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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气温下降，气候仍旧
以阴雨天气为主，雨量中等，
大家要注意防潮防湿防霉。人
民医院的门诊量变化不大，最
高达到近 6000号。总的疾病
病种与上周差不多，因天气闷
热、潮湿，常导致头痛头晕、
心里不舒服等类似中暑症状；
另外皮肤疾病的发生率也增加
不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呈
上升趋势，过敏性疾病如鼻炎
等的发生也较高，消化系统疾

病的就诊率不少。暑假开始，
眼科和口腔科多了不少学生，
这都是趁休息时间来矫正或治
疗的。皮肤病、肠胃不适等疾
病的发生率提高。肠道传染病
的发病情况正常。

夏天天气炎热，多雨湿
重，影响人的胃口。所以，晚
餐的饮食应尽量以清淡、易消
化和吸收的食物为主，少食生
冷及煎炸食物。生冷的食物容
易引起腹泻及胃痛，尤其是刚

从冰箱里取出的食物，宜在室温
下放置一段时间再食用；煎炸的
食物比较香，但是油腻，不易消
化，而且炎热天气食用常会引起
咽喉疼痛、口腔发炎等。

病房住院有缓解，但个别科

室还要预约住院。其他小儿科、
外科、妇产科、骨科的住院人数
均较多。

（郑军辉）

一周病情报告

潮湿和闷热是梅雨季节的
两大特点，由此会带来许多
弊病。如食品会发霉、物品
会发霉，而身体也会有种种
不适，如脚气、皮炎、湿疹
等皮肤病会作祟；脾胃不好
的会复发；呼吸道和心功能
亦会受影响。

梅雨季，雨会连绵不断的
下，哮喘、过敏性鼻炎、慢性

支气管炎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患者容易旧病复发。而湿疹、
夏季皮炎、虫咬皮炎等皮肤病
的发生率也显著上升。因为
闷热、潮湿的天气容易滋生
细菌，空气中过敏原较多，
加上气压低，有时还要用空
调，抵抗力差的人很容易发生
感冒，严重的产生哮喘和支气
管炎。梅雨天的细菌也容易在

食物中繁殖，一些老年人往往把
过夜的或不新鲜的食物加热后食
用，殊不知，对于细菌分泌的毒
素有许多是高温也无济于事的。
梅雨季节空气湿度大，血管容易
发生收缩，从而诱发心脑血管疾
病。

针对上述情况，在梅雨季节
要做好防病措施。虽然天气闷
热，但要谨慎使用空调，避免受
凉；要避免接触过敏原，房间要
通风换气，防止物品发霉。有心
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要监测血压，
及时发现血压的异常波动，并遵
照医嘱按时服药；要注意劳逸结
合，多饮水，同时注意睡眠充足
和饮食卫生，一旦发生食物变
质，坚决不能食用。

（郑军辉）

梅雨季节的防病措施

口腔溃疡患者的保健
最近在诊疗过程中发现很

多病人都来看口腔溃疡，因为
具有复发性的特点，而且发生
时疼痛非常明显，影响进食，
所以很多老病号往往都直奔主
题，连配什么药都一清二楚，
所谓“久病成良医”。

为了减少口腔溃疡时的痛
苦，那么做好口腔溃疡的预防
保健就显得比较重要，主要要
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口腔溃疡患者需注意口腔
卫生，每次进食后，可用盐开
水、生理盐水漱口，也可用药
物漱口液，防止因食物残渣加
重继发感染。此外，建立良好
的饮食习惯也非常关键。

首先，要减少对溃疡面的
刺激，尽量少吃刺激性调味
品，如辣椒、醋、姜、葱、八
角等。这些食物不但会诱发疼

痛，还会刺激溃疡面，使其进
一步扩大。

其次，减少对溃疡的摩
擦，因此要少吃油煎食物和其
他太过粗糙坚硬的食物，如炸
排骨、炸鸡腿、坚果之类。

再次要讲究营养，均衡饮
食，除每天食用鱼、肉等荤菜
外，还必须多吃新鲜蔬菜、瓜
果，尤其是富含维生素C的食
物，如橙子等。这类食物虽然
入口时会刺激创面造成一定的
疼痛，但对加速溃疡面的愈合
非常有好处。

第四，多吃一些容易消化
的食物，如豆制品、鸡蛋等，
减少进食的“痛苦”。

第五，别吃过烫的食物，
开水或滚烫的汤并不能杀灭溃
疡面的细菌，反而会造成刺
激。因此，待食物冷却到室温

后再进食是最好的选择。在溃
疡发作期还要注意少食多餐，
千万不要因为怕痛而少吃甚至
不吃。

如果溃疡面积太大，影响
进食，在敷药的同时，可以吃
些松软、易消化和流质的食
物。比如加肉熬烂的粥、新鲜
果汁、蔬菜汁等。

（陶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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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我家孩子怎么老有
不好的习惯？”“医生，我家宝宝
的包皮是否正常？”又是一年暑
假来临，近日，不少年轻爸妈们
带着儿子、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开
始往医院跑，询问是否需要做包
皮手术。

暑假刚到，市人民医院泌尿
外科每天都有扎堆前来割包皮的
患儿，门诊和住院部每天割包皮
手术量平均达到15-20台。

那么，到底哪些孩子需要割
包皮？几岁割最好？割包皮手术需
要做哪些准备？割了之后如何护
理？……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医生

张帆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一解答。

割包皮也要因人而异
并非越早越好

割包皮是包皮环切术的俗
称，指将阴茎上面的多余包皮进
行切除，使阴茎头外露出来，是
治疗包茎、包皮过长及防止其并
发症的有效治疗方法。

张医生告诉记者，其实并非
所有的男包都需要割，发生包茎
（非生理性包茎）、包皮过长反复
感染、包皮肿瘤等情况的孩子才
必须割包皮。常见的症状有发生
包皮炎、排尿难、排尿痛、排尿
时前面有鼓包等这些病理性症状

时，医生才主张“一割了之”。
同时割包皮也存在一些禁忌，

像是包皮炎症急性期、阴茎先天发
育异常、对包皮手术有心理障碍的
孩童或有其他比如凝血功能异常等
问题的孩子，就不适合割包皮。张
医生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到医院找
专业医师就诊后决定孩子是否行包
皮环切手术。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男孩子在
很小的时候就要割包皮，甚至一出
生就割。但张医生建议，其实家长
也不用过于着急，这并非越早割越
好。“根据患儿的包皮情况，一般
我们建议在 5-7岁及以上进行手
术，年龄过小的孩子不建议进行手
术，一方面是心理生理上容易产生
恐惧，做手术会有一些不便，另一

方面因为有时小朋友的生理性包茎
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改变，从而
不需要手术。

手术5-10分钟即可完成
准备和护理需要注意这些

虽然这个小手术“想想就
疼”，但对于手起刀落的外科医生
来说，包皮环切术是最简单的一级
手术，通过包皮吻合器，5-10分
钟就能完成。张医生说：“成人或
大小孩一般是在医院门诊部的小手
术室进行，术后即可回家，无需住
院治疗。若是 10 岁以下的孩童，
自我约束能力较差，建议住院手术
治疗，术后1-2天出院。”

虽然手术简单，但因为面对的
是年龄尚小的儿童，也时常会出现
孩子哭闹不止的情况，因此张医生
提醒家长，在术前应和孩子提前沟
通，征得孩子的同意，避免对手术
出现恐惧。“强扭的瓜不甜，如果
强硬拉着孩子来手术，效果则会适
得其反，有时甚至给孩子带来不好
的心理影响。”

在术后，要注意做好卫生清
洁，保持切口的干燥清洁，不要做
剧烈的运动，避免擦伤切口；包皮
粘连严重的患儿往往术后渗出明
显，可以用反扣的一次性纸杯遮挡
伤口或者穿专门的术后护理裤；不
要用热水清洗切口，对于那些渗出
和水肿严重的，必要时可外用药物
缓解症状。

一周超百台
男宝暑假扎堆割包皮
你家宝宝要不要割，听听医生怎么说

如何办理
公积金大病提取

王先生：公积金是否有一个大病提取的
政策？小孩生病了可以提取吗？大病提取需
要符合哪些条件？

答：在公积金政策规定的病种内才可
以进行大病提取，可以包括本人、配偶、
子女、父母。提取的资料有：盖有特殊病
种专用章的医保本，经过医保中心报销过
的看病的发票，本人和小孩的关系证明，
本人的身份证原件、银行卡。提取公积金
的额度不超过提供的看病发票里金额的总
额。

公积金缴存
全公司是否需要一致

蒋女士：我们是杭州湾新区的企业，请
问办理公积金开户所有员工的缴存基数及缴
存比例都需要一致吗？可以一部分员工多缴
点一部分员工少缴点吗？杭州湾新区的公积
金开户现在一定要到慈溪公积金窗口办理
吗？

答：同一家单位公积金缴存比例必须要
一致，缴存基数可以不同，是按照职工的上
年度月平均工资定的公积金缴存基数。目前
公积金缴存比例为 5%到 12%，缴存基数为
2010元到24420元。杭州湾新区目前暂无公
积金中心分点，办理单位开户需要前来慈溪
公积金中心窗口办理。

如何提取公积金
给妻子还房贷

沈先生：我在慈溪缴纳公积金，以我妻
子名义买了房子，她申请了纯商业贷款，想
要提取我的公积金还贷，请问有什么条件？
需要什么资料？

答：夫妻之间作为共同还款人，可以还
贷提取。携带原件：身份证、结婚证、银行
卡、贷款合同、购房合同、前 12个月还款
流水明细（银行盖章），在贷款放贷月来提
取，一年提取一次。

（以上信息由慈溪81890工作人员提供
答复）

养老官网：http：//www.gongheyuan.com
养老地址：慈溪市古塘街道清源路75号

（会展中心西大门往西200米）
公交路线：15路/273路：家电会展中心站

3路/230路：家电会展中心南站
5路：界牌新村（东界牌桥）站

本机构招聘岗位：护士、护理员、切
配工，详情请电询0574-63873006。

选保姆还是送恭和苑？体验后再选择！

乐成养老——恭和苑周年庆邀您免费体验品质养老生活

◆“医养结合，康复养老”

慈溪恭和苑内设医疗/养护部门，毗邻古

塘街道城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保定点），搭建

24 小时紧急急救体系及院内长辈就诊绿色通

道。

◆“专业护理、品质服务”

慈溪恭和苑的护理人员均经过正规培训上

岗，据评估等级为您提供个性化照护服务。

◆“社工服务、接轨国际”

引入专业“社工”服务理念，为在院长辈创

建丰富社交娱乐活动。

◆“高端品质、信赖之选”

慈溪恭和苑是宁波市“医养结合”试点养老

机构，隶属乐成集团，是全国直营的连锁健康养

老服务品牌，为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以养为主

的健康养老专业服务；公司以“创造人人向往的

老年生活”为发展愿景，替子女尽孝道，给长辈

品质晚年生活。

养老入住咨询

0574-63202999
400-8187000

周年庆特惠活动通知（7-8月）：

1. 75岁以上长者可享受五天四晚免费体

验，为您开启新的养老生活

2.天气炎热不害怕，恭和专车护送您回家

3.周年庆期间办理长住，可享受折扣优惠

详情请电询

扫码关注“慈溪养老”客服号
实时解答您的养老问题

近日，逛街路过一商店，看
到模特身上及店门上写着许多吸
引眼球的广告，“因房租到期，
无奈挥泪大甩卖”，“史上最低
价”，“最后一天，抓紧抢购
吧”……促销还扯上了“马云爸
爸”，但还是无人问津。

■拍拍小友 林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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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葛雯莹
通讯员 孙武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