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媒称，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待在开放的绿色空间
中能有效改善心理健康状况。

报道称，研究确定了541个区域，并将其分为绿地区
和垃圾处理区，还有其他一些区域则未做界定。这项历
时一年半的研究在开始和结束时分别采访了这些区域的
居民，结果显示，比起住在其他区域的居民，绿地区居民
的抑郁感减少了41%，被忽视感减少了51%。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尤金妮亚·索斯博
士表示，将居住区改造为绿色空间对于生活贫困的人影
响最大。

她说：“贫困地区是受影响最大的，那些地区的居民
存在源自环境的健康隐患，因此将环境改造为绿色空间
至关重要。”

□ 新 华

外媒

研究称绿色空间助益心理健康

7 月 27 日，福鼎市“新市民健康城市行——情系
流动人口、关爱留守儿童”宣传活动走进桐山街道辖
区的福建京科化油器有限公司，开展送健康、送服务
活动。

此次活动，以“健康中国,职业健康先行”为主题，关
注城区企业流动人口健康，倡导人人参与健康共建共
享。活动通过结合企业工人职业病宣传、义诊、咨询和宣
传材料发放的形式，宣传卫生、计生、职业健康、流动人口
政策法规、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与人人健康共建共享
内容，引导流动人口关注自身健康，一起享有现居住地的
职业健康与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活动中，福鼎市疾控中心专家、社区医生和社区志愿
者还走进厂区、厂房，一起察看和学习职业危害因素防
护，向广大一线企业劳动者普及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
知识，并耐心接受企业工人咨询，解答劳动者提出的职业
病与职业健康相关问题。

□ 李 雄

桐山街道开展新市民
健康城市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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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岁儿童的健康成长发育并非
一蹴而就，专家建议家长要加强对孩子
的陪伴，切不可图省事，将孩子交给祖
辈管教或放在早教、托管机构，当起甩
手掌柜，此举会让孩子产生严重的分离
焦虑，对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其实，干预儿童的早期发展并非
家长想象中的那么高深，它存在于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卢柳清举例说，有
些孩子长大后，读书会跳行跳字、写字
容易超出方格、对色彩辨别不敏锐、估
测不准自己与身边事物的距离，这不
是故意为之，是因为他们的感觉统合
出现了问题。

感觉统合是指大脑和身体相互协
调的学习过程，机体在环境内有效利用
自己的感官，以视觉、听觉、味觉、嗅觉、
触觉、前庭觉和本体觉等感觉通路，从
环境中获得信息输入大脑，大脑再对其
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作出适应性反应
的能力。

卢柳清说，比如“趴地推球”就是一
个能很好训练前庭觉能力的小游戏，让
孩子趴在地上呈飞机状，眼前再放一个
球，吸引孩子伸手触摸。这个游戏可以
刺激孩子的前庭觉发展，使其保持良好
的平衡能力，专注力更高。

干预孩子的早期发展，父母都要
成为“幼稚”“好动”的家长。陈燕惠
说，家长要理解和支持宝宝的“假想
的游戏”，带宝宝认识身边的事物，锻
炼他们的视听和观察能力；教宝宝分
辨不同的颜色，学习将事物按照多
少、长短、大小、颜色等属性归类，培
养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训练宝宝独
自上下楼梯，学会有目标地抛球、滚
球、投掷，在追逐、奔跑中培养动作的
灵活性。

“孩子不能等待，成长不会重来，希
望家长们不要缺席儿童的早期发展阶
段，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心态去获取、学
习科学育儿方法。”卢柳清说。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颖珍 通讯员 郑祖辉 谢焰
锋）7月28日，民盟福安市委会在福安举办第四期“援
手救心”心肺复苏公益培训。

培训会上，闽东医院医护人员运用通俗易懂、形象
生动方式讲解了新生儿及儿童急救知识技能、心肺复
苏术、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常用的急救方法，并就抓住抢
救的黄金时间、异物梗塞等做了详细介绍。讲解完毕，
医护人员还现场演示了心肺复苏术。

据悉，民盟福安市委会发起“援手救心”社会
公益活动已连续举办了四期，活动凭借民盟盟员
的资源优势，以闽东医院为载体，通过以心肺复苏
为主要内容的培训课程，普及院前急救知识，提高
人民群众的急救意识，关键时刻可进行自救互救。

8月2日，闽东医院生殖医学门诊开诊。该门诊的开
诊，将让更多不孕不育夫妇得到便捷的医疗服务，同时，
为惠及广大市民，该门诊8月3日至9日免挂号费。

据了解，为筹备设立生殖医学门诊，闽东医院先后
选送 8名医护人员到国内顶级生殖医学中心——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进修生殖医学技术，
并已取得资质。与此同时，该院目前是闽东地区唯一
一家获得省卫计委批复筹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
疗机构，且由宁德市政府邀请北医三院指导筹建生殖
医学科，医院提供近 200平方米的场地，配备生物显微
镜、精液分析设备、百级超净工作台、彩色多普勒超声
等先进设备。

□ 谢焰锋

美媒称，随着科研人员不断研究饮食对健康的影响，
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日常食品不仅令菜肴更加美味，还
有其他益处。

据报道，几乎每种菜肴中都有的配料大蒜就是这样
一种超级食物。大蒜含有的多种化合物不仅会散发强烈
的气味，还有促进健康的功效。

根据一项涵盖广泛的研究，大蒜似乎可以改善免
疫系统和心脏健康，或许有助于预防并治疗某些类型
的癌症，以及降低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研究人员
称，大蒜中的许多化合物含有抗氧化剂和蒜素，具有
抗菌特性。

报道称，这些益处中的一部分可以在吃完含有生蒜
的一顿饭后显现。不过总体来说有充分证据表明，每天
应至少食用半粒大蒜。

报道称，要获得最大的益处，首先应切、削或压碎新
鲜的大蒜——这会触发让化合物的效用变得更强的过
程。等5到10分钟再食用或用来做菜，特别是在把它与
柠檬汁等高酸度食品混在一起的情况下。

不过不必总是生吃大蒜。只要按建议的方法处理大
蒜，烹饪时到最后再添加，就可以放心地烹调它且不失其
营养价值。

□ 新 华

武汉一男子散步时自觉心绞痛
发作，照例含服硝酸甘油，没想到几
分钟后晕厥在地，送医才知道是服药
后姿势不对所致。专家提醒，心血管
疾病患者服用硝酸甘油最好采用半
卧姿势或坐姿，不要站立服药，服药
后不能立刻行走、运动。

今年 64岁的张先生患有冠心
病，一直服用硝酸甘油片缓解疼痛、
控制病情。前几天晚饭后，他与老
伴来到汉江边散步。走了一小段，
张先生突感胸前区疼痛不适，浑身
大汗淋漓，他以为冠心病发作，当即
含服随身携带的硝酸甘油片，并转
身往家走。没想到走出不足百余
步，突然晕倒在地。急救人员赶紧
将他送到武汉市第四医院。

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血压仅
为 70/50 毫米汞柱，心电图和心肌
酶检查也没有发现异常，排除了急
性心肌梗死。了解到他站着含服硝
酸甘油，且服药后运动，医生判断他
是服药不当引起的体位性低血压及
晕厥。

武汉市第四医院心内科主任李
论介绍，硝酸甘油是一种血管扩张
剂，通过扩张冠状动脉和静脉血管，
降低心肌耗氧量，增加心肌供血，缓
解心绞痛。它对其他躯干、四肢血
管也有扩张作用，能降低血压。站
着服药时大脑可能供血不足，加上
服药后运动，需要更多血液供应下
肢，进一步减少大脑供血，引发低血
压及晕厥。

李论还提醒，严重贫血、青光
眼、脑出血和对硝酸甘油过敏的患
者禁用硝酸甘油。

□ 黎昌政

硝酸甘油服后姿势不对
有晕厥风险

专家提醒：

美 媒

研究证实大蒜促进健康
有助预防癌症

孩子的人生开端对未来成长影响深远，专家提醒家长——

不要缺席0-3岁儿童的早期发展

本报讯（见习记者 龚键荣
通讯员 杨远帆）每周四，由古田
县计生协会组织的农村儿童早期
发展服务队都会走进乡镇，面向
0-3岁儿童家长（含孕妇）开展科
学育儿知识讲座、亲子互动辅导
示范活动等公益课程。医学专家
与家庭教育专家均表示，0-3岁
是儿童成长的关键期，需要家长
给予综合干预与教育，开展此类
活动就是为了唤起家长对0-3岁
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视，普及科学
育儿方法。

古田县开展的农村儿童早期发展培训班亲子互动辅导示范现场。
（古田县计生协会供图）

7月 26日，鹤塘镇、卓洋乡农村儿
童早期发展培训班分别开班，共吸引
了近百名 0-3 岁儿童的家长前来学
习。古田县妇幼保健院的儿童保健科
医生为家长们介绍了 0-3岁儿童常见
病的防治知识；古田县绿洲公益家长
学校家庭教育指导师则带来讲座《儿
童早期亲子阅读》、亲子绘本示范课

《像爸爸一样》。
课堂上，不少家长首次接触到“早

期发展”概念，他们都有一个疑问，这
与大众更为熟悉的“早期教育”有什么
区别？

“‘早期发展’的范围要大于‘早期教
育’，它关注的不仅是儿童智力发育，还
包括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卫生、营养、心
理等方面。”古田县学校家庭教育研究与
指导中心专职教师卢柳清长期关注儿童
早期发展，她也是古田县农村儿童早期
发展服务队的专家成员。

卢柳清表示，0-3岁是儿童发展的
关键阶段，如果家长能在孩子的营养、
认知、语言、运动、情感等方面进行综
合干预，对于孩子未来的人生发展大

有助益。
据古田县计生协会常务副会长陈

文灿介绍，省计生协会在 5月出台《福
建省计划生育协会儿童早期发展项目
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在全省推进儿童
早期发展项目，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
提升家庭发展能力。

由省里统一编印的《0-3岁儿童早
期发展指导——育儿宝典》是本次行动
计划的推荐教材。参与编写的福建医
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儿科主任陈燕惠
指出，0-3 岁儿童可分为十三个年龄
段，从宝宝的发展、养护、疾病的防范、
异常行为的识别、亲子互动等五大方
面，对各阶段宝宝成长给予教育与干
预。

例如，针对 10-12月宝宝的发展，
家长不仅要关注宝宝的体重、身长、头
围是否在标准范围，强化对宝宝疾病的
预防，还要细心观察宝宝是不是能够正
确地叫“爸爸”“妈妈”、会摇头表示

“不”、喜欢乱涂画婴儿书、会扶着走，假
如适龄宝宝还不能掌握这些小技能，就
要及时咨询医生。

要重视儿童的综合性发展

父母的陪伴难以取代

福安开展急救科普活动
闽东医院生殖医学门诊开诊

医护人员教授急救动作

以“人人学急
救 急救为人人”为
主题，由市红十字
会、市卫计委和市
总工会联合举办的

“2018 年宁德市红
十字应急救护技能
大赛”日前落幕。
这次大赛共有来自
我市各县（市、区）
的 4 支 代 表 队 参
赛，比赛内容包括
理论知识问答、成
人心肺复苏操作、
左前臂出血现场包
扎、模拟场景等，参
赛队员均为非医学
类且取得红十字救
护员证书的红十字
志愿者。图为比赛
现场。
通讯员 朱珠 摄

人人学急救 急救为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