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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边吃菠萝蜜边
讲话，果核滑入胃里

苏北医院内镜诊治中心医师
孙超介绍说，上周五晚上，小飞吃
完晚饭后品尝菠萝蜜。 他一边吃
着菠萝蜜，一边和父母聊天，一不
小心果核竟滑到肚子里了。

“爸爸，果核掉到肚子里了，
咋办呢？”当时，小飞咳嗽了几声，
身体并没有出现明显不适。 父亲
赶紧将他送到苏北医院急诊。当
晚，急诊科医生经过拍片等检查，
确认果核是滑进了胃里。

孙超说：“当时由于胃里食物
多， 男孩和家人又有些紧张和顾
虑，索性决定第二天来处理。”

医生自制“网兜”巧
妙取出果核

18日早上10点半左右， 小飞
来医院门诊复诊。 孙超说：“果核
比较大，直径约有3、4厘米，而且
它表面也特别滑， 用常规取异物
方法不易取出。 我跟他父亲建议
用无痛方法取， 并解释不影响智
力。” 孙超解除了小飞家人顾虑
后，想到针对这个大而滑的果核，
用类似“捞鱼一样的网兜”来取比
较合适， 但医院并没有现成的网
兜。

于是，孙超根据需要，特地拿
出无菌橡胶手套， 剪掉手套下面
部位， 将上面部位做成了网兜式
样的东西。 之后孙医师用异物钳
将此慢慢送进小飞胃里。“取的时
候也有难度， 由于那么大个果核
在胃里，这个网兜样的东西又不好充气，难以张开，期间麻醉
科医生、护士也积极配合，大家小心翼翼用钳子拨，拨开后好
不容易将果核弄进兜里；最后想着往上拉，但拉的时候也费了
好大力气，需要不断调整网兜的方向。”

最终花了半小时，果核被成功取出。

进食切忌匆忙，误吞异物要及早就医

孙超介绍，如果菠萝蜜果核长时间不取出，可能对胃壁有
刺激，慢慢有腐蚀，导致溃疡形成。“患者可能有腹痛等明显症
状， 果核如果一旦不小心下去了， 到了小肠， 可能导致肠梗
阻。”

“一年里遇到的误吞异物的患者很多，从去年一年接诊情
况来看，就有490例误吞异物的患者，情况有轻有重。”苏北医
院内镜诊治中心主任医师刘军提醒，为防止“误吞异物”意外
事件的发生，市民，尤其是老人和孩子，进食切忌匆忙，需要养
成细嚼慢咽的好习惯。如果发生误吞异物卡入食管的现象，千
万不能自行吞咽异物，试图将异物带下。遇到上述情况时，应
尽早到正规医院请医生诊治。此外，诸如枣核等尖锐异物存在
在食管内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会继发感染，导致食管穿孔，危
及生命。 苏宣 丁云

鱼水深情满龙川
———江都第六次荣膺省级双拥模范城综述

江都是革命老区，在这片红色热土
上，人民与军队曾用鲜血和生命共同书
写了“民拥军、军爱民”的光荣历史。近
年来，江都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应
时而变、应势作为，瞄准军民深度融合
新目标，积极创新思路举措，努力打造
“品牌 、现代 、温暖 、全民 ”四大双拥体
系， 推动双拥工作迈上新台阶。7月30
日，江都区第六次被省委、省政府、省军
区命名为江苏省双拥模范区。

品牌双拥 铸就龙川长城

江都区委、区政府历来重视双拥工
作，明确提出要把双拥工作作为一个品
牌来打造、作为一项事业来推进、作为
一种文化来培育，并坚定不移深入推行
和实践。

围绕打造双拥品牌，江都打造“国
防时空”、“龙川长城”、“江都民兵”、“热
土烽烟”、“永远的橄榄绿” 等一批地方
知名双拥品牌栏目， 定期开展双拥宣
传，有效扩大江都双拥影响力。其中双
拥专题电视栏目“龙川长城”被全省推
广。

在这片热土上，先后涌现出了模范
烈属张秀英、一等功战士李元亮，全国
劳模、好军嫂陈巧云，全国优秀退伍军
人、全国十大慈孝人物李彬等全国双拥
典型， 他们的先进事迹传唱大江南北，
感动中国。近两年，又培植推出一家四
代人五十八年爱心接力义务照顾残疾
军人的当代红嫂舒长珍、照顾牺牲战友
母亲的优秀退伍军人马一尘、退伍后创
业并回报社会的董文平等优秀双拥新
典型。

如今，走进江都，这座充满现代气
息的城市，双拥文化正散落在城乡的角
角落落。在城市入口，区委、区政府永久
设置大型双拥宣传栏，将双拥作为标签
贴在“城市门户”；吴桥镇陈毅广场的雕
像、许晓轩故居、三江营，这些地标代表
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

江都儿女。

现代双拥 彰显时代特色

主动适应发展新形势，通过现代化
手段创新开展双拥工作，为双拥工作注
入新活力。在明确现役军人子女免费自
主择校基础上， 创新成立军人子女驿
站，及时帮助军人子女解决学习生活困
难。在区图书馆三十多年如一日援建军
营图书室、 更换图书16万册的基础上，
率先成立“书香军营示范基地”，并赠送
军地两用借书证和预约图书联系卡。在
完善涉军维权网络的基础上，设立扬州
首家“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站”，帮助
调解涉军矛盾纠纷。

充分利用许晓轩故居、郭村保卫战
纪念馆、 吴桥陈毅广场等红色资源，打
造红色旅游和廉政教育基地，拓展烈士
褒扬和国防教育“第二空间”。利用江都
职教集团等优质教育资源，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 累计参训退役士兵1987名，参
训和就业率分别达94%和100%。利用本
土特色技能，在开展军地两用人才培训
中，将“三把刀”、花木盆景等本土技能作
为培训项目。江都好人联合会成立拥军

分会、龙川情优抚社工事务所，军干所印
发生活服务清单，开展24小时服务。

温暖双拥 提升双拥优待标准

严格落实抚恤定补标准自然增长
机制，几年来，累计发放退役士兵一次
性经济补助金、待安置期间生活费和义
务兵家庭优待金1.51亿元，“两参”生活
补助2586万元。

筹集314万余元为重点优抚对象办
理各类医疗保险，发放医疗补助2069万
元，率先对重点优抚对象门诊费进行据
实报销、 上不封顶。24名军队离退休干
部、51名无军籍职工各项待遇得到有效
落实。认真落实安置政策，几年共安置
转业干部66名， 全部列入行政编制，接
收退役士兵2109名，其中74名符合政府
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列入事
业编制，优秀退役士兵被作为村官后备
干部培养。由于政策落实到位，激发了
适龄青年参军热情，几年共向部队输送
优质兵员1868人。

春节、“八一”建军节，各级党政领
导都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并增设专项解
困金100万元。举办退役士兵欢迎会，欢

迎广大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创业，增强军
人荣誉感。各镇全面启动优抚工作驿站
建设，区财政每年每站补助8万元，服务
优抚对象更加便捷，切实解决军人的后
顾之忧。

区设立双拥基金50万元，每年将15
万元双拥和国防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
算。 积极落实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全
区所有停车场对军车实行免费开放，供
电、广电、电信等对驻区部队建设优先
优惠，减免费用35万元。交通部门为残
疾军人、现役军人、重点优抚对象减免
交通费50多万元。免费为军嫂办理乘车
卡、游园卡等。

全民双拥 深化军民融合

江都围绕军民深度融合目标，全力
打造全民双拥，凝聚军地合力、政企合
力，共同推动双拥工作开展，被省国动
委评为军民融合先进单位，在全市军民
融合及经济动员工作考核中，江都获县
市区唯一一等奖。

全面推进社会双拥组织网络建设，
全区30%以上的“两新组织”建立了双
拥组织或明确专兼职双拥工作人员，全
区直接或间接参与双拥活动的“两新组
织”近3000家。全区上下形成了涵盖党
政机关、部门单位、基层镇村、企业社团
的双拥网络。

完善全民双拥“三大机制”，即双拥
活动机制、双拥激励机制、评先评优机
制，利用每年重大节日举行军民联谊及
文艺演出等双拥活动， 表彰 “最美军
嫂”、“守江爱江好军人”、“最美拥军人
物”等先进双拥典型，有效激发了社会
各界参与和服务双拥的热情。

如今的龙川大地，处处涌动着“军
爱民、民拥军”的双拥热潮，在成功“六
创”省级双拥模范城的基础上，江都区
将继续大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
良传统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勠力同
心，勇于创新，携手开创全区双拥工作
新的辉煌。 李正明 毛彩云

立功喜报送上门 拥军优属暖人心

“八一 ”建军节前夕 ，仪征市委常
委、市人武部政委施家新率真州镇政府
及该市民政局、 双拥办等相关单位人
员，前往现役军人郭克家送喜报，祝贺
他在部队荣立二等功， 为家乡争光，并
送上奖励金，表达党委政府的关怀。

现役军人郭克家住真州镇梓橦社
区，2002年9月入伍， 现任空军某导弹
营营长，少校军衔 。任职以来 ，郭克带
领官兵圆满完成多项国家级重大活动

空中安保任务 。2015年到
2016年，郭克带领官兵深
研战法训练、深挖武器潜
能，创造性提出某抗击战
法，实现现有武器装备条
件下的战力突破。上级军
事机关于 2016年授予郭
克二等功，以表彰他在工
作中的优秀表现和突出
贡献。

郭克的家人接过立
功喜报时， 感到很欣慰，
也很高兴，希望郭克在今

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再立新功，并表
示将继续支持他的工作， 做称职的军
属。

施家新一行表示祝贺的同时，仔细
询问了军人家属的生活情况，了解实际
困难， 感谢他们培养了优秀的军事人
才。施家新希望他们继续鼓励孩子在保
家卫国的神圣岗位上学习好训练好，积
极进取，努力工作，争取取得更大成就。

崔国庆

拥军卫生室正式揭牌
武警高邮中队与蒲公英志愿者协会共建出新招

8月8日下午，武警高邮中队与高邮
市中医院蒲公英志愿者协会共建仪式
在武警中队举行。

在共建仪式上， 高邮市文明办、卫
计委相关科室负责人分别以一名退伍

军人的身份发表了讲话，
并勉励武警战士们继续发
扬军人的优良品质， 为建
设高邮作出新贡献。

随后，“军爱民、 民拥
军、军民一家亲”爱心卫生
室正式揭牌， 爱心卫生室
的建立为蒲公英志愿者协
会拥军志愿服务增添了新
阵地，为送医疗、送健康拥
军慰问活动的长期持续开
展提供有力保障。

最后， 揭牌仪式在全
体人员一首嘹亮的军歌声

中结束，蒲公英志愿者协会给武警战士
们送上了医疗救助物品，志愿者们为武
警战士艾灸、按摩，询问他们平时训练
的情况，并有针对性地传授训练伤防治
相关知识。 王红梅

扬州日报
市双拥办 联办

为缓解空调房干燥的空气，很多人会选择使用加湿器，但是———

加湿器使用不当或得肺炎
“最近天气热得不像话，要靠空调才能续命！”市民陈小姐说，但是空调房又总是干燥得厉害，“为了

缓解空气干燥，又不得不选择使用加湿器，为了空气清新，还在加湿器里加上各种好闻的香薰。”

不少市民都有陈小姐这样的感受，但是养生专家说了，使用加湿器也有一定讲究，如果使用不当的

话反而影响健康，甚至会让人得肺炎。

不要添加其他物质
除了香薰，有些人为了起到保健效果，

还会在加湿器里添加醋、 板蓝根、 杀菌剂
等，实际上这样更危险。杀菌剂里的成分雾
化跑到空气里， 被吸入后对人体的肺部和
支气管上皮细胞会产生刺激， 如果消毒剂
浓度过高，甚至会导致上呼吸道损伤。食用

醋、花露水加入加湿器里，雾化后再稀释到
空气中，既达不到杀菌的浓度和作用，还会
刺激咽部黏膜，造成呼吸道不适症状。加板
蓝根到加湿器中，也没有科学依据。板蓝根
是冲剂，一般通过人体肠道来吸收，不能通
过呼吸道吸收。所以，不要给加湿器随便加
料，别让任何制剂污染加湿器内部环境。

本报综合

用水有讲究
加湿器直接加自来水是大家常犯的错

误。加湿器是将水雾化后增加空气湿度，在
这个过程中，被雾化的不仅仅是水，还有水
里的各种矿物质。 自来水中含有各种金属
离子和杀菌成分，会随着雾气进入空气中，

被我们吸进体内。虽然，人体内的呼吸道具
有自净功能，一定量的钙离子、镁离子可通
过人体代谢掉， 不至于对呼吸道有太大影
响。但安全起见，还是建议使用瓶装纯净水
或矿泉水，如果觉得成本太高，也可以把自
来水烧开后晾凉再使用， 有孩子的家庭更
要注意，因为孩子的呼吸道更加敏感。

控制好湿度
长时间使用加湿器室内湿度会过高，

潮湿的环境会给霉菌提供滋生条件，对部分
呼吸道疾病的易感人群及儿童，会产生不利
影响。当室内湿度达到合适的程度时(相对

湿度为40%-50%)，就应该关掉加湿器。
最好在室内安装一个湿度计； 没有湿

度计的家庭， 可在使用加湿器2小时后，停
一段时间；不要将加湿器开到最大，避免加
湿器附近湿度过高； 还要注意让室内空气
流通。

注意使用距离
由于加湿器附近湿度较高， 最好与人

保持1米左右的安全距离，可放置在距地面
0.5米至1.5米高的稳定平面上，以保证加湿

效果。
另外，加湿器最好摆放在与所有家电、

家具1米距离左右的地方，以防受潮。也不
要把加湿气挨着墙放， 那样加湿器喷出的
雾气容易在墙上留下白印。

勤换水，定期清理
加湿器如果不定期清理，暗藏在内的

霉菌等微生物会随着喷出的气雾进入室

内，定期清洗很重要。清洗时，尽量少使用
杀菌消毒剂 ，可用流水反复冲洗 ，用软布
拭去水箱周边的水垢。 最好每天换水，每
周对加湿器的水箱做一次彻底清洁。

1.首选冷蒸发式
2.用蒸馏水、纯净水或白开水
3.室内湿度保持在40%-50%
4.放置在离人1米左右的安全距离
5.不加醋、香薰及杀菌剂等
6.每周清洗

加湿器
使用小贴士

A加湿器确实可净化空气增加湿度

加湿器确实可以净化空气，增
加湿度，可以有效缓解因室内湿度
过低，引起的人体皮肤和呼吸道刺
激；美国儿科学会（AAP）也建议，
在宝宝感冒或鼻腔干燥时，使用加
湿器可以让宝宝更舒服一些。但最
近有很多新闻报道提出加湿器会

引起“加湿器性肺炎”，这是怎么回
事呢？事实上，从目前出现的加湿
器导致“吸入性肺炎”的病例报告
来看： 主要是因为加湿器使用不
当， 导致喷雾中含有杂质造成的，
并不是由于加湿器造成的细菌或
病毒性的肺炎。

加湿器和香薰机有区别

先注意一点，香薰机和加湿器
是两种概念， 很多人都会混淆，直
接把香薰加在加湿器里。实际上是
错误的做法。香薰机，多采用PP材
质，专为精油使用设计，腔体可加
入纯植物精油。 出雾均匀细致，使
用、清洗都比较方便。但是在增加

空气湿度方面效果略差于加湿器。
而加湿器，多采用ABS或者AS塑料
材料，不耐精油腐蚀，只能加入清
水，出雾颗粒大且重，雾量浓厚，主
要功能为加湿。所以，使用香薰要
用专门的香薰灯，而不要在加湿器
里随便添加。

B

如何选择适合的加湿器

目前我国市面上常见的家用
加湿器分为以下几种：

超声波式：通过超声波振动把
水打成极小的水滴再喷出来，能看
到明显的水雾。

优点：价格便宜、体型小、方便；
缺点： 无法过滤水中杂质，对

水质要求高； 水雾无法均匀地分
布。

冷蒸发式也叫无雾式：原理是
把水吸到滤网上，然后用风扇吹湿
润的滤网，从而产生湿润的空气。

优点：通过“蒸发”原理释放出
来的水分子杂质较少，水雾均匀；

缺点：贵。
热蒸发式也叫蒸汽式：原理是

把水加热至沸腾，然后把水蒸气用
风扇吹出来。

优点：同冷蒸发式一样，舒适
自然；

缺点：贵、相对危险（水蒸气有
烫伤风险）、耗能较大。

所以一般建议条件许可的家
庭，最好买冷蒸发式加湿器。

17日晚上，15岁男孩小飞在父母的陪同下，急
匆匆地赶到苏北医院急诊。原来，晚上小飞吃菠萝
蜜时，果核不小心滑进了肚子里，医生检查发现，
果核掉进了小飞的胃里，由于果核较滑，想要取出
还有一定的难度。第二天中午，医生运用自制“网
兜”，才将果核顺利取出。

使用加湿器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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