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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健脾祛湿不成诱发冠心病
高邮一老板红豆薏仁里动手脚，用白砂糖代替冰糖

红豆薏仁枸杞粉能润肺

止咳，降温祛暑，是夏季良品。
记者昨获悉，高邮一家食品企
业，因未在该食品标签上标注
反式脂肪酸含量， 被举报查
处。同时还发现老板在配料里
动了手脚， 用白砂糖代替冰
糖。据介绍，反式脂肪酸每增
加2个百分点， 冠心病发生率
增加一倍。

本月注意防蚊防痢疾
市疾控中心发布七月防病提示

近日，市疾控中心发布7月防病提示。
7月份本市将进入炎热季节， 温度明显升
高，这时应做好细菌性痢疾、狂犬病、虫媒
传染病、中暑等疾病的预防。

注意夏季饮食饮水卫生
预防肠道传染病发生

肠道传染病当前仍以细菌性痢疾多
见。细菌性痢疾是由志贺氏痢疾杆菌引起
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临床上表现为腹
痛、腹泻、大便呈粘液、粘胨或脓血便，伴
腹痛，部分病例可出现发热等症状，症状

严重的可出现中毒型菌痢。该病主要通过
水源、食物、和日常生活接触传播。7月始
发病随气温升高会步入高峰期；学龄前儿
童、 小学生及青壮年是主要发病对象。市
民在细菌性痢疾好发季节应注意饮食饮
水卫生，做到喝开水、食用安全卫生食品，
不吃不洁、不卫生的食品，养成勤洗手等
良好个人卫生习惯。

做好防蚊灭蚊工作
预防乙脑、登革热、疟疾
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 、疟疾均通

过蚊子传播的急性传染病。 当人体被携
带乙脑病毒或登革热病毒等的蚊子叮咬
后，可出现相应症状。流行性乙型脑炎呈
现持续性高热 ，伴有头痛 、呕吐 、意识障
碍 、抽筋 、脑膜刺激症状 ；登革热呈现发
热、畏寒、乏力、伴头痛、眼眶痛、肌肉痛、
关节痛、骨骼痛；皮疹及有出血倾向等症
状。

近年来， 乙脑发病病例虽仅是个数，
但由于发病症状凶险且儿童为主，防蚊措
施不可松懈。登革热、疟疾等相关疾病发
病以出国打工人群为主，在东南亚、非洲

等登革热、疟疾流行的国家旅游、工作，应
认真做好防蚊、灭蚊。

7月份除要加强夏季传染病外， 应对
儿童、青少年暑期安全教育，防止游泳、嬉
水时发生溺水事故。 市民应注意劳逸结
合，保持良好生活节奏，家庭使用空调时，
室内温度应保持在25℃－27℃， 相对湿度
50％－60％，平时注意定期开窗通风，以防
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等呼吸道传染病
的发生。 杨疾萱 丁云

今起迎来40天“加长版”三伏天，“冬病夏治”正当时

头伏来了，该贴“三伏贴”了
中医专家：贴“三伏贴”有讲究，“冬病夏治”也并非人人都适合

今日起，全市将迎来40天的
“加长版”三伏天。中医认为，春夏
养阳，夏令三伏，机体各种机能条
达，经络通畅之时，正是扶正培本、
滋养阳气的有利时机。很多人会选
择此时“冬病夏治”，而“冬病夏治”
的“三伏贴”是极具中医特色的理
疗手法，可以调节免疫，祛病强身，
特别是对于一些顽固的慢性疾病
起到明显的治疗作用。不过，专家
表示，“冬病夏治”并非人人都适
合，贴“三伏贴”也有讲究。看看中
医院专家怎么说。

昨天，记者在市中医院门诊大厅看
到，不少市民前来预约，并咨询“冬病夏
治”等相关事宜。其中，不少中老年人纷
纷预定“三伏贴”，还有家长带着孩子来
预定。

据了解，“冬病夏治”是指那些冬季

易发病或病情易加重，到夏季病情缓解
的慢性疾病，通过在夏季阳气旺盛的时
期进行中医调理治疗，能够明显提高疗
效，增强机体抗病能力，巩固远期疗效，
预防和减少各季发病的一种治疗方法。

市中医院治未病中心副主任、中医

专家高慧介绍，一切中医所指的虚寒性
疾病都可采用“冬病夏治”的方法进行
治疗，如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
炎、风湿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畏寒
症以及脾胃虚寒类疾病等。根据“天人
合一”、“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理论，
三伏天期间是全年中天气最热、阳气最
盛的阶段，在此期间，人体腠理疏松、经
络气血流通， 有利于药物的渗透和吸
收，是“冬病夏治”的最佳时机。

根据中医理论每伏第一天是开
穴的日子，此时“三伏天”疗法效果
最佳。若错过了这天，初伏内无论哪
天贴，效果也都可以，患者只要在接
下来的中伏、 末伏对应的日子贴敷
就行。三次为一个疗程，每年贴1—2
个疗程，连续3年；每次间隔7—10天
左右 。病史较长或病情较为顽固者
可适当增加贴敷次数， 贴敷时间一
般不超过6小时。专家表示，贴“三伏
贴”期间要注意综合调养。

1. 治疗期间，更应注意夏季特
点，从饮食、药物及起居方面进行综
合调养。

2. 药物贴敷后，多数患者会出
现麻木、温、热、痒、针刺、疼痛等感
觉，也有部分患者无明显感觉，这些
均属于药物吸收的正常反应。 如果
感觉特别剧烈、 达到难以忍受的程
度，请患者及时取下药物，用清水冲
洗局部。

3. 贴敷药物期间 ， 应减少运
动、避免出汗，尽量避免电扇、空调
直吹，以利于药物吸收。

4. 应尽量避免食用寒凉、过咸
等可能减弱药效的食物； 应尽量避
免烟酒、 海味及辛辣、 牛羊肉等食
物，以免出现发疱现象。

5.敷贴的时间不宜过长 ：成人
每次敷贴时间约2-5小时。 儿童每
次敷贴时间为0.5-2小时，以儿童皮
肤承受度为限，但必须因人而异。皮
肤比较敏感的患者， 需仔细观察敷
贴过程中皮肤的反应，若灼热刺痛、
发痒发热明显，则应及时取下药物。

1.呼吸系统疾病：过敏性鼻炎、
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咳
嗽、慢性咽炎、慢性阻塞性肺病等；

2.骨关节疾病：颈肩腰腿痛、强
直性脊柱炎、 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
炎等；

3.妇科疾病：痛经、月经不调 、
妇科炎症、产后腰痛、宫冷不孕等；

4.胃肠道疾病：胃寒、胃痛、慢
性胃炎、肠炎腹泻、结肠炎、腹部畏
冷不适等；

5.体质虚弱、免疫力低下：体弱
畏冷、虚性头痛、经常感冒等；

6.小儿泄泻、小儿肺炎、小儿厌
食、小儿遗尿等。

贴“三伏贴”
要注意什么？

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

众人争相预约“三伏贴”

名医堂

今天是三伏天的头伏， 上午
8:00—11:00， 市中医院门诊大厅
将举行“冬病夏治三伏贴”大型义
诊活动， 届时相关专家将免费为
前来“三伏贴”的市民搭脉献方，
开中草药的市民可免快递费送至

家中， 参与的市民同时可品尝养
生茶，体验艾灸、拔罐、刮痧、耳穴
压豆等中医治疗保健项目， 现场
还有中药特色制剂、驱蚊香囊、防
痱子水等中医保健产品展示 。

红芳 丁云

专家免费
为市民搭脉献方

义
诊
行
动

“冬病夏治”并非人人适用。专
家提醒， 应该慎重选择这种治疗方
法，否则不但不能治疗疾病，反而会
因使用助阳的药物，耗伤阴液，引发
其他问题。

高慧提醒，孕妇；有严重心肺功
能疾患；严重糖尿病患者；对贴敷药
物有明显皮肤过敏者； 皮肤长有疱

以及有破损者；疾病发作期（如哮喘
正在发作者、咳嗽剧烈、发热的病人
等）等6类人群应禁用或慎用。“冬病
夏治敷贴膏中很多中药都是热性

的，因此阴虚火旺，阳盛，湿热等火
热证不适合！”高慧说，3岁以下儿童
由于年龄小，体质没有完全发育，皮
肤娇嫩，因此并不适合三伏贴。

“冬病夏治”并非人人适用

据举报人反映，他从高邮甘垛一家食品
生产企业， 订购了30罐红豆薏仁枸杞粉，食
品标签上标注含氢化植物油，但没有标注反
式脂肪酸含量，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

接到举报后，高邮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
员前往该企业检查， 没有发现库存产品。企
业负责人称，杂粮保质期较短，现做的口感
好，因此他们都是根据客户订单生产，没有

存货。
执法人员从仓库里发现几张未用的食

品标签，标签显示食品名称是红豆薏米枸杞
粉和红豆薏仁枸杞粉，标签上配料中有“植
脂末 （葡萄糖浆 、氢化植物油 、乳粉 、酪蛋
白）”字样。标签上标注含氢化植物油，而未
标注反式脂肪酸含量。

使用氢化油脂就得标反式脂肪酸含量B
据市场监管人员介绍，氢化植物油含反

式脂肪酸。 虽说经工艺改进的氢化植物油，
可降低反式脂肪酸，但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规定，食品配料

含有或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氢化和（或）部分
氢化油脂时，在营养成分表中还应标示出反
式脂肪（酸）的含量。

反式脂肪酸是对健康不利的不饱和脂

肪酸，据专家研究，反式脂肪的热量占食物
总热量的比例，“每增加2个百分点， 冠心病
发生率增加一倍”。

执法人员查看了企业账册，红豆薏仁枸
杞粉共生产30罐，货值金额920元，违法所得
170元。红豆薏米枸杞粉共生产770罐，货值
金额8855元,违法所得1540元。

红豆薏仁粉用白砂糖代替了冰糖C
此外，在检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车间内

有大量白砂糖，散落在桌上的食品标签显示，
食品名称是红豆薏仁粉，配料中包含冰糖，但
账上记载购进的货全是白砂糖，没有冰糖。

执法人员询问企业负责人，是不是用白

砂糖代替了冰糖。当事人辩解称，冰糖和白
砂糖分子式是一样的，口感也差不多，只是
制作过程不同。执法人员严肃指出，那就应
在标签上标注为白砂糖。《食品安全法 》规
定，食品和食品添加剂与其标签、说明书内

容不符的，不得上市销售。
经再三询问，当事人承认，是为了节约

成本才这样做的， 因为白砂糖比冰糖便宜。
经查， 该产品共生产800盒， 货值金额7200
元，成本价6400元，违法所得800元。

最终，该企业被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
得共52510元。

通讯员 朱玲 本报记者 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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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益夕暖阳社区老年
公益讲堂”在汶河街道荷花池
社区开讲，原广陵区疾控中心
副主任、专家王志军以《老年人
的慢病防治》为题，分别对高血
压、糖尿病、脑卒中等慢性病进
行讲解，并为大家支招如何远
离这些疾病，受到欢迎。

当心体位性低血压

王志军介绍说，三分之一老年高血压
患者可能发生体位性低血压，多见于体位
突然发生变化后，血压突然下降，主要表
现为头晕目眩，站立不稳，视力模糊，软弱
无力等，严重时会发生大小便失禁、出汗
甚至晕厥。此外，老年人对血容量不足的
耐受性较差， 任何导致失水过多的急性
病、 口服液体不足以及长期卧床的患者，
都容易引起体位性低血压。

“老年人由于生理功能减退，常有冠
心病、糖尿病、高脂血症、肥胖症等，患高
血压后容易引起心、脑、肾的合并症，如心
绞痛、心肌梗塞、脑卒中、肾功能不全。”王
志军提醒，老年人平时要注意不要过量饮
酒、过多的脂肪摄入、吸烟等。

生活中要注意“六不宜”

她提醒，老年高血压患者生活中要注
意“六不宜”。即：不宜抬举重物：当全身用
力抬举重物时， 血压可升高50—100毫米
汞柱或更高；不宜情绪激动：无论好事还
是坏事均可引起情绪改变，从而导致血压
升高；不宜用力排便：特别是便秘时，长时
间用力易使血压升高，如果蹲便，突然站
起，更容易发生意外；不宜洗冷热水澡：水
温的冷热刺激， 可使血管过度收缩或扩
张，特别是坐浴时，如水面过高，压迫心脏更容易发生心脑血管
意外；不宜烟酒过量；不宜气温骤降：夏季空调不宜设的温度很
低，室内外温差太大寒冷刺激可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

老年人如何预防糖尿病？

老年人也不想当“糖人”，平时如何预防呢？王志军建议，一
是不暴饮暴食，生活有规律，吃饭要细嚼慢咽，多吃蔬菜，尽可
能不在短时间内吃含葡萄糖、蔗糖量大的食品，这样可以防止
血糖在短时间内快速上升，对保护胰腺功能有帮助，特别是有
糖尿病家族史的朋友一定要记住。二是生活有规律，防止感染
性疾病；不要吃过量的抗生素。三是多锻炼身体，少熬夜。 糖尿
病是一种常见的多发病， 此病到目前为止是一种不能根治，但
可以良好控制的疾病。如果在专科医师的指导下，正确运用好
现在的三类基本疗法，包括饮食、运动、降糖药物在内的综合疗
法，而进行终生性治疗，绝大多数患者可以如正常人一样生活、
工作、颐养天年。

4 三级预防远离“肿瘤君”

据介绍，恶性肿瘤是人体的某些组织的细胞，在致癌因子
的作用下异常增生、生长为一种新生物的病理现象。最初只影
响机体局部的结构和功能，随病程进展，逐渐波及到整体，甚至
危及生命。

如何远离“肿瘤君”呢？王志军建议，平时要注意改变不良
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注意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建立起三级
防护网，即一级预防：病因预防，无病防病；二级预防：定期体
检，“三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三级预防：准确诊
断，合理治疗。 曹霞 取志 丁云

荨市中医院治
未病中心副主任 、
中医专家高慧指导

患者贴“三伏贴”。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上接1版）“正宇”解决了这一
锅炉杂质燃煤的后期尾气处理
难题 ， 让锅炉能够良好运行
……通过一项项技术攻坚和优
良产品，企业订单不断，赢得了
大锅炉的大市场。

通过技术创新抢占行
业制高点，产品打入国际市
场

谈起锅炉生产， 季剑说出
来的都是技术名词和行话，可
鲜为人知的是， 他大学就读的
是中国农业大学， 学的是金融
管理专业， 原先对锅炉生产是
个“门外汉”，但凭着年轻人敢
想、敢干和“干一行、爱一行、钻
一行”的拼劲，他很快就成为行
家里手。

“2015年至2017年，我们仅
科技研发就投入近1000万元，
并创建了扬州市（正宇）高效节
能热能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近3年实用新型专利就累计
获得授权9个、受理3个。公司授
权专利总数达到了25个， 专利
技术应用对保持锅炉产品技术
先进性发挥了核心支撑作用。
我们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转化
率达到96%， 取得了高新企业
技术证书以及8项高新技术产
品认证证书。”季剑介绍说。

一项项专利技术的诞生和
应用， 也推进了企业产品质量
不断提升。“现在我们生产的燃
气锅炉，热效率达到了97.6%，
而同行产品的热效率一般在
95%左右。别小看这小小差别，
一台10吨的燃气锅炉一年就能
节约成本40多万元。”季剑告诉
记者，通过技术创新，企业已抢
占行业的制高点， 以独特的技
术优势和产品优势进入了锅炉
制造的“第一方阵”。

“技术创新，也让我们企业
的产品走向了世界。”季剑告诉
记者， 现在正宇锅炉不仅在国
内市场供不应求， 成为 “康师
傅”、“王老吉”、“现代牧业”、中
煤集团、 中燃集团等国内知名
企业的锅炉制造商， 还打入俄
罗斯、蒙古、越南、喀麦隆和东
南亚、 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市场， 目前企业年出口额
已达到1000多万元。

“国内煤改气给锅炉产业
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企业创新
永无止境。 今后我们将抢抓发
展机遇，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
科研投入，引进高新技术，攻克
技术难题，通过不断创新，推进
企业更快更好发展， 为扬州的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季
剑说。

（上接1版 ） 携手维护多边主
义、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
共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促
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完善全球治理、 推进人类和平
与发展事业。

图斯克和容克表示， 欧中
全面战略伙伴合作意义重大。

欧盟感谢中国支持欧洲一体化
进程， 愿同中国扩大各领域合
作， 密切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协
调。 欧盟和中国都致力于多边
主义， 都主张维护以规则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 在相互尊重基
础上处理国家间关系， 通过多
边协商完善多边贸易体系。

共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

技术创新 引领企业抢占“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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