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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病情报告
本周气温下降，阳光好，外

出注意保暖。疫情形势有好转，
病例已得到控制，虽然波及省份
较多，但没有进一步发展，高中
风险地区在减少。我们仍要保持
高度警惕，尽量不出外旅行，配
合政府和医院做好防控。有需要
外出的一定要做好措施，并请勿
去中高风险地区。防控措施不能
松。由于降温，导致病人增多，
特别是急诊室，前来就诊的老年
人增加，且病情较严重。医院的

门诊病人亦有增加，病种稍有改
变，消化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
病及呼吸系统疾病增长较快。肠
道传染病的发病情况正常。

改变菌群生长的肠道环境，
有五个因素：年龄、饮食、抗生
素、遗传、生理机能。其中，最
主要是吃。吃高糖、高脂、高蛋
白的人和吃菜的人菌群比例完全
不一样。膳食纤维有利于维持肠
道菌群健康，可增强肠道屏障功
能，维持免疫系统健康。每天摄

入食物纤维的量以 20到 30克为
宜，相当于每天进食500克蔬菜
和水果。山药、海带、竹笋、白
果等是很好的选择，它们含有益
生元，有调节人体内肠道有益菌

群生长的功效。
病房住院变化不大，内科有

缓解，其他如外科、骨科、儿科
等均无需排队。

（郑军辉）

本栏目由 协办市人民医院

冬季更要警惕“慢阻肺”
今年“世界慢阻肺日”的主

题是“健康呼吸，无与伦比”。
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 11月第三
周的周三定为世界慢阻肺日，宗
旨是帮助人们提高对慢阻肺的认
识，改善慢阻肺诊断不足和治疗
不力的现状。

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看似
很微不足道，却其实很重要的细
节，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们每天的
生活，比如“呼吸”，如果连

“呼吸”这件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的事情也出现了问题，无法正常
进行，那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受到
很大影响。无论是搬起稍重些的

物品，还是行走稍远些的路程，
没有顺畅的呼吸来支撑，身体肯
定会吃不消。

慢阻肺，即为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是一类以持续气流受限为
特征的肺部疾病的总称，其本质
是慢性的气管、支气管以及肺组
织的慢性炎症性疾病。慢阻肺主
要是由于吸烟等原因引起气道狭
窄或肺气肿等结构改变，导致呼
吸气流受阻，感到呼吸费力或透
不上气，常伴有慢性咳嗽、咳
痰、气短及呼吸困难、喘息和胸
闷、食欲减退等症状。慢阻肺早
期发病时，多数患者仅有轻微咳

嗽、咳痰，晨起时明显；病情加
重时还可能出现非常严重的肺部
感染、呼吸衰竭等并发症，尤其
到冬春寒冷季节，慢阻肺患者稍
不注意就会诱发慢阻肺急性发
作。

诱发“慢阻肺”的危险因素
1.吸烟与被动吸烟。2.空气

污染。3.生物燃料烟雾。4.职业
粉尘和化学物质。

“慢阻肺”如何预防？
1.戒烟。戒烟是最有效、成

本效益最佳的降低发生慢阻肺风
险并延缓其进展的干预措施。

2.有效锻炼。加强锻炼，有
助于增强身体素质，提高机体免
疫力。

3.提高抵抗力，调节机体免
疫功能。接种流感疫苗，肺炎链
球菌疫苗等预防感冒及呼吸道的
反复感染。

4. 减少室内外空气污染。
降低大气污染，避免使用生物燃
料，改善室内居住条件。

小雪养生
小雪节气，人们感受孟

冬的凋零和初冬的湿冷。人
体也容易受到寒冷的空气影
响患上疾病或加重病情，因
此养生工作是重中之重。

气温降低，预防感冒。
虽然说感冒是因为病毒或者
是一些病原体引起的疾病，
但是受寒以及着凉是主要的
诱因，寒冷会导致人体的肺
部以及呼吸道功能出现降
低，这样很容易导致感冒。
感冒病毒在干燥的空气中间
可以生存很长时间，因此更
加容易传播。可以采取开窗
通风，室内加湿，注意保
暖，注意防止新冠肺炎，及
时接种疫苗等办法来预防感
冒及其相关并发症，同时防
护其他易发疾病如：心脑血
管疾病等。

早睡晚起，睡前泡脚。
小雪节气要增强体质、提高
机体免疫力和抗寒能力。首
先，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冬
季应该早睡晚起，如果超过

凌晨1点还不休息，人的免
疫力容易下降，加之小雪节
气后气温下降明显，太晚休
息更易生病。其次，每晚用
热水泡脚，用热水泡脚能刺
激足底穴位，或者抽空做做
暖脚操，增加腰腿部力量，
促进下肢血液循环，防止冻
伤，并能提高机体抗寒能
力。暖脚操要领是：选取双
足内踝骨部位的太溪穴按摩
36次 （左脚逆时针，右脚
顺时针），太溪穴滋补肾
阴；双足底部位的涌泉穴按
摩 36次 （左脚顺时针，右
脚逆时针），涌泉穴温补肾
阳。适合冬季收藏阳气滋补
阴精。

调整心态，常晒太阳。
我国传统的医学理论十分重
视阳光对人体健康的作用，
认为常晒太阳能助发人体的
阳气，特别是在冬季，由于
大自然处于“阴盛阳衰”状
态，而人应乎自然也不例
外，故冬天常晒太阳，更能

起到壮人阳气、温通经脉的作
用。

积极运动，强健体质。有
研究表明，平日里活动量少的
人，患感冒的几率比活动正常
的人要高出2~3倍。这是因为
户外活动时间少，呼吸不到新
鲜空气，缺乏阳光照射，会致
使身体血液循环减慢，机体抗
病免疫力降低，再加上对室外
环境的不适应，所以很容易感
冒。要预防感冒就要走向大自
然，积极运动，强健体质。

合理饮食，省咸增苦。合
理的饮食，可以使人身体强
健、益寿延年，而饮食不当则
是导致疾病和早衰的重要原因
之一。冬天的饮食原则是省咸
增苦。冬天增食苦味食物，因
为苦能坚，能固肾以防外泄，
又能泻心火，种子和坚果是冬
季的“应时佳品”，如：核
桃、板栗、芝麻、黑豆、山
药、红薯、腰果等，此时还要
少食姜、算、鸡肉、韭菜等温
热之品。 （郑军辉）

本报讯 秋冬季干燥嘴唇
不舒服，很多小孩会下意识地
舔唇，结果却往往越舔越干，
越干越舔，形成一个恶性循
环，最后导致口唇周围皮肤
粗糙变厚，色素沉淀，看上
去就像长了一圈红色的“小胡
子”。

前不久，10 岁的东东就
遇上这样的烦恼。东东是个活
泼好动的小男孩，几天前，东
东妈发现儿子出现一个老用舌

头舔嘴唇的坏习惯，但知道儿
子嘴唇不痛不痒，就是有些发
干后，东东妈也就没当一回
事，劝说几次不见效后便不再
理会。

哪知道，没两天，东东唇
周处出现了红色的斑丘，并很
快蔓延到了整个下巴。看着儿
子一边喊着嘴唇干，一边不
停地将口水吐在手上，然后往
嘴唇上涂抹，东东妈意识到不
对劲，连忙带着儿子前往医院
检查。

“这是典型的舌舔皮炎，
是一种接触性皮炎，孩子舔得

越多，就越严重。”慈溪市皮
肤病医院皮肤科医生赖代权表
示，每年冬季因“舌舔皮炎”
来就诊的孩子不在少数，而且
大多是学龄儿童。

秋冬季干燥多风，孩子
的口唇及其周围的皮肤干燥
缺水，容易干裂，发生细菌
感染。再加上不少孩子控制
不住自己，经常用舌头去舔
嘴唇，会对嘴唇上皮细胞造
成刺激，从而引发炎症。赖
医生解释，“舌舔皮炎常见
的表现是口周出现红色小斑
疹、小丘疹、皲裂、脱屑等，

最后形成黑褐色的色素沉
着，边界很清楚，绕口周一
圈，呈环状形态。如果孩子舌
舔偏向一侧，口周的红疹就向
该侧扩展，好像长了尾巴一
样。”

“如果发现孩子出现频繁
舔唇动作，家长一定要留心，
及时进行干预。”赖医生提醒
家长，如果孩子口周出现干
燥、色素沉着等表现，可以
多吃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及
时补充水分和维生素 B2、维
生素C。尽量避免像酱油、橘
子汁、醋等汁液沾到嘴唇刺激

皮肤。同时，家长也要及时纠正
孩子咬嘴唇、舔嘴唇等不良习
惯。

此外，要做好唇周防护和保
湿滋润。可以给孩子一款安全、
含凡士林的润唇膏，外出时，给
孩子戴上口罩，尽量减少风吹日
晒对唇周的刺激。对于炎症严重
的孩子，家长要及时带其前往正
规的医院进行诊治。

需要提醒的是舌舔皮炎容易
复发，家长要遵医嘱正确用药，
不能因为药物含激素而自行减少
使用时间，也不能因为作用显著
而长时间多剂量涂抹。

孩子老是舔嘴唇家长们要当心
有可能是舌舔皮炎

本是一墙之隔的邻居，互
帮互助和睦相处，然而为了一
堵墙，两家人却起了纠纷、剑
拔弩张。近日，桥头镇矛调中
心就调处化解了这样一桩上访
事件。

一堵围墙起纠纷
互不退让陷僵局
事情要从6月22日早上说

起，家住五丰村的张老太太起
床后，看到邻居叶某家的二楼

正在砌围墙。“你们这是违章
建筑，这样会影响到我们家的
通风和采光的。”随后，张老
太太便到叶某家的二楼，将其
在建的围墙推倒，叶某看到
后，双方很快起了争执并发生
了肢体接触。

张老太太回家后感到胸
闷，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胸部肋
骨骨折，家人认为是叶某的责
任应当进行赔偿。两家的摩擦
迅速激化并报警，民警因此事
立案条件不够充分未予以立
案，而此时双方正处于气头上，
都不愿意协商进而引发上访。

镇矛调中心通过联排联调

机制了解到此事，在网格长多
次协调后双方要求仍然有着较
大差距，立即组织调解员在网
格长的陪同下上门走访，秉持
着依据事实讲道理、邻里和谐
共包容的原则深入了解当时的
情况并试着劝说化解，然而双
方矛盾已经较深，心中都憋着
一口气，谁也不愿意退让，调
解陷入了僵局。

热心亲戚来牵线
化解纠纷迎转机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细心的网格长发现张老太太的

一位亲戚正巧从杭州到本地做
客，曾经也是本村村民，知其
处事公道便将此事告知，对方
认为邻居之间哪有什么隔夜
仇，把事情说开了各自退让一
步也就解决了，因此积极帮忙
牵线搭桥做思想工作，以便再
组织一场调解。有个热心公道
的亲戚到来，为本次邻里纠纷
的解决带来了转机。

11月1日下午，张老太太
家人在这位亲戚的陪同下与叶
某来到桥头司法所，调解员华
金晶联合派出所民警、网格长
化身“老娘舅”在听取双方各
自陈述与意见后做起了双方的

思想工作，让张老太太家属明
白，老太太闯入他人房屋并进行
破坏的行为本身是有错在先的，
接着也指出叶某一家在此次事件
中存在未及时向邻居告知建房情
况并取得同意的过失。

双方对此均表示认可，张某
家属率先做出退让，希望叶某能
够在人道主义上对老太太进行部
分补偿。随后，“老娘舅们”在
为叶某分析利弊的基础上动之以
情，希望叶某为日后的邻里关系
多加考虑，最后，叶某也表示愿
意让步补偿部分医药费，双方在

“老娘舅们”的见证下顺利签署
了和解书，事件得到圆满解决。

邻里围墙起纷争
说理道情化干戈

周末，一对母女正在湿地
公园小憩。母亲在低头玩手
机，一旁的女儿在玩儿童相
机，母女俩目不转睛看得津津
有味。

■摄影 通讯员 陈吉生

大事小事 不文明行为
欢迎@慈溪日报或在慈晓·慈圈发帖

微播报

■杨昀 整理

各有所爱

■全媒体记者 冯梦苓
通讯员 胡则勋

■全媒体记者 龚益
通讯员 华金晶

本报讯 “自从下载了慈
晓客户端，我平时空闲时候都
会登录看看资讯，积分商城的
福利还特别多，吃喝玩乐一应
俱全，可兑换的东西吸引力
都特别大。”前天下午，市民
俞女士说起慈晓客户端积分
商城的兑换活动，点赞连
连，“这次我兑换了吾悦的畅
玩券，打算和朋友一起去嗨一
下！”

不爱嗨玩的用户也别走
开，这不，下一波养生老白茶
抢兑马上就安排！明天上午 9
点半，慈晓客户端积分商城将
上线老白茶福利——价值 44
元的传成 9326上班别忘袋体
验装一盒，感兴趣的用户记得
蹲点关注。

这次的福利由慈溪市浒山
传成茶叶店提供，店内主要售
卖福建清铧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传成老树白茶”“金不让秘
制红茶”“大善岩茶”“妃嫦好老
陈皮”等产品，产品坚持唯一性
的品质标准化，做到“一盒一码
可追溯”，每款产品均由“中国
农业科学院茶样研究所”权威检
测。为用户准备的传成 9326上
班别忘袋是味甘泽而香馥郁的白
茶，手工揉捻没绿茶之苦，无红
茶之涩，性和不寒，久焖不苦，
秋冬季泡上一杯暖暖的老白茶，
不但可以暖身体，还可以起到防
病的作用。

同时，慈晓客户端积分商城
正继续加大与各类商家的合作力
度，不断丰
富积分使用
场景。想知
道接下来还
有 什 么 福
利？快来呼
朋唤友下载
慈晓客户端
吧！

积分商城送福利
老树白茶免费喝

（扫一扫抢兑福利）

慈晓客户端“慈
圈”圈友广纳闲言：
一个有艺术气息的茄
子。

（11 月 21 日 15
时58分）

慈晓客户端“慈
圈”圈友悠然：冬日
暖阳，奶奶推着婴儿
车散步，老带小，中
国传统。

（11 月 24 日 9
时35分）

慈晓客户端“慈
圈”圈友落花听雨：
阳光与月亮，今天早
上6点40分摄。

（11 月 24 日 7
时01分）

慈晓客户端“慈
圈”圈友悠然：霜
花，拍摄于西二环路
上。

（11 月 24 日 8
时44分）

■全媒体记者 杨昀 曾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