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苏洪浩 刘秋洪）岚
皋县城太阳梁森林公园综合开发项目一
期工程快速推进，预计 6 月底竣工，投入
使用。

太阳梁森林公园， 总规划区域面积
1.8 平方公里，步道总长 6.3 公里。 该项目
分两期进行 ， 一期项目总投资 1150 万
元，于 2021 年 8 月底开工 ，以健康休闲
步道为主，配套若干公共服务设施，新建
步道 2870 米，新建公厕 3 处、化粪池 3
处、 给排水管道 2150 米。 同步栽植红

枫、 石楠、 银杏苗 2400 余株用于生态修
复。

据悉， 岚皋县城太阳梁森林公园综
合开发项目是 “岚皋县 2021 年十件民生
实事”及“2021 年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在
保持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下， 遵循生态
健康与人类健康的发展理念， 融合森林
的 “自然性 、地带性 、生物多样性 ”等特
征，为市民打造一个集休闲、康养、徒步、
健身为一体的森林公园。

岚皋县城新增一处森林公园

２０22 年 4 月 28 日 责任编辑 周健 组版 勇军
06 科教周刊

热 点

前 瞻

生完宝宝后，月经到底什么时候来？又需要注
意些什么？产后月经的恢复因人而异，也与是否哺
乳、哺乳的频次、妈妈的年龄及生殖功能的恢复能
力、睡眠、心情、精神心理状态等有关。产后不进行
母乳喂养的宝妈，恢复月经的时间会早一些，通常
在产后 6-8 周就会来。 我国非哺乳的女性，平均
在产后 40-50 天恢复排卵，55-60 天恢复月经，大
约 40%的妈妈们会在产后 6 周左右恢复排卵和月
经。哺乳的妈妈月经恢复时间较长一些，一般排卵
和月经的恢复分别延迟至产后的 30-40 周和 8-
15 个月，平均为 8 个月。

月经期间可以继续哺乳吗？ 月经来后乳汁质
量的改变，脂肪减少，蛋白质增加，导致少数宝宝
有消化不良的现象，排卵期间，受雌孕激素变化影
响，母乳中的钠离子水平上升，乳糖水平下降，和
平时相比，母乳的味道会变得稍微有点咸。出现这
种情况，不要停止哺乳，这些都只是暂时的。 妈妈
们应该加强营养，多吃一些汤类食物。 多休息，保
持心情愉快。

产后月经需要注意：及时更换内裤和卫生巾，
预防感染；不吃生冷辛辣刺激食物，多饮开水，注
意保暖；注意休息，避免熬夜，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产后很多宝妈会在情绪上和情感上发生改变，
甚至会患上产后抑郁，建议宝妈们保持良好心情，
避免精神刺激和较大情绪波动， 营造一个好的家
庭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 何蕊）为搭建
基层党建交流学习的互动平台，进
一步着力提升基层党支部的党建
工作水平，4 月 21 日，市中心医院
骨科党支部与市人民医院外科党
支部联合开展 “支部结对共建 凝
聚党建合力”暨“政治生日”主题党
日活动。

活动在党课短片《牢记党员身
份 过好政治生日》中拉开帷幕。会
上， 两个支部互相交流党建经验、
分享见解，对党建业务融合进行了
座谈交流。 在过“政治生日”环节
中，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讲述入党
故事、赠送“政治生日”贺卡与书籍
等颇具仪式感的环节，激励党员们
永葆初心， 在工作中敢于亮身份、
显担当，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随后，陈双江以《破除好人主义
强化敢于担当》为题讲党课，他结

合临床工作实际，从三个方面深刻
剖析了“好人主义”的本质、表现和
危害， 对如何做好新时代忠诚、干
净、 担当的党员干部做了深刻阐
述。

下一步，两院将创新党建活动
形式，以结对共建为载体，进一步
加强沟通交流， 结合各自优势亮
点，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党建联建
活动，找准契合点，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凝聚合力，将双方党建
互促互进的政治优势更好地转化
为建设健康安康的动力，为建成西
北生态经济强市和建设幸福安康
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可以用自己微薄的
力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无
偿献血就是我们选择的一种奉
献行为。 ”这是献血者经常说的
一句话。

有一次去平利县西河镇 ，
我们刚把献血车停好， 有一位
王女士上前来咨询， 她说自己
今年 48 岁， 还能不能献血，在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王女士在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填了表 ，做
了初筛。 献血开始前，王女士有
些不好意思地告诉工作人员 ，
她其实挺怕疼的， 但总是听人
说献血对身体好，还可以救人，

今天鼓足勇气踏上献血车。 在
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安抚下 ，
王女士渐渐放松下来， 献血过
程中她一直好奇地盯着自己的
血管，心情也变得平静。 当她献
完 400 毫升血液后， 她拿起献
血证笑着跟工作人员大声说 ：
“下次你们来镇上，请一定给我
打电话，我还要再献！ ”

1.HPV 疫苗会导致不孕
流言内容：接种 HPV 疫苗，有可能让

女性怀不上孩子。
真相解读：这种说法没有确切的证据

支持。 世界卫生组织（WHO）疫苗安全委
员会曾总结所有关于 HPV 疫苗与不孕的
研究结果，得出 HPV 疫苗安全性良好，与
卵巢功能不全或不孕并无因果联系。 此
外 ，HPV 疫苗在上市前已进行过几十万
例的临床试验，上市后仍在不断监测接种
疫苗后的不良反应，包括发热、头痛、恶心
及注射反应（局部疼痛、红斑、瘙痒、肿胀、
肌肉痛等）。 这些不良反应与一般疫苗的
常见反应相似，并不特殊。 综上，HPV 疫
苗安全性有保证， 接种 HPV 疫苗并不会
导致不孕。

2.疫苗对奥密克戎毒株无效
流言内容：根据英美科学家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最新判断，现有疫苗无法应对奥
密克戎毒株及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真相解读：从各国大量的跟踪数据来
看，现有疫苗仍有不错的重症保护率。 尤
其在接种疫苗加强针后，面对奥密克戎的
保护效率大幅提升。 从最近我国香港地区
的疫情中就可以看出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截至 2022 年 3 月 18 日，根据最新的香港

死亡病例分析结果发现， 这波疫情造成
5186 例死亡，其中 88%未完成两针疫苗接
种。 由此可见，关于“疫苗不起作用”的相
关说法，都是非常荒唐并不符合现在的医
学共识。

3.将双腿抬高，能让心搏骤停者恢复
心脏跳动

流言内容：双腿抬高能够让下半身的
血液回流，增加血液供应，使患者心脏恢
复跳动。

真相解读： 抢救心搏骤停的患者时，
应当第一时间进行心肺复苏。 这则流言可
能出自对医学界争议的误读，因为过去医
学界曾认为，做心肺复苏时，将患者腿部
抬高，可能有助于血液回流，强化心肺复
苏抢救的效果。 但是该方法影响血液流动
的持续时间较短，只有不足 1 分钟，且效
果缺少充分的临床证据， 所以自 1992 年
之后，心肺复苏相关指南上就移除了这一
操作。 目前虽仍有医生在研究和验证抬高
腿部对心肺复苏的辅助作用，但往往会在
设施完备的医院中进行，而一般的院外急
救指南里并不会建议这么做，因为可能耽
误抢救。

4.要想尽快治好病，打针比吃药更好

流言内容：吃药起效慢，而打针可以
让药物直接进入体内，起效快，所以打针
更好。

真相解读：能口服就不注射。 因为药
物通过口服进入人体后，多数都会经过肝
脏进行初步代谢，然后再进入血液，这样
能降低药物直接吸收带来不良反应的风
险，也不会产生小伤口。 口服药物出现不
良反应，还能通过洗胃等手段迅速阻止药
物的吸收。 此外，注射给药产生的小伤口
可能增加发生感染和炎症风险。 由于药物
直接进入人体，吸收会更加直接、迅速，可
能会增加不良反应的风险，且出现不良反
应后很难迅速清除注射的药物。 因此，往
往只有在不适用口服给药的情况下，才会
选择注射方式给药。

5. 验钞手电筒能检出食物中的黄曲
霉毒素

流言内容：黄曲霉毒素在紫外线下会
发出荧光，可以用验钞手电筒检测。

真相解读：这种所谓的检测方法并不
准确。 首先，除了黄曲霉毒素，很多细菌、
真菌，甚至卫生用品及维生素 A 都会在紫
外线下产生类似的荧光，仅凭荧光确认容
易造成误报， 同时还会令人焦虑感增加。
其次，就算食物中含有黄曲霉毒素，毒素

含量往往非常低，验钞手电筒加上肉眼根
本无法辨别，必须用专业的高精度荧光光
度计才能测量。 在日常生活中，要避免将
食物储存于潮湿环境，不吃霉变或存放过
久的食物，不吃缺乏品控的非正规途径的
加工食品（如自榨油）。

6.只有专业运动员半月板才易损伤
流言内容：半月板损伤，是运动强度

很大的专业人士才会面临的问题，普通人
不必担心。

真相解读：半月板位于大腿骨与小腿
骨连接处，位于膝关节内部，有缓冲和润
滑的作用。 一个膝关节内有两片半月板。
由于膝关节本身承受着大部分体重，很多
运动带给膝盖的冲击常会达到体重的数
倍。 更糟糕的是，半月板内侧的大部分区
域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受伤后很难自我修
复。 此外，经常屈膝和突然伸膝的运动，摔
倒或碰撞都可能导致半月板受伤。 因此，
我们要注意运动防护，量力而行。

（科普中国）

本报讯（通讯员 苏桐）为持续
巩固健康扶贫成果，推动乡村振兴
工作稳步开展，近日，市中医医院
在白河县卡子镇药树村开展“推进
全民健康，助力乡村振兴”义诊活
动。

活动现场，安康市中医医院专
家为 200 余名群众免费测量血压

血糖，开展中医诊断及中医特色理
疗。 发放了医保政策读本、医院彩
页、各类常见药品，宣传了城乡居
民医保政策、 春夏季疾病预防、健
康生活方式和疫情防控措施。此次
活动，共接待咨询问诊群众 200 余
人，发放宣传彩页 300 余份。

安康市中心血站
安 康 日 报 社

互助 博爱 奉献

“点滴爱·人间情”无偿献血征文
联办

“孩子们，今天‘漂流’到我们班的书是《城南旧
事》，我们人手一本，一起阅读共同进步，一定要珍惜
机会、爱护新书……”平利县城关三小五（6）班的班主
任孙毅老师一边讲着一边给学生分发着“漂流书”。

4 月 22 日下午，走进平利县城关三小，各班学生
都“乐开了花”。 捧着手里刚刚分发的新书，有的在翻
看目录、彩页，有的在商量着读的进度，有的在讨论怎
样做笔记……一个个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据了解，城关三小在第 27 个“世界读书日”到来
之际，根据小学生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和阅
读特点，购买一批贴近学生心理，能够激发学生兴趣
的优秀图书 ,在全校 38 个班开展 “漂流 ”阅读活动 。
“漂流书”在一个班阅读过以后，会像“漂流瓶”一样
“漂流”到其他班级，一本接一本，源源不断，流动在整
个校园。

城关三小开展“漂流书”活动、城关初中加强校园
图书馆建设、平利中学注重文化长廊设计……平利县
各中小学将打造美丽读书环境作为校园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点工作，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 ,营造
浓郁的读书氛围，让书香浸润校园，文化滋润成长。

本报讯 （通讯员 黄振云 陈波）
日前，旬阳市吕河镇中心学校开展
“红色故事汇·每日一讲”活动。

经过前期筹备，每班选派 2 名
红色故事小讲解员，开展“红色故
事汇·每日一讲”活动，利用每天早
操后的五分钟时间，小讲解员立足
红色主题，声情并茂地讲述了我国
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以
来涌现出的为党和人民事业勇于

牺牲、甘于奉献的先进典型的感人
事迹，通过讲红色故事、寻红色足
迹，重温光辉历史，追忆峥嵘岁月，
引领师生穿梭在历史的字里行间，
感受着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坚强
意志和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小讲
解员们用儿童喜爱的语言、富有情
趣的故事情节和扣人心弦、震撼心
灵的宣讲，一次又一次打动了全校
师生，现场掌声迭起。

本报讯 （通讯员 沈怡岑）近
日， 汉阴县人民医院为帮扶村涧
池镇仁河村全体村干部开展了免
费健康体检活动。

为做好此次体检工作， 结合
村干部们的年龄、身体特点，县医
院体检中心精心制定了科学合理
的体检计划， 涵盖了心电图、CT、
彩色 B 超 、幽门螺杆菌 、宫颈癌
筛查 、血检 、尿检等多个检查项
目 。 各医技科室相互协作 ，共同
为村干部们提供健康体检服务。
体检结束后， 及时对村干部们的

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对参检人
员提出的身体状况疑问及日常疾
病预防等方面的问题给予了专业
性的指导，切实增强了村干部的健
康意识和防病意识。

汉阴县人民医院作为该村结
对帮扶单位，将继续充分发挥自身
在医疗、 健康领域的行业优势，关
心该村群众的健康状况，为村民提
供下乡义诊及健康宣教等服务，切
实解决村民的一些实际健康需求，
努力为村干部和广大村民筑起健
康的“防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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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河镇中心学校“红色故事汇”开讲

汉阴县人民医院为基层干部免费体检

市 中 医 医 院 开 展 义 诊

“漂流书”让书香浸润校园
通讯员 黄燕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磊） 石泉县 2021
年度“强国好少年”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经
过层层评比和筛选，共有江南中学宋姿睿
等 29 名中小学生获此殊荣。 通过选树先
进典型，激励青少年学生砥砺奋进、追求
卓越，争当新时代的奋斗者、开拓者和奉
献者。

据了解，本次评选由县教体科技局组
织，分为学校民主推荐和县级现场宣讲两
个环节，涵盖崇德向善、勤学奋进、阳光运
动、多才多艺和热爱劳动五种类别，评选

旨在发挥优秀学生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创造“争做好少年、
共筑强国梦”的积极环境，激励广大学生
为建团 100 周年和党的二十大献礼。

2021 年以来，该县共推荐评选出县级
以上“三好学生”24 名、“优秀学生班干部”
14 名、“新时代好少年”35 名、“美德少年”
41 名，让道德高尚、品行端正、素养过硬的
先进典型得到肯定和表彰，同时在县内各
校开展学生先进事迹宣传巡讲，为全县学

生树立榜样和标杆，努力营造新时代青少
年儿童争做优秀、争当先进的“比学赶超”
浓厚氛围。

近年来，石泉县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
举”的理念，大力推进“三个课堂”建设，不
断探索深化新时代教育改革评价，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加强青少
年学生的党史学习教育，评选表彰一批勇
于担当、敢于作为的先进典型，引领广大
中小学生坚定信念、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奋发向上 ，积极践行 “请党放心 、强国有
我”青春誓言，把青春奋斗融入到党和人
民的事业中去，努力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石 泉 表 彰 一 批“强 国 好 少 年 ”

本报讯 （通讯员 叶柏成）日
前，在紫阳县麻柳镇染房村薛远江
茶叶加工厂厂区内， 举行了该县
2022 年度毛尖茶传统手工艺制作
技艺十大工匠选拔赛预赛。来自麻
柳镇赵溪村、 染房村 10 位茶叶制
作选手，充分展现了各自高超的传
统手制作毛尖茶技艺。 在比赛现

场，选手们个个精神抖擞，手掌在
铁锅里自由翻动， 技艺娴熟自如，
他们各自通过对茶叶鲜叶的杀青，
揉搓，烘炒等工序，将茶叶制作技
艺发挥得淋漓极致。选手们在规定
的时间内，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斤
毛尖茶叶的加工制作。

麻柳镇举行制茶十大工匠选拔赛预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