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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后气温下降
饮食要遵守“少辛增酸”

“秋分北风多寒冷。”《中国天文年历》显
示，9月23日10时29分迎来“秋分”节气。
专家提示说，随着秋分节气的到来，气温降低
的速度将明显加快，公众要准备好换季的秋
装，以防着凉感冒。

每年9月23日前后，太阳达到黄经180
度时，即为秋分。气象资料显示，从秋分这一
天起，阳光直射的位置继续由赤道向南半球
推移，北半球昼短夜长的现象越来越明显，白
天逐渐变短，黑夜变长；昼夜温差逐渐增大，
幅度将高于10摄氏度以上；气温逐渐下降，
天气一天比一天变冷。农谚说：“一场秋雨一
场寒，十场秋雨好穿棉”“白露秋分夜，一夜冷
一夜”。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
任李艳玲提醒说，秋分过后，早晚天气更加偏
凉，到户外活动时要适当增衣，夜间睡觉时要
盖好被子，以防着凉感冒。需要注意的是，换
秋装之前，最好先把衣服晾晒一下。

对于老年人而言，代谢功能下降，血液循
环减慢，对天气变化非常敏感，可适时加些厚
衣服，而患有慢性胃炎的人，要特别注意胃部
的保暖。此外，由于气候干燥，人们饮食要遵
守“少辛增酸”原则，如葱、姜、蒜、辣椒等要少
吃些。

（据新华社电）

9月20日是全国第26个爱牙日，海南拜
尔口腔医院在海口明珠广场举行大型爱心义
诊活动，免费给现场群众检查口腔，现场讲解
相关的牙齿健康和口腔保健知识，现场预约
免挂号费检查费及免费拍摄口腔全景片等。
活动涵盖了口腔种植、牙齿正畸、美容修复、
牙周病治疗、儿童口腔等多学科，约有400余
名市民接受义诊。

（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林宇）

海南连续22年无本土登革热病例

居民防蚊是关键

本报讯（记者李关平 马珂）近日，中
韩整形美容技术培训基地落地签约揭牌
仪式与《中韩整形美丽金标准》发布会在
海口召开，中国整形行业泰斗专家鲁开
化教授，韩国整形美容学术研讨会金贤

君秘书长等国内外20多位专家列席。
海南爱美人士自此可在家门口享受来自
韩国和中国的尖端整形技术。

据海南美媛整形机构院长展望介
绍，成立中韩整形技术培训基地，是希望

有机会将国际先进的商业运作模式和管
理理念更快速地引入我国、造福海南。
希望通过中韩整形技术培训基地的交流
合作，在整形新技术发布、整形技术人才
培训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 本报记者 马珂

受到技术水平制约，我省此前一直无
法对耐多药结核病患者进行确切诊断，更
无法对症下药为患者解除病痛。近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省疾控中心获悉，我省已经
实现了耐多药结核病防治工作零的突破，
省内25名耐多药结核病患者已经得到了
有效地治疗。

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有关负责人
称，坚持正规治疗，肺结核是可以治愈的。
然而，生活中大多数人因为缺乏正确的认
识，不进行彻底的治疗，致使病情发展成为
耐多药结核病，威胁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耐多药结核病，指的是结核病人体内的结
核菌（即引起结核病的病原菌）对一种一线
抗结核药物（即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
吡嗪酰胺以及链霉素）发生耐药。

家住陵水的王化（化名）被这病折磨
了四五年，由于病情无法得到诊断，无法

获得有效治疗，症状严重了就住院稍微缓
解一下再回家。反复折腾不仅让王化身
体垮了，家里也因病致贫债台高筑。“面黄
肌瘦，咳嗽不止。”尽管看过许多耐多药肺
结核患者，但王化病重的样子仍然让省农
垦总医院传染科有关负责人记忆犹新。

据介绍，我省结核病疫情以及耐药水
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我省之前结核病
防治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基层防治力
量非常薄弱。耐多药肺结核危害日益凸
显，公众对结核病危害认识不足。”省疾控
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负责人熊昌富说。

2012年，省政府制订了结核病防治
规划，提出建立耐多药结核病防治体系，
中央和省政府拨款支持。依托省农垦总
医院的医疗技术和先进的诊疗设备条件，
海南省结核病医院成立，填补了我省一直
没有结核病专科医院的空白。

去年，我省搭上了全球基金耐多药结
核病防治项目的末班车，得到了基金资

助，技术和治疗药物与国际接轨，实验室
取得资质。耐多药结核病患者可以在省
内得到准确诊断。

今年年初，有人告知王化现在省里可
以诊断耐多药结核病了，他有治愈的可
能。但是，望着一贫如洗的家，王化犹豫
了，“再治哪来的钱？”这句话刺痛了省疾控
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工作人员的心。

由于耐多药结核病病程迁延不愈，传
染性增强，传染期必然延长，对健康人群
造成严重威胁，随时存在耐多药结核病在
这种人群中爆发流行的危险，加速结核病
死亡进程。耐多药结核病难以治愈，其治
疗费用大大增加，耐多药结核病的治疗费
用比一般结核病要高100倍，医疗负担十
分沉重。

“我们诊断出47例耐多药结核病患
者，但是目前只有25人在接受治疗，除了
一些不符合治疗条件和去世的病人，其余
没治疗的都是因为经济能力不够。”熊昌

富说，耐多药结合病患者很多都是反复治
疗，家里已是家徒四壁。“病人痛苦不堪，
还有传染风险，我们只能尽最大力量劝他
们接受治疗。”

今年年初，一场特殊的捐款在省传染
病预防控制系统举行了。工作人员们凑
了将近5000块钱，帮助王化支付治病期
间的生活费。王化在内的23名耐多药肺
结核病患者受到全球基金的资助，缓解了
他们治疗费用的负担。

如今，王化已经出院，病情获得明显
控制。“真不知道，住院医生给我用了什么
神药，身体比以前好多了！”王化在电话里
高兴地告诉记者。

目前，全省共25名耐多药结核病患
者正在接受正规系统的治疗。“我省目前
基本建立了包括检测、临床诊疗的耐多药
防治工作服务体系，为了让耐多药结核病
患者看得起病，我省正逐步完善此类病人
的医疗保障制度。”熊昌富说。

网传求证

相关链接

结核病是一种古
老的传染病。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结核病
在全球“死灰复燃”，许
多国家包括结核病疫
情控制较好的国家，不
同程度地出现了疫情
下降缓慢或严重反弹
的局面，发病率以每年
1.1％的速度增长，结核
病再次成为威胁人类
健康的主要传染病，成
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
题和重大的经济社会
问题。

肺结核仍然是严
重威胁我国百姓健康
的呼吸道传染病，我国
是全球 22 个结核病高
负担国家之一和全球
27 个耐多药肺结核高
负担国家之一，耐多药
肺结核患者人数位居
全球首位。

耐多药结核病
可在省内确诊

“变美”要绕开微整误区

网传：浴球只能用3个月
否则会沾上死皮

网传：剃须刀片用久了比马桶盖还要脏
4到6周就应更换

……

近日一条“这些日用品是潜伏杀手”的微
博被频频转发，提醒人们这些日用品使用寿命
到了就应该立刻丢掉。

事实上，日用品有没有必要更换得如此勤
快？专家表示，日用品使用寿命“并不是绝对
的”，关键得看周围的环境是否干燥，以及是否
采取了正确的清洗方法。

剃须刀比马桶盖还脏？
专家称太绝对

网传：日用品保质期
很“苛刻”

网上一条“这些日用品是
潜伏杀手”的微博，列举了我
们常见的家居生活用品的使
用寿命及存在的隐患问题。

比如厨房抹布必须每隔
一两周就更换一次；口红、面
霜、眼线笔因为与人体最敏感
的皮肤接触，顶多用1年，浴
球用久了会沾上死皮，滋生细
菌，3个月必须换掉：剃须刀片
则是4-6周的使用期，因为研
究显示，带菌量比马桶盖还要
多；毛巾清洗、高温蒸煮只能
在短时间内控制细菌数量，并
不能永久清除细菌，2到4个
月就应换上新毛巾；枕芯用太
久，头发和头皮上的油脂会渗
透进去，容易引起过敏和呼吸
道疾病，最好1-2年换掉，否
则易滋生霉菌、螨虫。

此外，诸如牙刷使用寿命
约为3个月，20%的洗碗布内
隐藏有致病菌，只能用1个
月。

“想不到这些东西只能用
这么短的时间！我一条毛巾
至少用半年呢，枕芯也一用好
几年”，有网友看到这些使用
期限，大吃一惊。当然，也有
不少网友认为这纯属矫情，甚
至有人认为是一种资源浪费。

皮肤科医生：
清洁更重要

北京朝阳医院皮肤科副
主任医师曹梅认为，日常用
品保质期“都不是绝对的”，
主要取决于周围的使用环
境，如果保存环境和清洗方
法适当，没有必要一定要频
繁更换。

曹梅举例说，洗碗的海
绵应该要保持清洁、干燥，如
经常沾水，真菌更容易存活，
也许用不到一个月就得换。

口红、面霜、眼线笔虽然
在操作过程中是要接触皮
肤，用完后随意乱扔肯定不
行，但如果盖好盖子，保持一
个相对无菌的环境，是可以
延长“寿命”的。

另外，毛巾清洗是比较
频繁的，如果有些人对毛
巾经常高温清洗，并放到
阳光下暴晒，毛巾也能使
用很长时间，因为毛巾经
过高温消毒灭菌后，“棉纤
维是相对比较容易清除杀
灭细菌的”。

“所以给这些日用品设
定固定的使用寿命是没必
要，也不科学的。”曹梅说，保
持干燥、清洗方法正确，哪怕
多用一些时间也是没有问题
的。

海南整形产业步入快车道

无需开刀，“神奇”的注射美容吸引着无
数爱美者争相涉足。近日，“微整形主题沙龙”
在海南现代妇婴医院整形美容举办，台湾微整
形大师、“台湾无创注射塑形第一针”徐登志教
授，从人体面部的比例、构造介绍了注射美容
的方式、产品、治疗效果、治疗功能等，从药理
角度分析了注射美容产品的安全剂量。活动
中，1名女性获免费玻尿酸注射隆鼻、丰下巴；
10人获大师面对面免费“私人定制”咨询。

（记者马珂）

■ 本报记者 马珂 李关平

过去，想除皱要手术拉皮，现在
只需打一针；想隆鼻要垫假体，现在
只需打一针……近几年，微整形风靡
全球。秋意渐浓，是一年中“变美”的
黄金季节，众多求美者纷纷走进医院
进行“微美”。对于微整形，很多女士
只知其表面，不知其底子，很容易走
入误区。记者采访了现代妇婴医院
整形美容主任王宗学、海南美媛医学
美容的微整形专家肖明，带您绕开微
整形的“雷区”。

◎误区一
微整形不必去正规医院
美容院、私人也可做

肖明：随着微整形越来越流行，
不光是正规医院，很多美容院也纷纷
推出微整形项目，并宣称和正规医院
有一样的效果。其实微整形和一般
的整形项目一样，对于手术环境、手
术材料与设备、手术方案的设计有着
严格的要求，正规医院可以保证安全
无菌的手术环境、正规先进的手术设
备以及经验丰富、技术娴熟的医生，
因此进行微整形不必去正规医院是
大家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二
注射一次可以美一辈子

王宗学：其实注射美容是有时效

性的，并不会一劳永逸。主要是注射
美容的产品是与人体相容性极好的
生物剂，会逐渐被人体吸收排出，一
般效果维持9—12个月，要想保持长
久的年轻美丽状态，需要每隔一段时
间就进行注射，多次注射可以维持一
个较好的效果。

◎误区三
微整形注射每个人都适合

肖明：微整形除皱的适应人群很
广，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采用微整形
注射除皱，一般来讲，对于动静态皱
纹需要采用不同的注射材料。如肉
毒素就是除动态皱纹的首选，由于肉
毒素是对有皱纹的面部肌肉产生作
用，所以重症肌无力患者等就不适宜
用肉毒素除皱。

◎误区四
做不好再改很容易

肖明：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有些
求美者因为贪图便宜选择了没有医
学美容资格的医院进行微整形，其产
品含有毒物质，造成面部僵硬、疼痛、
红肿、不明异物难以完全取出等问
题，可能出现全身系统副反应，严重
的甚至丧命。因此，想要重新做的前
提是，要选择正规的整形美容医院和
有资质的专家，在没有达到预期理想
效果的情况下，可以等到产品失效之
后重新做。

◎误区五
想要一个和明星一样的鼻子

肖明：从专业医学美容的角度来
讲，这个现象是很不好的。明星漂亮，
这个大家有目共睹，但是别人脸上的
器官，放在你脸上未必协调，因为美不
仅存在于单个器官，关键是要做到真
正的整体协调。所以，在给求美者进
行微整形前，我们都需清楚地了解他
们的心理需求，然后针对不同人的面
部特征，结合个性和身份，选择需要
调整的部位，量身定制微整形方案。

医生提醒
坚持两个“选择”

王宗学提醒爱美人士注意两个选
择：一是选择正规注射产品；二是选择
有资质医生。目前，通过我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注射美容产品并
不多，玻尿酸主要有瑞典生产的瑞蓝，
国产“润百颜”、逸美等；A类肉毒素有
美国生产的“保妥适”和兰州生产的

“衡力”。爱美者在选择产品时一定要
查清真伪，通过国家认证的产品都有
生产编号，可以要求美容机构出示产
品，然后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的网站，输入产品包装上的条形码进
行查询。也可以直接拨打包装上的电
话查证。另外选择医生也很重要，专
业医生对注射部位的位置、深度、角
度、层次、方法都有一定的了解，能最
大程度确保注射的安全和效果。

我省实现耐多药结核病防治工作零突破，25例患者接受治疗

秋天劲吹“微整风”秋天劲吹“微整风”秋天劲吹“微整风”秋天劲吹“微整风”

湖南松绑定价机制
“抢救”低价药

近年来，一些老百姓用了几十年的常用药品
却慢慢买不到了，个中缘由竟然是因其“廉价”，药
厂不愿意生产。近日，湖南省对173种低价药品
从政府定价改为经营者自主定价，以调动药厂生
产积极性，让老百姓能继续用上这种低价药。

湖南省发改委副主任汤兹分析指出，近年老
百姓反映强烈的低价药短缺、断供情况，主要是由
于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而药品招标降价以及零售
限价不能灵活调整，企业生产供应低价药的意愿
下降所致。

为此，湖南省近日决定对藿香正气胶囊等
173种、230个剂型低价药品改政府制定最高零
售价为经营者自主定价，不过在放开价格的同时，
对患者单一剂型低价药的“日均费用”进行控制，
规定日均费用标准中药不超过5元、西药不超过3
元。

汤兹说，在此政策刺激下，一些药企打算重新
生产供应低价药，如九芝堂原已停产的25个品规
低价药将恢复生产。

据介绍，目前湖南省低价药价格改革政策还
仅在零售药店实施，药品销售额占市场份额80％
的公立医疗机构尚未实施，原因是公立医疗机构
此轮药品集中采购正在进行中，只能等下一轮集
中采购时实施，预计年内这一政策会覆盖到公立
医疗机构。

初步统计，2013年湖南全省公立医疗机构低
价药品采购金额约4.7亿元，占药品采购总额的
2.8％。业内人士指出，改革公立医疗机构低价药
采购定价方式，应该能抑制高价药品不合理使用，
最终降低医药费用总体水平。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