、医学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相关专业科室
科主任及汇报科室中、高级职称医务
人员约120人参加开幕式。

会上，与会专家与汇报科室作了
《改革创新，砥砺前行，全力打造闽东
医院学科品牌》《骨科分院发展规划》

《闽东医院疼痛科的现状与未来》和
《夯实基础，规范提升——2018-2023
年妇科发展规划》等专题报告。

闽东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刘昌明表示，医院学科发展是医院
内涵建设的核心问题, 在医院发展
中处于重要战略地位,学科是医疗服
务的重要载体,是医院运行的基础。
他要求，各学科带头人要积极发挥
主观能动性，善于从全局看问题，不
仅要对宏观的医疗卫生政策有清晰
的了解，熟悉医疗市场的发展规律，
还 要 不 断 跟 踪 国 内 外 学 科 发 展 前
沿，追踪医学发展趋势；在以大数据
和循证医学为依托的现代医学科学
理论面前，要积极交流沟通，认真分
析本专业的学科现状、发展潜力和
技术趋势，要站在现代医学技术制
高点，科学地找出突破点和创新点，
更好地预测医院的发展前景；见贤
思齐，革故鼎新，学科带头人要勤于
创新，强势学科要在省内、区域内争
当领头羊，优势学科要在新技术、新
疗法上有所突破，薄弱学科要奋力
直追，力争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
式发展；树立危机意识，在认清严峻
发展现状的同时，要将学科规划建
设、亚专科建设主动融入医院战略
发展规划中，主动融入区域性医疗
服务中心中去竞争，努力打造属于
自身的特色专科品牌。

本次研讨会将分两个阶段进行，
全院各临床、医技科室需在研讨中制
定本学科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各阶
段的任务及目标，走出适合自身发展
的特色之路。

芒种过后，又到了金蝉花开时节。金蝉花，是一
种外形具有“动物”和“植物”形态特征的奇妙生物，
中药中另一种具有同样的形态特征的是冬虫夏草。
金蝉花是竹蝉的若虫（不完全变态发育的昆虫的幼
虫期称为若虫，其形态和它的成体很相似）感染上蝉
拟青霉菌后形成的虫生真菌，由菌核、子实体、孢子
粉三部分构成。菌核即蝉若虫感染真菌后的虫体，
其外层为乳白色的称为“菌被”的结构；中间层为蝉
若虫的外壳，中药学名称为“蝉蜕”；最内层为菌丝体
即由蝉的营养物质转化而成。子实体也称孢梗束，
由菌核的前端生出，新鲜时淡黄色，高 1.5-6cm,柄分
枝或不分枝，直径 0.1-0.2cm,其顶端稍膨大。孢子
粉就附在子实体顶端的膨大部分，新鲜时白色，聚集
了金蝉花的活性成分精华，具有抗肿瘤作用。

中医学认为，金蝉花味甘，性凉，无毒，同时兼有
冬虫夏草和蝉蜕的治疗作用，能补虚损、益精气、消
癥瘕、安神志，可用于治疗气血虚弱、肝肾不足、癥瘕
积聚、小儿惊痫、夜啼心悸等症。现代研究证实，金
蝉花含有虫草酸、麦角甾醇、蝉花多糖、甲壳素及多
种生物硷，能抗疲劳、调节血糖血脂、提高免疫力、镇
静镇痛，尤其对恶性肿瘤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改善患
者体质，提高生存质量。常用量每天可用 3-5只，水
炖服或与土鸡、土鸭合炖成药膳服用。

中医对金蝉花的认识由来已久，南北朝时著名
药物学家雷斆在其药学专著《雷公炮制论》中就有记
载，至今已 1500多年，其后隋唐甄权的《药性论》、宋
朝宋徽宗赵佶敇撰的《圣济总录》、苏颂的《图经本
草》、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唐慎微的《经史类证备急
本草》、明朝的李时珍《本草纲目》都有记叙，只是由
于它长在深山，极为稀少，医生一药难求，逐渐淡忘
了。当然，也有一些中医名家仍有使用，如福建中医
学院的盛国荣教授、肖熙教授在上世纪 70年代就有
使用金蝉花治疗多种疑难病症，取得较好的疗效。
相比之下，如今大名鼎鼎的冬虫夏草，它被发现的历
史可就短得多了，清朝吴仪洛的《本草从新》才第一
次记载了冬虫夏草，至今不过200多年。

又到金蝉花开时
叶允仁

闽东医院举办2018年
学科建设规划研讨会

近日，笔者来到市中医院肿瘤科，看到医生正忙
碌地检查患者的身体状况，而护士也在很细心地询
问患者的症情变化和用药反应。

孙刚（化名）患有胰腺癌，5 个月前病情加重，每
隔一段时间都要去上海治疗。为了缓解疼痛，他于
5 月中旬住进市中医院，肿瘤科主任苏林采用射频
消融术对其肝上的转移癌进行了"定点清除"，术后
又通过隔物灸等中医特色疗法进一步缓解了病人的
疼痛、呕吐等症状。

林世（化名）患有肝癌，疼痛症状较为严重，他选择
到中医院肿瘤科接受综合性治疗。目前，他在医生护
士的指导下合理使用吗啡缓释剂，同时配合中药定向
透药的方式缓解疼痛，取得了预期的镇痛效果。

“中医院的服务很好，想要什么药，医院也都会
帮忙协调，不用自己专程跑去买，也减轻了家人的负
担。”林世满意地说。

“我们科的病人往往需要特别的关爱，大家一直
致力于为病人提供优质服务，尽力缓解其疼痛，并不
断鼓励他们增强信心，乐观治疗，力争改善生活质量
以至康复。”肿瘤科护士长苏丽菊说。

市中医院早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就系统开展恶
性肿瘤工作的中西医结合诊疗工作，于 2016 年正式
独立开科，是宁德最早进行肿瘤的中西医结合综合
防治的探索和实践的医疗机构。

肿瘤科与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浙江
邵逸夫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福州南京
军区总院等省级以上肿瘤专科医院或大型三级综合
性医院的肿瘤科建立了长期的协作、交流关系，为当
地群众高质量的就医问诊提供了便利的服务。

肿瘤科在肺癌、肝癌、胃癌、肠癌、卵巢癌、乳腺
癌、白血病、淋巴瘤等常见恶性肿瘤的治疗上，将规
范化的手术、化疗、热疗、微创治疗、靶向治疗、生物
治疗、电子胃肠镜下的检测治疗等现代医学手段与
传统中医药有机结合，在肿瘤疼痛控制、优化病人生
活质量、延长生存期等方面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和
广大患者的积极好评。

“我院肿瘤科在肿瘤基本诊疗技术基础上，注重
突出中医药特色，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是我市首倡
肿瘤的微创治疗与中医药绿色治疗有机结合的肿瘤
专科。传承和创新是我们科室发展的理念。”肿瘤科
主任苏林说。

中西结合是肿瘤科的特色，肿瘤科倡导“中医学
经典，西医学中医”，大力加强中医药环境形象体系
建设，从病区环境、形象识别、文化宣传方面入手，整
合中医资源；推广“治未病”知识，定期举办肿瘤防治
知识讲座和中医药科普知识进社区等活动，让名老
中医与老百姓“零距离”接触；加强中医特色学科建
设，进一步提高技术实力，让患者切实感受到中医国
粹的独特魅力。 □ 中医院

本报讯（记者 赵巧红）近日，宁德市
卫计委发出《关于推进医疗机构母婴设施
建设的通知》，提出将在全市医疗机构中率
先推进母婴设施建设，为就医的孕期和哺
乳期女性提供良好舒适私密的休息和哺乳
环境，进一步提升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

通知提出，到 2018 年底，宁德全市二
甲以上公立医院的儿科或妇产科，各级妇
幼保健院，母婴设施配置率达到 80％以
上；到 2019 年 6 月 30 日，基本建成标准化
的母婴设施。乡镇中心卫生院和有条件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科，2018
年底母婴设施配置率达到 50％以上，2019

年底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婴设施。
通知明确，各医院可参照《关于加快

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所附的
《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推荐标准》，因地
制宜进行建设。有条件的医院可以参照
舒适型的标准进行建设。母婴设施建设
的基本配置为，面积一般不低于 10 平方
米、防滑地面、带安全扣的婴儿尿布台、婴
儿床、便于哺乳休息的座椅（至少 2 把）、
便于放置哺乳有关用品的桌子、电源插
座、垃圾桶、宣传海报（墙面布置）、资料架

（母乳喂养杂志等）、保护哺乳私密性的可
上锁的门、帘子遮挡设备等。此外，根据

条件可配置（舒适配置）：提供热水和洗手
液的洗手台、饮用水、恒温空调、冰箱或冰
柜、沙发、尿不湿自动销售机、呼叫设备。

根据通知，我市将优先在就医的孕期
和哺乳期女性较多的医院建设母婴设施，
主要包括全市二甲以上公立医院的儿科
或妇产科，各级妇幼保健院，乡镇中心卫
生院和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
防接种科等。新建（改、扩建）的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将母婴设施纳入
建设规划，其他群众相关需求较多的医疗
机构也要尽可能建设母婴设施或提供良
好的环境。

市中医院肿瘤科：

温情服务 助力患者康复

宁德市公立医院将配置母婴设施
今年配置率将达 80% 面积至少 10 平方米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颖珍 通讯员
李枝端 文/图）6 月 23 日，宁德人民医院
党员义诊队一行 20 人在石后乡林下洋
村开展义诊活动，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

活动由医院党总支组织，医务志愿
者是来自内科、外科、骨科、五官科、妇产
科、儿科、理疗科以及护理、药剂等多个
科室的专家和业务骨干。在林下洋农村
慈善幸福院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为群众
量血压、测血糖、检查身体，仔细询问他
们的病史和生活习惯，耐心地回答他们
的病情询问，并依据病情对症下药，宣传

健康知识。医务志愿者还深入行动不便
村民家中，在床边为其检查身体，指导疾
病康复。

“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到家门口为
我们看病，做了一件大好事，太谢谢你们
了。”前来就诊的村民连声称赞说，“去医
院看病路途远，来回不方便，排队还要很
久，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不容易，希
望这样的义诊活动多举办几次。”林下洋
村位于石后乡东北部的偏远山区，交通
条件不好，村民缺医少药的情况较为突
出，村民希望医院专家多为山区群众送

医赠药。
此次义诊，共为当地村民咨询义诊

百余人次，赠送价值 3000 余元药品，在
“七一”建党 97 周年前夕为山区群众送
去党组织的关怀。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颖珍 通讯员 谢焰锋 林颖 文/图）
6月 23日，闽东医院第一党支部组织支部党员和妇产科、老
年科、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中医科等10个科室33名医务
人员到坂中畲族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第二期“爱满夕
阳”义诊活动。

义诊现场，医务人员对前来就诊咨询的患者，认真问
询、仔细察看、耐心解疑答惑，对相关疾病提出日常预防、保
健方案及治疗建议。据统计，当日共接诊 100多人次，发放
健康科普宣传材料100多份，免费发放价值1000多元药品。

闽东医院医务人员到
坂中畲乡开展义诊活动

宁德人民医院党员义诊队下乡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