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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过大年 莫忘预防“病从口入”
荆门晚报记者 周剑南 通讯员 李静
今天，是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 节日
期间，走亲访友不可少，大肉大鱼不可缺。
按照咱大荆门的风俗，正月十五之前都是
“
年”。 每天都美酒佳肴伺候着，每天亲友
团聚，其乐融融，这样的日子夫复何求？！
不过，市疾控中心专家提示，开心过大年，
美酒美食不可辜负， 亲情友情要巩固，但
更要防止“病从口入”，因为过一个健康、
祥和的年才会让我们有更好的身体更好
的心情为幸福去奋斗。

胡吃海喝易致消化道 “受伤 ”

网友常调侃，每逢佳节胖三斤。 过完
节，市民每个人的体重都会或多或少的上
升。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食物品种包
罗万象，到了春节时，食物种类更是花样

百出，平时不常见的特色食品也开始见诸
餐桌。 人们一饱口福的同时，也常常会吃
出病来。 这其中，最容易
“病从口入”的疾
病当数消化道疾病了。 每年的春节，我市
各大医院接到的急诊患者就是以消化不
良和腹泻的肠胃疾病最为常见。 专家介
绍，这类现象出现的原因不仅出在饮食本
身。 更多的是节假日期间，很多人一起聚
会聚餐，一日三餐不规律，休息时间也得
不到保障，这些都会使身体亮红灯。 值得
注意的是， 由于暴饮暴食及饮酒等因素，
春节期间急性胰腺炎的发病率也是明显
增加。急性胰腺炎控制不好，致死率较高，
更要引起警惕。
专家提醒，节日期间，市民要尽量食

日，市红十字中心血站第三届一次职代会
在站会议室隆重召开。 站领导班子、职工
代表等 15 人参加了此次大会。
会上站长胡昌松作了 《2018 年度工
作报告》。报告全面总结了 2018 年血站各
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 明确了 2019 年工
作思路，报告还指出，2019 年要围绕“抓
宣传、保供应、强质量、促发展”的 12 字方
针，不断加强血液管理，提升服务能力，完

善质量体系，扎实从基础工作做起，实现
血站总体稳中向上的发展态势。
会议听取审议了 《2018 年度工会工
作报告》《财务预决算报告》及 2018 年度
工会经费使用情况， 并选举出了新一届
女工委员及财经审查委员。 会上代表们
认真履行职责，畅所欲言，分别就血站文
化、人才引进、无偿献血宣传等工作各抒
己见，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宝贵的
意见。

市疾控中心新春新举措

本年度开展“知识分子讲业务“活动，以建
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中心干部
队伍能力建设。
活动拟从 2 月中旬开始，讲业务人员

由部分中层干部，硕士研究生及以上专业
人员组成。 学习时间为每天下午。 中心希
望通过此项活动，为中心干部职工搭建学
习交流、锻炼自我的平台，营造浓厚的学
习氛围， 不断提高干部职工的履职能力，
提升中心服务品质。

特色中医让卧床不起的夫妇站起来
几年前， 武汉市民王师傅突遭车祸，
造成胸腰部压缩性骨折瘫痪在床； 后来，
王师傅患上创伤性骨髓炎，疼痛让他彻夜
难眠。 2016 年，王师傅的妻子黄女士因过
度劳累，腰椎盘突出伴随骨质增生，导致
椎管狭窄，腿部疼痛难忍，也卧床不起。 此
时，他们的女儿馨悦正在上高三。 面对轰
然倒下的双亲， 馨悦不顾亲友的劝导，毅
然休学，带着父母四处看病。 可钱花了不
少，却没有什么效果。 最后，在网友和热心
街坊的推荐下，馨悦找到了春林医院。
“湖北春林医院”总部在钟祥，由钟祥
市中医世家第六代传人肖春林创建于
1995 年，2012 年开设了武汉春林医院，
2017 年又开设了荆门春林中医院， 多年
来，治愈腰椎间盘突出及骨质增生患者 4
万余例。
馨悦搀扶着拄着拐杖的母亲来到春
林医院。 肖春林院长为黄女士做了检查
后，让她先进行中药去湿理疗熏蒸，并为
她开出独家治疗腰椎的中药煎服。 一个月
后， 馨悦惊喜地发现妈妈竟能够站直腰
身，拄着拐杖慢慢向前走几步了。 黄女士
出版：荆门晚报健康事业部

也很激动，当即决定带丈夫去治疗。 王师
傅来到春林医院后，肖院长细心清理了他
的创面， 随后采取“中西医化腐生髓疗
法”， 敷上用一百多味中药调制而成的膏
药，还给他开具了中药煎服。
王师傅在服药一个疗程后，奇迹发生
了：他能够自主翻身了。 黄女士母女看到
这一幕，激动得直抹泪。 奇迹在不断发生，
第二个疗程结束后，黄女士可以扔掉拐杖
下地行走。 又过了几个月，王师傅终于站
了起来。 那一刻，一家三口抱在一起，流下
（
）
喜悦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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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
“脚下留情” 共创文明城

荆门晚报讯 （记者周剑南 通讯员李
静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路指示为健康。

“知识分子讲业务”提升履职能力
荆门晚报讯 （记者周剑南 通讯员李
静 ）新春伊始，市疾控中心下发通知，拟在

慢性病患者更要 “忌口 ”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老龄化， 慢性病
患者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给人的印象就
是， 中老年人群总是或多或少有那么一
种或几种慢性病得上身。 春节期间，慢性
病病人尤其是高血压、 糖尿病和心脑血

管疾病患者节日饮食更要有所节制。 除
了按时服用常用的药品之外， 更要遵循
以下饮食养生原则： 食物多样， 谷类为
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不
要过多摄入食盐及高脂、高蛋白食物；减
少烹调油用量；食不过量，适量运动，保
持健康体重；合理选择饮料，每天足量饮
水，最好不要饮酒。
专家特别提示，人体疲倦时，免疫力
就会下降。所以市民在节日期间注意饮食
的同时，更要合理作息，不可天天“搓麻”
到三更，也不可久坐不动。不妨三五亲友，
上上公园、绿地走走，散散步，既可“消
食”，又可锻炼身体。 毕竟“管住嘴，迈开
腿”是防制慢性病不二法则。

东山景区健康步道标示牌损坏严重

市红十字会中心血站职代会召开
荆门晚报讯 （ 通讯员张纯 ）1 月 31

用熟食，少吃生冷食物，特别注意不要食
用生的或半生的海水产品；食品加工过程
中要做到生熟分开；尽量饮用开水，不饮
用水质不明的水；注意饮食平衡，少吃油
腻食品，搭配水果蔬菜，饮食尽量清淡；切
忌胡吃海喝、暴饮暴食，花生、瓜子、点心
等零食浅尝辄止，吃得太多，不但给肠胃
增加额外负担，还会导致节日肥胖并增加
发生心血管疾病的危险。

正值全市大力创建文明城市之际， 春节
前夕， 荆门晚报记者来到东山景区健康
步道行走，却发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
记者在行走中发现， 健康步道两边
的起点标志、计步标志、健康提示牌等
提示标志，有的东倒西歪、有的字迹残
缺不全、有的留下明显脚踢的痕迹， 让
人感觉走在一条很久不用的古道上。 附
近居住的市民张先生每天都来此地锻
炼，他对此感受最深。“以前刚开始时很
漂亮，过去了这么几年，就成这样子了。
主要是有人喜欢用脚踢造成的。 市民的
素质真该有所提高了。 ”他无奈地摇摇
头。
说起健康步道的现状， 建设单位也
是一脸委屈。 据步道的建设单位市疾控
中心介绍， 东山景区健康步道建成于
2015 年底，全长 3600 米，是该中心根据
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开展健康支持性环境
建设的通知要求， 为提高市民的健康生

活质量修建的第一条完全符合国家规范
的健康步道。 支持性环境建设也是国家
卫生城市创建的一项重要内容。 步道当
时投资 7 万余元， 步道建成后屡屡遭受
人为破坏。 后虽经市爱卫办追加了 3 万
余元经费进行维修，但屡修屡坏，无法可
想。
为此，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健
康步道是公共设施， 是荆门作为国家卫
生城市的要求， 同时也是一个考验城市
市民文明素质的载体。 目前我市正处于
文明城市创建的关键时期， 市民的素质
将直接关系到文明城市创建的成败。 请
广大市民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呵护
健康步道这些公共健康设施， 不随意损
坏这些设施， 为我市文明城市创建尽自
己的一份力量。
对这些损坏公共健康设施的不文明
行为，本报也将持续关注。 市民对如何加
强这些设施的管理，有哪些好的建议，可
发邮件至 58783607@qq.com， 我们将
选取好的建议发表。

荆门高新区·掇刀区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企业活动
荆门晚报讯 通讯员高卫

（
） 近日，荆
门高新区·掇刀区卫计局组织掇刀人民
医院、 掇刀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团队在辖区福力德厂区内为
企业员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宣
传、义诊和现场签约活动。
活动现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宣传讲
解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健康方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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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并为职工测血压、测血糖等健康检查
和指导。此次活动共签约 100 余人，发放
宣传资料 200 份， 健康检查和发放药箱
200 人。
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将以这次活动
为契机，努力扩大签约覆盖面，做实签约
服务， 争取让更多人享受到家庭医生签
约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邮箱：58783607@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