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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通讯员 $%& 实习生 '()

龙年春节长假刚结束!在一家媒体工作
的刘小姐说什么也不愿意上班!为了应付领
导不时打来的催稿电话!她宁愿关机也不愿
工作" #这是典型的节日综合征$!省中医院
呼吸肾内科主任卓进胜副教授说!有这样症
状的人还不少%

卓进胜告诉记者!节日综合征的主要表
现有!在节后两三天精神萎靡不振!不愿意
上班!或者上班工作效率低!严重的还会出
现恶心&头晕&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

卓进胜建议大家!面对长假后重新投入工作
的情况!要科学地调节饮食&作息以及情绪!

以健康&愉悦的状态投入龙年新的工作中"

'长假中!大家一下子放松了!应酬多&

大吃大喝&饮食油腻&而且容易过度娱乐(长
假结束后!从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再转入紧
张的工作状态!难以很快适应!身体就会出
现应急机制反应% $卓进胜提醒公众!尤其是

海南这个冬天长期阴冷潮湿的天气!更容易
导致呼吸系统&肠胃系统以及老年性疾病的
发生% '今年春节比去年同期!呼吸肾内科无
论是住院病人还是门诊病人!都增加了 !成
多% 这应引起大家的重视!这说明节日综合
征具有普遍性!尤其是上班人群!希望大家
要更好地注意健康!调节饮食% $

卓进胜建议! 节后应恢复清淡的饮食!

天晴时增加户外运动量!注意休息%

对于节后饮食!卓进胜提出!适当增加
高纤维食物!比如绿色蔬菜等可以有助于改
善腹胀&返酸等症状!还可用红枣&枸杞&生
姜& 淮山等一些温补的保健食品熬汤后食
用!以解决疲劳!恢复体力和精力(对于节日
被打乱的生物钟!卓进胜建议!采取补救措
施!把生物钟调整正常早睡早起!保证睡眠!

晚上睡前洗个热水澡!尽量恢复到节假日前
的作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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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由于人工材料的普遍使用!特别是公众
对家居环境污染的重视日益加强!对于家庭
装修所带来的空气污染是否会引发白血病
的疑问时常出现!媒体上的所谓专家观点往
往互相矛盾!让群众感到无所适从%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曾有某媒体报道说!

'某大城市儿童医院的医生对前来就诊的白
血病患儿进行家庭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惯的
调查时发现$ 九成家长承认自家最近曾经装
修过!而且多是豪华装修$%这则报道立即引
起了广泛的关注!群众担心自身的健康受到
损害! 媒体也纷纷要求采访医院和相关医
生% 然而很快就有另外的媒体报道!据某建
材行业协会的专家介绍!家装有机物污染的
危险也可通过选择优质建材来排除!家装石
材根本不存在放射性污染的问题%

那么事实又如何呢) 本报记者日前采访
了血液学教授&主任医师&中美合作海南医
学院淋巴瘤诊疗中心主任郝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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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M!人工材料的广泛采用!使家具
视觉效果和使用功能得到很大提升!但也会
带来室内空气的污染%公众普遍依靠气味来
判断污染程度! 但要科学的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必须制定室内的空气质量标准%

参照国际卫生组织%&'的 *控制质量
指南+! 大部分国家都制定了自己的空气质
量标准!美国环保署 ()*+,和日本卫生&劳
工和福利部 -&.%更是巨资投入! 开展室
内空气质量研究和评价%对空气污染物剂量
指标制定的基本原则是必须低于#无明显损
害作用剂量 /',*.$%

中国国家质监局&卫生部和环保总局于
"01" 年联合发布的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2345 6777!8"11"中!包含物理性&化学性&

生物性和放射性四大类!共 69项指标%据此
标准!国内部分研究机构开展了家庭装修室
内空气污染研究%

一项针对 6#1 间装修后的办公室空气
质量检测表明!"个月甲醛和苯的超标率分
别是 611:和 7!;9:% 另一项针对 !#户家庭
装修的调查表明!甲醛和苯的超标率分别是
<<;6:和 "1:%

甲醛和苯污染在装修后也有其各自的
变化规律% 有研究显示!甲醛在装修后逐渐
升高!!个月时仍全部超标!一年内可维持较
高水平%苯在装修后一周内最高!!个月后基
本可达到合格水平%

以上研究数据说明! 甲醛和苯污染在家
庭装修中普遍存在!而且在装修后 =86"个月
入住!依然存在着甲醛暴露的危险性!!个月
内入住还存在苯和甲醛双重暴露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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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M! 在国家质监局 "11"年发布的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衡量室内空气质量
的指标共有 69项! 化学性危害中的甲醛和
苯!是造成健康威胁的最主要因素%

评价污染物对健康的危害主要分为一
般危害和致癌危害%

甲醛可对多系统多器官产生毒性作用%

长期接触低剂量甲醛可引起慢性呼吸道疾
病!女性月经紊乱&妊娠综合症以及引起青
少年记忆力和智力下降%调查发现新装修住

宅甲醛超标组居民中!疲劳&恶心&眼鼻粘膜
刺激症状&喉咙干燥&皮肤干燥&瘙痒&红肿
的阳性率均明显高于甲醛达标组%各种不适
症状的发生率与甲醛浓度的高低有关!甲醛
浓度越高!不适症状的发生率越高!并以呼
吸道症状发生率最高%

苯的急性中毒主要对中枢神经系统造
成损害! 有头晕&恶心&胸闷&意识模糊等!

严重者可致昏迷或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在致癌危害方面!根据国际癌症研究协
会,>,?@-污染物致癌危害评价方法和标准!

有足够证据表明!甲醛和苯污染可引起人和
动物的基因突变和新生儿染色体异常!诱发
白血病在内的多种肿瘤%

现实情况是! 国内已有的流行病学调
查研究表明! 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的白血
病患者中! 家庭装修都是一个重要的发病
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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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M!甲醛来源于装饰材料中的胶合
板&细木工板&中密度纤维板和刨花板等人
造板材% 由于甲醛具有加强板材硬度及防
虫&防蛀&防腐的功能!故目前生产人造板使
用的胶合剂是以甲醛为主要成分的脲醛树
脂!板材中残留的和未参与反应的甲醛会逐
渐向周围环境释放%

苯是无色具有特殊芳香气味的液体!微
溶于水!是室内挥发性有机物的一种%甲苯&

二甲苯属于苯的同系物!都是煤焦油分馏或
石油的裂解产物% 目前室内装饰中多用甲
苯&二甲苯代替纯苯作各种涂料&胶粘剂和
防水材料的溶剂或稀释剂!是室内环境的主
要污染物之一%

如何减少家庭装修室内空气污染造成
的危害呢)

首先! 应选择合乎质量标准的装修材
料% 虽然国家执行十种*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有害物质限量+标准!但市场监管存在漏洞!

公众很难在装修中确保建材质量的合格%

其次!装修验收时应增加空气质量控制
指标%部分大城市已经把室内空气质量作为
装修格式合同的必要内容之一!在当前注重
民生&大力推进安居工程的关键时期!政府
的规范和引导尤为突出% 为此需要加强监
管!更需要投入资金建立公益性的空气质量
检测机构%

第三!在装修后让房屋空置&通风一段
时间再入住% 上述数据显示!装修 !个月后
苯的污染危害就会大幅度降低!如果能空置
半年则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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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M!一般说来出现下列病症都应该
及时到医院找医生检查.

6-不明原因的发热&感冒!不易治愈或
反复发生(

"-突然感到头晕&乏力&面苍乏力(

!-无明显原因的鼻衄&皮肤黏膜&牙龈
出血(

A-骨骼或关节疼痛!特别是胸骨压痛&

膝关节疼痛(

#-查体发现肝脾和淋巴结肿大"

白血病是一种恶性血液病! 无法仅靠
症状和常规血液检查确诊" 一旦有疑问!应
该去大医院的血液专科! 采集血液和骨髓
标本!综合使用形态学&免疫学&细胞遗传
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明确诊断! 规范化
治疗" 切莫听信民间偏方自行其事!更不可
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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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YZ[\# 为确保我省元宵佳节平
安祥和!我省周密部署!采取系列措施!

为即将到来的'元宵节$提供坚实的消防
安全保障"

"月 "日! 省公安厅和省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联合召开了元宵节消防安全
专项保卫视频部署会! 以预防烟花爆竹
火灾事故和大型活动安全事故为重点!

对全省进行动员部署" 各市县由政府领
导牵头!联合安监&治安&消防等部门对
节庆活动场地和烟花爆竹燃放区域进行
全面排查!进行实地熟悉和演练!根据燃
放区域地理条件!实行交通管制!划定警
戒区域"

据省消防总队统计!元宵期间!全省
将举办 !=场大型活动! 主要集中在海
口&三亚&琼海&陵水等市县!主要活动有
花灯游园&换花活动&烟火燃放&舞龙舞
狮及琼剧表演等"

元宵当晚! 全省集中燃放烟花爆竹
和大型焰火晚会共 "#处! 其中 66场烟
花燃放" 昨天! 全省各地公安消防部门
除了派出消防监督人员检查排除隐患!

还派出 ="辆消防车!A9=名消防官兵对
现场实行现场监护或巡逻! 对燃放场所
提前进行熟悉&开展消防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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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ij$今天上午!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响水镇什赤村的苗族同胞和五指
山市南圣镇红合村&什贺村&报南村的
黎族同胞一道! 在什赤村宣传文化室
前!举行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传承黎
苗文化&发展农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
的欢庆元宵佳节联谊会"

在联谊会上! 黎苗同胞一同进行
了犁田& 捡螺比赛! 表演了精彩的舞
蹈&合唱&独唱!共同跳起了欢快的竹

竿舞" 据了解!五指山市南圣镇的黎
族村庄红合村&什贺村&报南村分别与
保亭响水镇的什赤苗村相邻!多年来!

跨市县&跨乡镇&跨民族的两地之间的
黎苗同胞互帮互助!相互依存!和谐相
处!共同发展!建立起了患难与共的民
族团结关系" 为了增进感情! 加强交
流!同时也为了共商发展大计!自 "009

年开始!两地之间的黎苗同胞商定!每
年的正月十四!以召开座谈会&举办联
谊会的方式!继续做好民族团结工作!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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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黑乎乎的) $昨天晚上!来
自湖南的王先生被陵水椰林镇的文化
体育广场一侧的美食嘉年华活动吸引
了过来" 面对自己从未见过的鸡屎藤
粑仔!他好奇地问起摊主来"摊主笑着
回答.'这是我们海南的特色小吃!吃
了能补血的" $

昨晚!陵水元宵喜乐会正式启动!

作为喜乐会系列活动之一的美食嘉年
华活动从下午四五点开始就吸引了大

批的观众"在这条规划形象统一&整齐
连贯的'小吃街$上!人们可以品尝到 <

大类共 !!种食品! 共分为酸粉类&粑
仔类&粥饭类&烧烤类&民族发酵酒类&

外来小吃类以及饮料类! 其中陵水特
色小吃占了大部分"

陵水商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像这
样政府统一组织的美食嘉年华活动!在
陵水还是第一次" 这次的嘉年华活动由
政府从报名的商家中进行筛选! 选出最
具陵水特色的精品小吃! 也是为了进一
步挖掘和推广本地的美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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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海口五公祠管理处
获悉! 为给广大市民在元宵节当天增加
节日气氛!让市民&游客有一个出行过节
的好去处! 五公祠决定向公众免费赠送
元宵节当天门票 #000张" 此外!元宵节
当天! 五公祠和海口市博物馆内还有精
彩展览对外展出"

据五公祠管理处负责人介绍! 今年
春节期间!海口五公祠&海口市博物馆成
为市民春节出行的一大好去处" 据不完
全统计!春节期间至今!五公祠和海口市
博物馆接待各路游客和市民约 "万人"

为给市民在元宵节增加节日氛围! 五公
祠继去年元宵节之后再次推出免费赠票
活动"此次活动将向市民赠送 "月 =日!

即正月十五元宵节当天的门票共 #000

张!前来领票的市民!凭每份有效证件限
领 !张" 市民可从海口市流芳路的五公
祠后门处! 进入海口市博物馆和五公祠
管理处办公室领取"

五公祠管理处负责人称! 之所以没
有采取免费开放的形式! 是为适当控制
人流量! 因为当天琼山区换花节也将在
五公祠一带举行!人流量将会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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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府城!情满天下$为主题的 "06",海
口-府城换花节将于元宵节B"月 =日C迎
来压轴戏!文艺晚会&花舞迎春&换花等
活动将于当晚上演! 而且今年还增设了
6#分钟的焰火晚会!将成为整个换花节
的亮点"

据府城换花节组委会介绍! 今年换
花节主题活动定于 "月 =日晚上 7点在
国兴大道海航文化广场举行! 届时将有
政府领导与市民同跳换花舞! 市民可前
往观看并参与!并且晚上 9点还将有 6#

分钟的烟花燃放"

今天!记者在海航文化广场上看到!

这里主题活动舞台已搭建好! 工作人员
正调试灯光和音响" 而且! 府城的红城
湖路&朱云路等主要街道已张挂上灯笼!

马鞍街&绣衣坊&关帝巷等 !条老街坊也
已张挂上近 !111盏彩灯! 营造出了喜
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据了解!今年的换花节!琼山区政府
为市民免费提供鲜花! 并组织政府单位
工作人员及青年志愿者在活动主要路
段!将鲜花分发到市民手中"

另外!元宵节当天!还有飘色D装马
匹C民俗巡游&花语祈春&雄狮闹春&花谜
戏春&琼剧&歌舞庆春等多项活动在府城
的琼山区委大院&三角公园&中山路等各
个地点同时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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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s{|$龙年元宵椰城大型活动多!万
绿园群众游园活动点& 世纪公园烟花燃放
活动点&西海岸群众自发游园活动点&国兴
西路琼山区换花节焰火晚会及琼山区府城
镇换花游园活动点等预计将有逾百万群众
参与!警方提醒市民注意出行安全"

据了解! 为使广大市民群众度过一个
安定祥和的元宵佳节!海口警方已紧锣密
鼓地采取了各项安保措施" 该市公安局日
前已成立了安全保卫工作指挥部! 制定了
周密详实的安全保卫工作方案!以确保元
宵节系列活动安全顺利进行"元宵节期间!

将有 !111余名公安民警&四警部队官兵参
加现场维护秩序&烟花燃放区安全守护&交

通疏导管制&巡逻防控&值班备勤&便衣打
击现行等各项工作"

警方提醒! 市民外出参加活动前要关
好水电开关!锁好门窗!家中有老人小孩
的! 事前要提醒身体状况欠佳的老人尽量
避免外出" 出行的市民应尽量选择步行或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观赏点! 自驾车的
朋友要服从交警的指挥!安全驾驶&有序停
放"人多拥挤容易引发混乱甚至踩踏事故!

请市民自觉遵守公共场所秩序! 有序观看
或参与节日活动!遇有局部人员拥挤时!不
要好奇凑热闹!避免发生拥挤踩踏!带领未
成年人和陪同行动不便的老人参加活动时
要注意看护!避免到人多拥挤的地方去!防
止参加活动时走散" 遇到突发事件时!不

要惊慌乱跑!不要聚集围观!应减少停留时
间! 绕道而行! 或者选择安全地点短暂停
留!以保证自己不被挤伤"

另外! 人多拥挤的地方可能成为小
偷& 骗子等不法分子伺机作案的场所!市
民要提高警惕!最好不要随身携带贵重物
品和大量现金!带包的女士不要将包挎置
于身后&侧面等容易被盗的位置!不要轻
易外露财物" 万一遭遇不法侵害!要及时
与警方联系"

严禁燃放'孔明灯$&烟花爆竹!防止发
生火灾及其他安全事故"违禁燃放的!公安
机关将依法进行处罚(引发火灾事故&或致
人伤残&或造成财物损失的!将从重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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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今天下午!艳阳高照!定
安县定城镇沿江公园人头攒动!锣鼓喧天!

"16"年海南省元宵节舞龙舞狮邀请赛正
在这里举行" "月 #日至 "月 =日!海口经
济技术学院舞龙代表队等 66支舞龙舞狮
代表队 6"1名队员将为定安的百姓献上精
彩的比赛"

下午 !时 !1分! 舞龙比赛正式开始!

霎时!鼓乐齐鸣!龙腾狮舞!整个沿江公园
沸腾了" '雄狮$&'戏龙$//一个个参加
邀请赛的舞龙队&舞狮队等伴随着具有民
族风情的音乐向现场的观众们展示他们的
绝技!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比赛过程中! 海口经济技术学院舞龙
代表队表演套路精美!动作协调统一!最终
被评为金龙!获得舞龙比赛的冠军(海口市
龙武醒狮团代表队和海南师范大学体育学

院代表队被评为银龙!获得亚军"

据了解!此次邀请赛为期 "天!"月 #日
是舞龙比赛!"月 =日是舞狮比赛"吸引了海
口经济技术学院等 #支舞龙代表队!海南省
龙狮运动协会舞狮代表队等 =支舞狮代表
队!共 6"1名队员参加" 本次舞龙舞狮邀请
赛共设冠&亚&季军!奖金总额达 <万元"

老干部王信田观看了比赛" 本次邀请
赛由定安县委&县政府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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