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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厕烘手

不如纸擦

生气时照照镜子 给自己“灭火”

热线预告

明天 14 时至 15 时，贵州省知名

脊柱外科专家、贵州省骨科医院副院

长、主任医师、博士罗春山，将值守本

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针对如何

防治颈椎病的话题，与广大读者进行

交流。 此次健康热线，本报将招募 2

名患者，来现场与专家面对面互动交

流。 报名电话：15885017798。

据了解， 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

征，是颈椎骨关节炎、增生性颈椎炎、

颈神经根综合征、颈椎间盘脱出症的

总称，属于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

的疾患。 一旦患病，依据个体差异不

同，可表现为颈背疼痛、上肢无力、手

指发麻、下肢乏力、行走困难、头晕、

恶心、呕吐，甚至视物模糊、心动过速

及吞咽困难等多种病症。

颈椎病是中、 老年人常见病、多

发病之一， 但近年来有年轻化的趋

势。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长时间操作

电脑的办公室一族以及喜欢躺在床

上看电视、看书的人已成为该病的高

危人群。 那引起颈椎病的原因有哪

些？ 在患病早期如何自查？ 平时有哪

些缓解颈椎病的理疗手法？目前治疗

颈椎病有哪些较为科学有效的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颈椎病？针对

此类问题，明天 14 时至 15 时，读者

可拨打电话 0851-85811234 与专家

交流。

明天，本报“健康热线” ———

知名脊柱专家

详说颈椎之伤

读者可拨打 85811234

与专家交流；招募两名患者，

报名电话：15885017798

在公共厕所使用烘手机， 不知

不觉间可能就会让细菌散播开来，

其他人手上的细菌也可能飞溅到自

己身上。 在公共厕所用纸擦手更干

净， 因为大多细菌都因此被蹭到卫

生纸上。与各种烘手机相比，用纸巾

擦干是手部（尤其是指尖）除菌的

最好办法。另外，很多人洗手都只是

简单冲洗手心、手背，而且不用洗手

液或香皂， 但是每次洗手至少要洗

20秒以上才能有效。同时，建议大家

采用“六步洗手法” 。 《科技日报》

人难免有激动、 愤怒的时候，

憋着火气害人又害己，最好的办法

是尽快“灭火” 。 我们身边就有触

手可及的“灭火器” 。

镜子 照照镜子，看着自己生

气的样子，你可能会笑出声来。

水杯 不舒心的时候，多拿杯

子接水喝，大口大口地饮水能转移

注意力、缓和情绪。 有条件的可以

冲一杯豆浆，用甜味的东西来安抚

自己。

纸笔 越想越来气的时候，不

妨拿出纸笔， 在上面随意涂鸦，这

对情绪的发泄很有帮助。愿意写文

字的人，也可以把自己此时的感受

与想法毫无保留地写出来。

手机 怒火憋不住的时候，赶

紧拿起手机给好友打个电话，或者

发个信息，这可以迅速发泄委屈和

愤怒。尽量选择善于聆听又比较理

性的朋友。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余小倩

健康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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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违规医疗

请与本报联系

就医时发现自身权益受到损

害，想投诉不知道渠道？ 看这里！ 贵

阳晚报 “医疗行业新闻监督热线”

开通。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违规医疗，

请告诉贵阳晚报，我们将和医疗主管

部门一起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新闻监督热线：0851-85870512。

随着 “医疗行业新闻监督热

线” 的开通，《贵阳晚报》将一如既

往地担起媒体的监督作用。

同时， 本报长期向广大读者征

集线索，联系相关职能部门，剑指医

疗服务领域中的违规行为； 我们将

依托全媒体力量，让陷阱曝光现形，

让违规医疗行为无处躲藏。

4月 22日上午 9时， 贵阳晚报

健康团第 18 站活动将带您走进喜

来登酒店， 与来自贵阳爱尔眼科医

院的龚力力和陈晓钟两位院长，共

话《关注眼健康，明眸“晶” 传递》

为主题的大型中老年眼健康专题讲

座。届时，参加此次活动的患者还有

机会参与现场义诊。

据了解， 此次活动专家将针对

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等中老年人

常见眼病进行详细全面的讲解。 而

参与此次活动的前 150 名患者，不

仅可免费享受专业眼科基础检查，

而且还能领到眼部基础检查卡三张

及精美礼品一份。

此外， 凡在此次活动中持有眼

健康检查卡者， 均可于 4月 22日至

5月 31日期间， 到贵阳爱尔眼科医

院免费享受视力检查、非接触式眼压

检查、裂隙灯检查等专业眼科基础检

查。 有意参加者，可直接到贵阳爱尔

眼科医院（南明区市南路 101号），

或拨打 400-6303-120进行报名。

龚力力院长， 贵阳爱尔眼科医

院院长、主任医师、高级工商管理硕

士、 中华医学会贵阳市眼科分会副

主委。 从事眼科诊疗、 研究工作 30

余年。 1993年在美国专修白内障超

声乳化手术和近视矫治手术， 学成

归来先后为八万余名白内障患者成

功地施行了超声乳化复明手术，为

数万名近视患者进行了近视矫治手

术， 是中国最早运用超声乳化技术

治疗白内障的眼科专家之一。

她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白内障

超声乳化吸除人工晶体植入术》教

导光盘与《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人

工晶体植入术》一书。曾获得美国白

内障屈光手术协会授予的《AS-

CRS》特别荣誉奖、越南卫生部长颁

发的特别贡献奖、2015 年被评为贵

州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个

人、2016年荣获贵州省“百优名医”

等奖项。 先后担任贵阳市眼科学会

副主任委员、省眼科学会委员、美国

白内障屈光协会会员等职务。

陈晓钟， 贵阳爱尔眼科医院主

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省

医师学会常务理事， 先后担任省眼

科学会副主任委员、 贵阳市眼科学

会主任委员、 全军眼科专业委员会

委员、 欧洲屈光———白内障协会会

员， 获军队科技进步奖及医疗成果

奖四项、 国家专利多项，2007 年的

中国“十大健康卫士” 及贵州省扶

贫先进个人、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从事眼科诊疗与研究 30 余年，擅长

眼外伤、复杂性白内障、玻璃体视网

膜、屈光不正、眼部整形等各种疑难

病症的手术与诊治， 先后为数万名

白内障患者成功施行了复明手术，

是中国开展 ICL手术最多的手术医

师之一。 （本报记者 王杰）

4月 22 日，贵阳晚报健康团带您走进喜来登酒店，贵阳爱尔眼科医院———

两位院长齐上阵 为您详说眼健康

当天， 参与活动的前 150 名患者可免费享受专业眼科基础检查并获精美礼品；

报名咨询电话：400-6303-120

肺炎球菌疫苗贵阳全面开始接种

一位家长早早就带孩子

来接种肺炎球菌疫苗

专家在现场解答肺炎球

菌疫苗的接种事项

肺炎球菌疾病是导致全球 5 岁

以下儿童死亡的重要病因之一,被

称作婴幼儿 “健康杀手” 。 4 月 13

日， 预防这种疾病的肺炎球菌疫苗

在贵阳市全面开始接种。

当天上午， 记者在首家进行肺

炎球菌疫苗接种的云岩区黔灵医院

门口目睹， 不少带着宝宝前来打针

的家长在接种室门口排起了长队。

市民汪女士带着宝宝刚刚打完肺炎

球菌疫苗的第一针， 懂得不少医学

知识的她说：“新生儿侵袭性肺炎

球菌疾病是很严重的疾病， 今年在

得知黔灵医院可以接种后， 我就赶

紧带着宝宝来接种了。 ” 黔灵医院

公共卫生科主任叶艳介绍， 家里有

两岁以下幼儿的家长， 一定要重视

孩子的疫苗接种工作。 尤其是针对

被称为婴幼儿“健康杀手” 的侵袭

性肺炎球菌疾病， 尽早接种可以有

效降低感染风险， 为孩子的健康成

长构筑第一道防线。

据悉，肺炎球菌，也称肺炎链球

菌， 是一种可能引发呼吸道感染的

常见病菌，广泛定植于人类鼻咽部。

健康人群携带率为 27%-85%，儿童

是其主要携带和传播人群。 肺炎球

菌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 传播形式

较为隐匿， 一个咳嗽或喷嚏都有可

能将带有肺炎球菌的飞沫传播给儿

童。 肺炎球菌可以入侵身体多个不

同部位， 导致一系列侵袭性或非侵

袭性肺炎球菌性疾病： 当肺炎球菌

穿越粘膜屏障， 会引起非侵袭性疾

病，如中耳炎、鼻窦炎和症状较轻的

肺炎等；一旦肺炎球菌进入血液，就

会引起一些严重的侵袭性疾病，如

脑膜炎、菌血症、菌血症性肺炎等。

根据WHO最新文件显示的新

增证据，在 5 岁以下儿童中，75%侵

袭性肺炎球菌性疾病和 83%肺炎球

菌性脑膜炎患者为 2 岁以下儿童，

8.7%-52.4%肺炎患者为 6 月龄以下

的婴儿。 鉴于肺炎球菌疾病导致的

严重疾病负担， 肺炎球菌相关疾病

被WHO列为需极高度优先使用疫

苗预防的疾病。在我国，肺炎球菌也

是引起 0-5 岁幼儿重症肺炎的重

要病原。据估计，我国 5岁以下儿童

感染肺炎球菌性疾病的人数位列全

球第二， 因肺炎球菌感染导致死亡

的人数位列全球第六， 每年大约有

3 万名 5 岁以下儿童死于肺炎球菌

感染所导致的疾病。

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分会名誉

主任委员曾光教授介绍， 初生婴儿

可从妈妈体内获得母传抗体， 保护

其免受疾病侵害。但随着宝宝长大，

母传抗体逐渐消失并在宝宝 6 个月

大时降至最低水平， 而此时婴幼儿

自身免疫系统尚未完善， 对病原感

染的免疫力极低。因此，初生至两岁

的婴幼儿是感染肺炎球菌性疾病的

高危群体， 尤其是侵袭性肺炎球菌

性疾病。 此外，非纯母乳喂养、室内

空气污染、 营养缺乏等也都是婴幼

儿发生肺炎的高风险因素。然而，近

年来由于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导致

肺炎球菌的耐药性问题急剧发展，

为临床治疗带来巨大挑战。 “接种

疫苗是最经济、最有效、也是最安全

的防病措施。 在今年 4·25 来临之

际， 婴幼儿肺炎球菌疫苗在贵阳正

式开始接种， 对保护婴幼儿免受血

清型侵袭性肺炎球菌疾病侵害有重

要意义。 ”

贵阳市流行病学专家、 主任医

师陆朝国说：“针对肺炎球菌性疾

病，预防胜于治疗，疫苗也有利于节

省家庭医疗费用和医疗资源， 对公

共卫生健康发展具有长远的重要意

义。 肺炎球菌疫苗可以保护适龄婴

幼儿远离其覆盖血清型肺炎球菌引

起的侵袭性肺炎球菌疾病， 对婴幼

儿的健康成长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保

护作用。 ”

黔灵医院赵溯医生建议：“一

般来说， 初生宝宝需要接种的疫苗

种类很多，接种针次相对密集，不同

种类疫苗的免疫程序也各有不同。

为了有效预防侵袭性肺炎球菌疾

病，从宝宝 6 周龄（即一个半月）开

始， 应及时接种婴幼儿肺炎球菌多

糖结合疫苗， 该疫苗在全球 100 多

个国家有多年接种经验。 准父母们

从孕晚期开始就应该与家附近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取得联系， 咨询疫

苗接种的相关信息， 听取接种点医

生的疫苗接种顺序建议， 尽早预约

接种时间， 以保证小宝宝们从降生

起就能够获得最全面的保护， 排除

以肺炎球菌性疾病为主的一系列可

预防疾病的隐患， 为宝宝打造健康

盾牌， 远离儿童侵袭性肺炎球菌疾

病的侵袭。 ”

据了解， 今年 4 月 25 日是第

32个儿童预防接种日。 儿童预防接

种工作关系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事关广大人民的幸福感。《“健康中

国 2030” 规划纲要》 中指出，到

2030 年要实现 5 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从 10.7‰降至 6.0‰，肺炎球菌性

疾病作为婴幼儿最大的 “健康杀

手” ， 降低其发生率对于提高 5 岁

以下儿童生存率、实现《“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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