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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疾控中心提醒

春节来到，恣意吃喝，每
逢佳节胖 3 斤的日子又来
了。在此，云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对食品安全
温馨提醒：食用以下菜肴
时，安全问题不能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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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制野生菌
美味指数：
★★★★★
高危指数：
★★★★★

很多云南人的年夜大餐都少不了菌
子，野生菌不只是新鲜的时候吸引人，保
存了美味的干制野生菌和速冻野生菌也
非常受欢迎。新鲜的牛肝菌根据生物形
态可以基本辨别可食用的种类，但是干制
之后便很难区分。近年出现了因为食用
干制野生菌而中毒的案例，因此年夜饭上
的干菌要谨慎对待。

烹调这 3 道菜肴要注意
让年夜饭吃得安全放心

鲜嫩的“生皮”

以防止寄生虫的感染。

美味指数：
★★★★★
高危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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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皮，
白族话又叫
“黑格”
。逢年过节，
白族人家的餐桌上总会有这道独特的美
味。火烤之后，猪皮立熟而皮下的肉也至
少七成熟以上了。靠近后腿部分的肚皮部
分最为柔嫩，
分开切成细丝，
佐特制蘸水而
食。其实不只是大理，云南各地都有过年
吃杀猪饭的风俗。杀猪饭的 宴席之上，
也
常常会把最嫩的肉直接拌入佐料生吃。
生食肉类虽然极尽鲜美，但是感染寄
生虫的风险也是极高。肉类、海鲜中带来
的寄生虫，都属于蛋白质，大多数可通过
高温消灭。在食用时都应尽量避免生食，

省一院专家挨你说：

改掉这些习惯 痔疮不来找你

美味指数：
★★★★★
高危指数：
★★★★

1. 食品分类保存，生熟分开，再次食用
要彻底加热。
2. 不要食用“新奇”
“野味”等不常食用
或从未食用过的食物以及易过敏食物，切
忌食用草乌、
附子、
附片等有毒中药材。
3. 理性、
合理的购买食材，选择正规商
场或有资质的网络平台。外出就餐也要选
择干净卫生的餐馆。
4. 远离暴饮暴食、
确保食品安全，健康
高于财富。
本报记者 陶彦然

昆医附二院医务人员
无偿献血 90500 毫升
播报

的特点。在省一院儿科新生儿无陪护
病房，成功救治多例胎龄 26~28 周、体
重<1000 克的超低出生体重早产宝宝，
其中还收治过 700 克的极低体重早产
儿，救治危重新生儿的成功率与国内先
进水平接轨。
针对早产/高危儿，
省一院儿科凭借由
新生儿、
小儿神经、
保健及康复等专业人员
组成的一支优秀团队，
进行系统健康管理、
风险管理及早期干预，
有效提高早产/高危
儿的生存质量。
本报记者 王劲松

长长久久的“长菜”

长菜是昆明年夜饭中极具特色的一
道菜。长辈们将白菜、豌豆尖、青蒜、韭菜
等蔬菜不切断，撕开成长条放入锅中，用
腌肉汤煮出一大锅。这锅长菜要从除夕
吃 到 正 月 十 五 ，寓 意 长 长 久 久 ，清 清 白
白。菜也长长，
吃的时间也长长。
但是，长长久久的长菜煮的久了就会
慢慢发酵，微生物也会大量繁殖。每顿饭
之前，要将这锅长菜多煮一会，充分沸腾，
才更能长长久久平安健康。

省一院儿科成为
省级危重新生儿抢救中心
2 月 9 日，云南省卫生计生委授予云
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云南省省级危
重新生儿抢救中心”匾牌。据悉，该中心
承担着全省新生儿远程会诊工作，与基
层医院建立双向转诊机制，开通抢救危
重新生儿的绿色通道。
省一院儿科 NICU 具有 56 张床位的
规模，患儿来自全省，最多时可收治 80
多个患儿。省一院儿科米弘瑛主任医
师介绍，随着 NICU 技术的不断发展，
大大提高了早产儿的抢救成功率，早产
儿呈现出胎龄越来越小、体重越来越低

温馨提示

春节前后，正是临床用血紧张时期，
为缓解这一局面，2 月 9 日，昆明医科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也积极参与到“第八届
医务人员无偿献血月”活动中。据悉，共
有 346 名白衣天使参与献血，共捐献出
90500 毫升血液。
“医务人员无偿献血的行动，不仅能
为患者带来益处，更重要的是对大众的
带头示范作用。”医务处副处长钟勇表
示，昆医附二院已经连续 8 年开展医务
人员无偿献血活动，每年都有约 300 人

参与其中，而受到他们的感染，现场不少
患者家属也前来献血。
正在排队献血的急诊外科副主任医
师何绍烜今年已是第 13 次无偿献血，而
他们团队报名献血的就有 10 多位。他
说：
“ 作为临床一线人员，我们更加知道
血液对于病人的重要性，因为用血紧张，
很多大手术不得不择期进行。实际上，
健康人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对身体造成损
伤，还能促进血液再生、促进新陈代谢，
是一件利人利己的好事。”
本报记者 闵婕

肛门坠胀疼痛 原是盆底疾病
省中医医院特色疗法为患者解除疾苦

痔疮发作起来让人坐立难安，俗话说“十人九痔、十男九痔”，可
见痔疮的发病率极高。你可能没想到，女性比男性患痔疮的人
更多。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肛肠科主任张振勇介绍，女性由于
生理因素及孕育等影响，痔疮的发病率很高，故有“十女十痔”
之说，只是以前受传统意识束缚，女性不便就医罢了。

“每天要解大便 10 余次，肛门坠胀疼痛，严重影响夜间睡眠，而
且经常有稀便不受控制地流出来，给生活带来很大困扰。
”去年
底，刘阿姨在做乙状结肠癌术后 1 个月，因肛门坠胀疼痛半月到
云南省中医医院肛肠科就诊。

痔疮到底是啥？

特色治疗 两天症状缓解

张振勇介绍，
痔——其实就是肛垫病
理性肥大、移位及肛周皮下血管丛血流瘀
滞形成的团块。痔疮常见症状：便血、脱
出、
肛门潮湿、
瘙痒、
疼痛、
排便困难。
可能你会说：
“我又没惹着它，
咋个就找
上门来了？
“
”错！你没惹它，
它是不会自己
找上门来的。
”张振勇说，
以下这些人就是
惹着它了，
不信你再好好看看，
对照一下。
⑴爱吃辛辣刺激饮食者：辣椒在消化
道不易被消化吸收，
在肛门直肠部刺激黏膜
和肛窦，
而导致静脉充血和肛窦发炎。酒精、
饮料除了能引起痔静脉充血外，
还可减弱血
管壁的抵抗能力。

⑵久坐、久站、过劳者：久坐、
久站者，
局部血管的血液活动受阻，
静脉回流受到影
响，
容易发生痔疮。人体在疲劳的情况下，
血
管壁的抵抗力也相应地减弱，
一旦血管内压
力增高时，
就容易破损而出血。
⑶便秘患者：大便时往往用力挣，
引起
腹压急剧增高，
静脉丛就会因此而屈曲、
扩
张，
遇到薄弱的血管壁则会破损出血，
加上干
硬的粪便通过曲张的静脉丛时，
会擦伤血管
壁而使痔疮发作。
⑷孕妇：妊娠后期，
随着胎儿的不断生
长，
子宫也日益膨大，
可以直接压迫下腔静
脉，
导致痔静脉丛的扩张而形成或加重痔疮。

痔疮会变癌吗?
改变饮食结构、多饮水、多进膳食纤
维；劳逸结合，适度运动；保持大便通畅、
防治腹泻和便秘；保持会阴清洁等，就能
减少痔疮找上门的机会。
有的病人得了痔疮以后十分害怕，
唯恐会转变成癌症。
“痔疮只是直肠下段
及肛门管壁内静脉丛扩张、屈曲、隆起的
一种单纯的团状的血管瘤，这种血管瘤
属于良性的肿瘤。”张振勇说，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发现由于痔疮而产生癌症的

现象。患了痔疮不要紧张，应及时去医
院检查治疗。相反，认为痔疮是小毛病
而不加以重视，拖延日久，则可形成脱
肛、贫血以致气血亏损使身体逐渐虚弱，
并且还会并发其他疾病。
本报记者 王劲松

刘阿姨入院后，谢钧主任、贺潇月主
治医师根据患者症状、病史和各项检查
结果，考虑患者因乙状结肠癌切除手术
损伤了盆底神经肌肉组织，并伴有吻合
口炎症等原因，导致患者盆底功能障碍，
肛门感觉性失禁。
根据上述诊断和病人个体情况，科
室制定了盆底综合治疗方案，采用电针

八髎穴、生物反馈治疗、辨证取穴穴位贴
敷、中药保留灌肠等多种手段。仅仅两
天时间，刘阿姨肛门失禁、肛门坠胀疼
痛、便次多症状明显缓解，终于可以睡个
安稳觉。完成 1 个疗程出院时，刘阿姨恢
复了每日排便两次的正常状态，肛门失
禁症状完全消失，肛门坠胀疼痛减轻了
70%。

盆底疾病 多见于女性病人
对大部分人来说，盆底疾病是一个
新鲜的名词，但它就在大家身边。云南
省中医医院肛肠科专家谢钧主任介绍：
“盆底疾病主要表现为盆腔器官，如子
宫、阴道壁、直肠脱垂和压力性尿失禁、
大便失禁、便秘、肛门坠胀疼痛等，多见
于中老年特别是女性病人。临床多见诱
因有盆腔肿瘤、泌尿系和骶尾部手术、产
伤、性激素缺乏等。
”
虽然盆底疾病不像心脑血管疾病、
癌症等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但却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病人的生活与人际交
往，在折磨患者身体的同时，也会使其产
生自卑与情绪沮丧、食欲下降等心理障

碍，给患者带来身心双重痛苦。
云南省中医医院肛肠科从事盆底疾
病研究诊治 6 年余，团队人员经验丰富。
科室从长期的临床治疗和研究中总结出
手术、针灸、生物反馈、肌电刺激、辨证论
治中药内服外用、家庭康复训练等多途
径治疗措施，为像刘阿姨一样的盆底疾
病患者解除疾苦，恢复正常生活。
本报记者 闵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