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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摄入 久坐不动
我国肛肠疾病发病率高达59％

记者19日从北京举行的2014年“全国肛肠
疾病学术巡讲活动”启动仪式上获悉，我国肛肠疾
病发病率逐年上升，目前发病率高达59.1％，其中
痔疮就占了87.2％。

据介绍，肛肠疾病高发，与人们高脂、高蛋白、
高盐、纤维素摄入量不足等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密
切相关，也与人们久坐、活动少以及工作精神上压
力大有关。

由中国医促会国际合作推广专业委员会、北
京肛肠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这项活动为期3
年，计划每两个月在全国各个省、区、市各选择一
家医院作为巡讲定点医院，邀请优秀专家举办学
术讲座、示范查房、病例讨论等活动。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任东林指出，此次全国巡讲专家将全面
介绍肛肠疾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包括肛瘘、肛周
脓肿的微创治疗方法、直肠脱垂的治疗新方法，推
广肛肠疾病诊疗的先进技术和临床经验，提高基
层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 （据新华网）

《为啥老外天天喝咖啡？你不知
道的惊人秘密！》近期，不少人都在微
信朋友圈里看到了这篇文章，某一公
众账号推送的这篇文章，单篇阅读量
超过了10万人。这篇看似科普的文
章里，列出了咖啡的9大好处，简直
到了“神药”的地步。日前，医学专家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文章中列举
的咖啡好处，并不是条条准确。

在微信上热传的这篇文章，列举
了咖啡加速肌肤的新陈代谢、防癌抗
癌、养胃助消化、护肝等9条好处。

“如果是什么都不加的清咖啡，
是有一定的保健作用的。”有关专家
表示，“比较确定的作用，比如说咖啡
中含有一定的咖啡碱，对心血管有保
护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抗氧化能
力，所以说适量喝清咖啡的话，确实
能起到保护心血管、美容养颜甚至是
减肥的作用。”但是即使是清咖啡，是
不是能像微信中说的那么万能，还需
要更多的科学研究实验来证明。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要在咖啡中
加糖、加奶，才觉得入口比较顺滑，但
是这样咖啡就“变身”成问题饮品
了。“加糖增加了能量的摄入，加牛奶

尚可，但生活中很多咖啡店加的都是
植脂末或是奶精，这都是属于反式脂
肪酸，长期摄入的话肯定会危害心脑
血管的健康。”

还有人称，喝咖啡能抗癌？有营
养专家称并不靠谱。专家表示，咖啡
是致癌还是抗癌的说法也不一致，致
癌的说法是因为在速溶咖啡中检测
出丙烯酰胺，丙烯酰胺有可能导致人
类癌症的发生，存在潜在的致癌风
险；抗癌的说法是因为咖啡中含有一
定量的咖啡碱，咖啡碱具有一定的抗
癌作用。营养界有这样的说法：“没
有不好的食物，只有不合理的搭配”，

“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如果单单只
靠一种食物去抗癌，这种想法以及做
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咖啡健不健康，除了咖啡的种类
外，喝多少、什么人喝都是影响因素。

有关专家表示，咖啡本身有利
尿作用，会导致身体内的钙质随尿
液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另
外，咖啡中的多酚类物质，还会与
铁形成难溶的盐类，也会抑制铁质
的吸收。对女性来说，过量嗜饮咖
啡，可能导致缺铁性贫血。此外相
比较茶叶，咖啡的成瘾性要更高一
些，更容易产生依赖。

（扬晚）

网传喝咖啡“9大神效”
专家：抗癌不靠谱

网传求证

近期，一些不法分子非法经营装饰性彩色平
光隐形眼镜，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为切实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醒
消费者，应到具备相关经营许可资格的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购买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并确认
所购产品已经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食药监总局提示，切勿贪图价格便宜从非正
规商家或者网络商铺上购买未经注册的产品。配
戴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应认真遵照产品说明书和专
业人士的指导对镜片进行操作、配戴、摘取、清洗、
消毒和保存。未经注册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没
有保障，配戴此类产品容易引起眼部炎症、角膜病
变等并发症。

同时，消费者如发现无证经营或销售假冒伪
劣彩色平光隐形眼镜产品等行为，可及时向所在
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对涉及的违法违
规行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查处，对涉
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电）

食药监总局：

慎购彩色平光隐形眼镜

■ 本报记者 孙慧

10月22日，海口市榆海小区居民
刘小风在小区门口与海口市美兰区海
府路街道南宝社区卫生服务站签订了
一份《社区医生服务协议》，从当天起
她一家三口就有了私人订制的“家庭
医生”。“这下有个头疼脑热可以打电
话叫医生上门来看病，不用再去挤大
医院了！”刘小风说。

今年 9 月，由海口市出台的《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社区医生与居民签
约服务试点实施方案》正式在 12个
试点社区开始实施。在一个月内，海
口全市已有800多名居民签订协议，
享受社区全科医生带来的个性化“家
庭医生”服务。

提供私人订制的健康服务

上周，海口居民陈国平和南宝社
区卫生服务站签订了一份家庭医生服
务协议。随后，在服务站提供的免费
体检里，陈国平被诊断出尿酸偏高。
家庭医生张哲伟给陈国平制作了一份
从饮食、作息、治疗包括在内的健康指
导，以便于陈国平在日常生活中安排
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理疗。

“家庭医生非常便捷贴心，如果
去大医院检查的话，体检报告出来后
小疾病应当如何预防和治疗这些都
没有办法得到详细解答，因为医生们
都太忙了，所以大病去医院，小病在
社区，这种做法是非常恰当的。”陈国
平说。

据海口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家庭医生”是一种新职业的称呼，
并不是仅仅“上门”服务。

家庭医生服务的推出，实际上是想
通过社区医生与居民签约服务模式，使
社区医生与居民之间建立稳定的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让居民居家享受到方
便、经济、有效、连续的基本医疗服务和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实现人人享有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

建立合理分级诊疗模式

福美公寓居民84岁的刘世端患有
坐骨神经痛已有10多年，老人经常要靠
吃药来控制病情。“上大医院看病，专家
看五分钟，排队就得排一天，家里孩子
要工作上学，哪有多余的精力去跑。”刘
世端说。

自从签订了社区家庭医生服务协
议后，刘世端就不用再去排队看病，与

之签约的社区医生隔三差五就会主动
上门来做各项检查，然后做出相应医
嘱。刘世端有什么头疼脑热，只要打
电话给医生，就会主动上门服务。

据了解，社区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由1
名全科医生、1名社区护士、1名公共卫生
等人员组成，签约居民即使不出家门，也
可以通过电子或网络联系平台，得到社
区医生关于常见病、慢性病诊治等健康
问题的咨询和指导；当病情需要转到大
医院诊治时，社区医生还可通过医疗机
构双向转诊平台帮助居民转诊预约，免
去患者就医难的困扰。

同时，签约医生服务团队对空巢
老人和行动不便有特殊需求的居民提
供上门访视、家庭病床等服务，以及帮
助残疾人制定康复计划，指导和督促
康复训练。

需建立合理报酬和宣
传机制

从服务协议的内容来看，签约医
生要给签约居民提供健康管理、健康
评估等多项服务，而对于那些行动不
便的老人、残疾人等还可提供家庭病
房服务……这些都已远远超出社区
医生日常工作的范畴。所以，新的问

题就来了：签约的家庭医生能得到更
多的回报吗？

就记者目前所了解的签约情况，
大部分的签约协议还未签订有偿服务
的内容。同时，签约服务已经得到了
部分社区居民的认可，但从整个辖区
来看，居民对此的知晓率还不是很
高。如南宝社区卫生服务站辖区内有
1万多名居民，已签约的仅有200余
名，光靠几位已签约居民的口口相传
只是杯水车薪，要想大范围推开，必须
得到社会更广泛的宣传。

“很多居民对此还是有抗拒心理，
总以为这是有偿医疗服务，拒绝我们
登门拜访。”南宝社区服务站副站长许
建秀说，基层社区在开展公共服务常
常会遇到很多居民抗拒，希望政府和
媒体部门都能加大对公共服务的宣
传，同时政府部门可建立相应的捆绑
机制来推进公共服务。比如美国将国
民医疗保险与牙科保健服务捆绑在一
起，规定每个公民每年需进行一次牙
科检查，否则将取消其医疗保险福利。

同时，随着签约量相应增长，社区
医护人员的工作负荷也会加大，要吸
引更多有经验和专业技能的医生下沉
到社区，才能真正为分级诊疗打下坚
实的基础。

海口年投入上亿元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启动12家社区家庭医生服务试点——

海口开启
家庭医生

“私人订制”

日前，解放军第187医院专家医疗队奔赴昌
江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开展帮扶支援与大型义诊
活动，支援昌江人民医院建设，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与救治能力。通过细致带教查帮、组织专业讲座、
重点学科建设、开展大型义诊活动、发放药品等方
式，支援昌江人民医院全面建设，提高该院整体服
务水平和救治能力，并专门抽调两名专业医护人
员驻该院两个月对重点科室进行长期帮扶。

（马珂 王思）

由海南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乳腺疾病患者
等各界人士自愿组成的医、患、企三结合的群众组
织——海南省“粉红关怀—爱汝之家”俱乐部自
2010年成立以来，得到中华粉红色带乳腺癌基金
会的肯定，近日获颁”粉红丝带爱心传递”指定单
位。“爱汝之家”中大量的志愿者都是在海南省人
民医院乳腺外科完成治疗的患者。她们为鼓励更
多的患者有信心面对疾病，多次深入病房，帮助很
多患者走出阴霾。 （侯赛 熊思思）

昨日19时57分霜降

天气渐寒防咳护胃

“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中国天文年历》
显示，北京时间10月23日19时57分迎来今年秋
季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专家提示说，此时节正值
秋冬过渡之际，天气开始寒冷，气候日趋干燥，公
众要注意添衣保暖，防咳护胃。

霜降节气是深秋时节，也是冷空气活动频繁
的时期。秋冬过渡之际，防病保健很重要。专家
表示，此时节，公众要注意保暖，加强锻炼，防止感
冒。霜降前后是易犯咳嗽的季节，也是慢性支气
管炎容易复发或加重的时期。因此，在这个季节
应多吃一些具有生津润燥、消食止渴、清热化痰、
固肾润肺功效的食物，如梨、苹果、洋葱、萝卜等。

另外，霜降节气还是慢性胃炎和十二指肠溃
疡病复发的高峰期，消化系统疾病患者的饮食宜
温和，少吃辛辣、刺激和寒凉的食物，多吃新鲜果
蔬，多喝开水。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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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提供哪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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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杨斌

近日，2014 年全省秋冬季重点
传染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对下一阶段防控工作进行了部
署。除了登革热和埃博拉，我们生
活中常见的秋冬季传染病还有哪
些，应怎样预防？健康周刊记者为
此采访了省疾控中心专家。

流感：
咽干喉痛 全身疼痛

据了解，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
起的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急性呼吸道
传染病。由于流感是病毒性传染
病，没有特效的治疗手段，因此预防
措施非常重要。专家建议：保持良
好的个人及环境卫生，勤洗手，使用
肥皂或洗手液并用流动水洗手，不
用污浊的毛巾擦手。双手接触呼吸
道分泌物后（如打喷嚏后）应立即洗
手。

要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
息，避免过度疲劳；每天开窗通风数
次（冬天要避免穿堂风），保持室内空
气新鲜；在流感高发期，尽量不到人
多拥挤、空气污浊的场所；不得已必
须去时，最好戴口罩；在流感流行季
节前接种流感疫苗也可减少感染的
机会或减轻流感症状；患者隔离和治
疗一星期。患者用具及分泌物使用
消毒剂消毒。

手足口病：
9至11月又到高发期

手足口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我国
大部分地区5-7月是发病高峰期，由于
海南气候比较特殊，我省手足口病疫情
每年呈现两个高峰，分别是4—7月和
9—11月。

手足口病普通病例一般一周内
可康复，但如发现患儿出现面色苍
白、四肢冰冷、精神差、嗜睡、惊厥、
头痛呕吐、呼吸困难，口唇发绀、谵
妄等现象，请及时赶往附近医院就
医。避免因就医不及时导致患儿死

亡。
手足口病传播途径多，婴幼儿和

儿童普遍易感。手足口病疫苗还在
研发中，因此做好儿童个人、家庭和
托幼机构的卫生是预防本病感染的
关键。疾控专家建议，养成良好卫生
习惯，做到饭前便后洗手、不喝生水、
不吃生冷食物，勤晒衣被，多通风。
托幼机构和家长发现可疑患儿，要及
时到医疗机构就诊，并及时向卫生和
教育部门报告，及时采取控制措施。
轻症患儿不必住院，可在家中治疗、
休息，避免交叉感染。

水痘：
学龄前儿童发病最多

水痘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冬春
季多见，传染性很强。

水痘通常只要合适的护理与对
症处理，约经半个月—1 个月即可
康复。发热期应卧床休息，给予易
消化食物和注意补充水分。重症
患者应加强支持治疗，保持皮肤清
洁，避免搔抓疱疹处以免导致继发
感染。

皮肤瘙痒者可用炉甘石洗剂涂

擦，疱疹破裂后可涂甲紫或抗生素软
膏。疱疹局部可用阿昔洛韦溶液局
部涂抹，可缩短病程。神经疼痛剧烈
者，给镇痛药，如罗通定，镇静药，如
阿米替林。

注意空气流通，阴雨天气是水痘
病毒特别活跃的时候，应注意保持环
境整洁，空气流通。在学校等场所
中，应加强教室的通风、换气，也可采
取紫外线照射等方法实施空气消毒。

注意隔离，水痘患者在出疹期要
严格隔离，应予呼吸道隔离至全部疱
疹结痂或出疹后7天。

接种疫苗，对易感儿童接种冻干
水痘减毒活疫苗，接种疫苗后15天产
生抗体，30天时抗体水平达到高峰，
抗体阳转率95%左右，免疫力持久，
接种水痘疫苗是预防和控制水痘的
有效手段。

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应重视通
风换气，避免与染病患者接触，做到
勤洗手，保持皮肤清洁，尽可能减少
皮肤的破溃，防止继发感染。对于
高危人群（某些体弱儿童或原有慢
性疾病等免疫力下降者）的接触者，
可应用水痘痊愈期血清或丙种球蛋
白等进行被动免疫。

秋冬季传染病不得不防
疾控专家开出预防处方

在对有需求的约定人群提供基
本医疗预约门诊和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的同时，通过预约、互动等在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站）、居委会及其家庭
中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自我管理。

“家庭医生”如何收费

家庭服务医生提供的服务大
多都属于12项国家公共卫生服务
范畴内，此外，在实施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免费服务外，根据签约
居民的需求，家庭医生可以提供个
性化有偿服务，费用按物价部门定
价（或双方协商）收取。

海口实施“家庭医生”服务12个试点

东方洋社区卫生服务站、秀新
社区卫生服务站、滨濂社区卫生服
务站、金海社区卫生服务站、山高社
区卫生服务站、滨涯社区卫生服务
站、府城社区卫生服务站、忠介社区
卫生服务站、新利社区卫生服务站、
国兴社区卫生服务站、锦山里社区
卫生服务站、南宝社区卫生服务站。

简讯

10月14日，海口市琼山区府城忠介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疗服务团队走进中山北路80岁苏振昌老人
的家里，这是苏振昌夫妇与服务站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后获得的医疗服务。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