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夏季到来袁又到了脚气的高发季节遥 脚底长水疱尧
起皮尧脚痒难忍袁反反复复发作的脚气袁让不少患者备受困
扰遥为何夏季脚气发病率高钥如何摆脱野气人冶的脚气钥 日常
生活中又该如何有效预防钥

姻 为何夏季脚气易发作钥
脚气袁医学名称足癣袁主要是由致病性皮肤癣菌在足部

引起的皮肤病遥 由于引起脚气的皮肤癣菌喜爱温暖潮湿的
环境袁而夏季炎热多雨的天气恰恰有利于癣菌的生长繁殖袁
此外大家在夏季随着温度的升高体温也会升高袁足部多汗袁
脚气的发生率自然就会变高遥

脚气通常分为三种类型袁包括水疱型尧趾间糜烂型和鳞
屑角化型袁常以一型为主或几型同时存在袁也可从一型转向
另一型遥水疱型脚气的主要症状是水疱袁往往伴有皮肤瘙痒
的症状袁主要以小水疱为主袁群集或散在分布袁干燥吸收后
出现脱屑袁好发于足缘尧足底部遥 趾间糜烂型脚气的主要症
状是趾间糜烂尧浸渍发白尧少许渗液袁瘙痒感明显遥鳞屑角化
型脚气主要症状是皮肤角化过度尧粗糙无汗袁往往会导致脚
后跟严重粗糙袁寒冷季节常致皮肤皲裂袁甚至夏季也不能恢
复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湿疹通常也表现为皮肤瘙痒袁如何分辨
是湿疹还是脚气钥对此袁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皮肤科
主任医师温海教授表示院野湿疹与脚气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病袁 一般湿疹的发生是双侧的袁 而脚气开始发作时是单侧
的袁此外脚气具有季节性袁有患者夏天发作冬天转好袁而湿
疹通常无明显季节性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脚气发病时间久了袁
也可能会发生湿疹化袁这种情况有些医生也很难分辨得清袁

建议患者可以去做真菌检查袁最为可靠遥 冶
姻 足量足疗程治疗是关键
野一旦确诊了是脚气袁需要遵循两大原则袁一是早期治

疗尧尽早用药袁二是足量足疗程治疗遥 冶温海表示遥 目前脚气
的治疗以外用药物为主袁 根据不同的皮损类型选择不同的
外用剂型遥水疱型应用喷剂或乳膏剂曰趾间糜烂型应先用散
剂袁再用乳膏剂曰鳞屑角化型应用乳膏剂或软膏袁也可配合
水杨酸抑制剂遥 而对于皮损面积过大尧趾间糜烂严重尧用药
依从性不好等患者袁建议外用药加口服药治疗袁不过口服药
不能乱服袁需要到正规医院就医袁谨遵医嘱遥值得注意的是袁
脚气千万不可以使用激素类药物进行治疗袁 激素常常是真
菌的营养剂袁不但无效还助长其滋生袁需要使用如达克宁等
抗真菌类的药物进行治疗遥

野多数患者就医的目的是为了止痒袁而涂抹用药之后一
旦不再瘙痒就会停药袁这会导致治疗效果不佳袁脚气复发遥
事实上袁止痒仅仅是治疗脚气的第一步袁足疗程用药通常需
要 4 至 6 周袁这点非常关键袁提高用药依从性袁方能改善治
疗效果遥 冶温海表示遥

此外温海指出袁涂抹用药的方法也很重要袁全足用药袁
治疗才能更彻底遥 野过去强调哪儿病涂哪儿袁但是新观点认
为涂药要超过皮损的范围遥有研究发现袁在脚气患者足部未
出现皮损的地方袁带菌率也非常高袁如果未用药清除袁就会
引起复发袁因此患者不能放过任何耶漏网之鱼爷的可能性遥 冶

脚气患者在足量足疗程用药之外袁 还需要保持足部干
燥袁讲卫生勤洗脚袁穿透气性好的鞋子袁勤换鞋袜袁铲除真菌
的生长环境遥需养成不抠不抓的好习惯袁浅表真菌在患者不

同身体部位之间也会自身传播袁如足癣可引起手癣尧体癣及
甲癣袁避免搔抓即可避免自身传播和继发感染遥

姻 防范脚气于未然
如何有效预防脚气钥 脚气具有传染性袁例如公共澡堂

的木盆尧拖鞋如果消毒不彻底袁极易有大量真菌寄生袁在公
共浴室尧健身房尧游泳池等场所裸足行走袁密切接触病原菌
就会很容易被感染袁因此在这些公共场所最好自带拖鞋遥此
外袁脚气还有一定的家庭易感性袁一般会在家庭成员之间互
相传染遥主要原因即共用脚盆尧鞋袜混穿以及裸足在地面或
地毯行走等袁尤其是儿童皮肤薄嫩袁免疫力低袁极容易因父
母忽视脚气问题袁从而引发孩子被真菌感染袁因此脚气患者
要做到不和家庭成员共用洗脚盆尧 擦脚巾以及拖鞋等生活
用品袁床单被罩要经常清洗暴晒袁从而避免脚气的家庭内部
传播遥

此外大家要注意保持个人足部卫生尧降低局部潮湿曰洗
澡尧趟水尧游泳之后应该把足部擦干袁脚趾缝隙也不能野放
过冶曰足部多汗的人袁穿鞋的时候尽量穿透气性好的鞋子袁同
时也要注意更换鞋子袁注意平时所穿鞋子的干燥袁互相之间
也不要借鞋穿曰袜子建议穿一些纯棉尧透气性较好的袜子袁
洗完之后一定要在太阳底下晒干再穿遥

野预防脚气总讲勤洗脚袁注意个人卫生遥 究竟怎么才算
是勤洗脚钥 我们做过观察袁当皮肤沾上真菌袁真菌会黏住皮
肤袁然后分泌一些酶袁慢慢破坏侵入皮肤内袁不过这个过程
通常在 24 小时内无法完成遥 因此每天至少洗一次脚袁即可
有效避免被传染脚气遥 此外袁洗脚可以用手袁不过洗完脚后
要立即用肥皂等充分洗手遥 冶温海表示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夏季脚气高发，如何才能不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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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叶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曳渊以下简称叶意见曳冤指出袁力争通过 5 年努力袁
公立医院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袁运行模式从粗
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袁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更加
注重人才技术要素袁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遥

医疗关乎民生袁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遥
叶2019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曳 显示袁2019 年公
立医院诊疗人次为 32.7 亿人次袁占医院总数的 85.2%曰公立
医院人员数为 600.2 万人袁 其中卫生技术人员数为 509.8 万
人遥

如何能够提升公立医院的创新能力和诊疗水平袁如何能
建立体现约 600 万名知识分子知识价值的薪酬体系袁如何能
够更好地服务患者钥 就公众关注袁国家卫健委和相关领域专
家给予了解读遥

引领新趋势
满足重大疾病临床需求尧推进医学和服务模式创新
叶意见曳指出袁加强临床专科建设袁以满足重大疾病临床

需求为导向建设临床专科袁重点发展重症尧肿瘤尧心脑血管尧
呼吸尧消化尧感染尧儿科尧麻醉尧影像尧病理尧检验等临床专科袁
以专科发展带动诊疗能力和水平提升遥

对于叶意见曳提出的野提高不同地区尧不同级别公立医院
医疗服务同质化水平冶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指出袁要
充分发挥三级医院牵头作用袁以自身优势学科为桥梁袁联合
下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打造紧密型医联体袁带动
基层提升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袁促进分级诊疗遥

叶意见曳还明确袁要面向生命科学尧生物医药科技前沿袁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医药卫生领域重大科学问题袁 加强基
础和临床研究袁推动原创性疾病预防诊断治疗新技术尧新产
品尧新方案和新策略等的产出遥依托现有资源建设一批国家
中医药临床研究和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基地袁 制定一批中医
特色诊疗方案袁转化形成一批中医药先进装备尧中药新药遥

野医疗机构应从源头开始关注人口健康问题袁引导健康
合理的生活方式尧运动方式袁开展多学科合作指导下的运动
功能测评等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指导工作袁 通过多学科协作
下的康复治疗减少用药与有创治疗遥 冶乔杰表示袁针对疑难

复杂疾病尧多系统多器官疾病袁医疗机构可通过多学科诊疗
渊MDT冤袁为患者提供野一站式冶诊疗服务遥

国家卫健委提供的解读文件还指出袁 要推动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医疗服务深度融合袁 大力发展远程医疗和互联网
诊疗袁建设智慧医院遥

激发新动能
建立体现岗位职责和知识价值的薪酬体系
去年年初至今袁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袁公立医院承

担了最紧急尧最危险尧最艰苦的医疗救治工作袁发挥了主力军
作用遥

叶意见曳明确袁要激发新动能袁建立体现岗位职责和知识
价值的薪酬体系袁实行以岗定责尧以岗定薪尧责薪相适尧考核
兑现遥 在核定的薪酬总量内袁公立医院可采取多种方式自主
分配遥 野鼓励对主要负责人实行年薪制遥 冶

国家卫健委提供的解读文件指出袁 要健全医务人员
培养评价制度袁探索在岗位设置合理尧人事管理完善尧具
有自主评审意愿的三级公立医院试点自主开展高级职称
评审遥 建立灵敏有序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袁提
高医疗服务收入占医疗收入的比例袁不包括药品尧耗材尧
检查尧化验收入遥

叶意见曳对公立医院人员编制标准也做了具体要求袁建立
动态核增机制袁落实公立医院用人自主权袁对编制内外人员
待遇统筹考虑遥野增加护士配备袁逐步使公立医院医护比总体
达到 1颐2 左右遥 冶

对于广为医务人员关注的职称评价体系袁叶意见曳 强调袁
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袁 增加临床工作数量和质量指标袁探
索实行成果代表作制度袁淡化论文数量要求遥 稳慎下放职称
评审权限袁探索在岗位设置合理尧人事管理完善尧具有自主评
审意愿的三级公立医院试点自主开展高级职称评审遥

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表示袁关心关爱医务人员
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落地落细袁要为医务人员创造良好的职
业上升通道袁建立合理的薪酬分配机制袁提高医务人员薪酬
待遇曰为医务人员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袁完善
职称管理制度袁让医务人员不断提升职业认同感尧自豪感和
荣誉感遥

构建新体系
提高服务患者的能力
叶意见曳指出袁建设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袁推动

国家医学进步袁带动全国医疗水平提升遥 建设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袁补齐短板袁提升省域诊疗能力袁减少跨省就医遥

叶意见曳还明确袁发挥公立医院在城市医疗集团中的牵头
作用遥 按照网格化布局管理袁组建由三级公立医院或代表辖
区医疗水平的医院渊含社会办医院尧中医医院冤牵头袁其他若
干家医院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尧公共卫生机构等为成员的紧
密型城市医疗集团遥

对此袁国家卫健委指出袁发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县
域医共体袁按照网格化布局袁探索一体化管理袁为居民提供预
防尧治疗尧康复尧健康促进等连续性服务袁推动从以治病为中
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袁促进优质资源下沉尧工作重心下移袁推
动分级诊疗遥

对于慢病管理和老年护理等社会关注点袁 乔杰表示袁要
重点发展以危急重症护理尧老年护理尧慢病管理尧康复促进尧
安宁疗护等为代表的专科护理遥 将优质护理资源下沉到基
层袁加强和充实基层护理力量袁以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袁将护
理服务延伸到社区和家庭遥

宋树立表示袁将对医疗服务进行全流程优化袁持续改善
医疗服务袁让野患者少跑腿尧信息多跑路冶遥推行分时段预约诊
疗和检查检验集中预约服务袁开展诊间渊床旁冤结算尧检查检
验结果互认等服务遥 加强患者隐私保护袁开展公益慈善和社
工尧志愿者服务袁建设老年友善医院袁完善互联网医院制度措
施遥

叶意见曳强调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袁加强公立医院主
体地位袁坚持政府主导尧公益性主导尧公立医院主导袁坚持医
防融合尧平急结合尧中西医并重袁以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
度为目标遥

国家卫健委表示袁将会同国家中医药局建立公立医院高
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袁 与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等有机结合遥
地方按照属地原则对辖区内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进行评价袁
充分考虑各级各类公立医院实际情况袁不搞野一刀切冶遥

渊源自叶光明日报曳冤

未来五年，公立医院这样发展

随着生活品质提升袁人们对于健身的
需求更多元袁专业的健身指导和健身服务
成为不少人的刚需遥 专家表示袁野智能化+
科学健身冶已成为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的重要抓手袁 为人们的健康生活提质增
趣遥

助力更多人爱上体育运动
近年来袁智慧体育公园在全国多个城

市落地袁野智慧健身冶 正在走进人们的生
活遥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首条智慧健
身跑道日前正式向市民开放袁吸引了众多
健身爱好者前去打卡遥 野这跑道触感真不
错袁抓地感足还不会磨坏鞋子袁跑起来很
舒服遥 冶跑道开放当天袁一大早就赶到赣江
市民公园体验的王先生说遥

在沈阳袁许多公园安装了一批智能健
身器材遥 智能太空漫步机尧智能双位划船
训练器尧智能双位推举训练器尧智能双位
钟摆训练器尧智能双位蹬力训练器噎噎令
人惊喜的是袁这些健身器材不仅有遮阳挡
雨的顶篷尧充电接口袁还能实时播放运动
数据尧提供可视化教学遥

专家指出袁专业的功能配置尧智能化
的健身体验袁 给人们的锻炼增添了新鲜
感袁有利于让更多人爱上体育运动并学会
科学健身遥

健身产业迎来新变革
如今袁全民健身设施提升工程正成为

数字化新基建的重要领域袁 在此背景下袁
如何通过科技赋能全民健身袁让大众更科
学健康地参与体育锻炼袁并通过健身行为
对自己身体状况有更精准的了解袁成为体
育用品制造行业发力的方向遥

日前举办的 2021 年中国国际体育用
品博览会上袁多家展商展示的智慧健身器
材尧智慧体育公园案例吸引了业内人士的
目光遥 武汉昊康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
本次体博会上获得了室外智能健身器材
组银奖袁 其带来的智慧体育公园解决方
案袁除了通过大数据收集运动信息尧实现
智慧管理袁还能通过智能检测设备袁检测
人们不正确的运动习惯袁并结合检测报告袁针对性提供专业
运动指导矫正袁帮助人们科学健身遥

智能化探索不停步
随着国家新基建工程实施和 5G 物联网时代到来袁 公共

体育服务供给的科技化尧 智能化正在全面加速袁野智慧健身冶
也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遥

2019 年国务院发布的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指出袁要推进
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袁运用云计算等新信息技术袁推进智慧
健身路径尧智慧健身步道尧智慧体育公园建设遥

2020 年 10 月袁国务院印发了叶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曳袁 提出了加强健身设施建设方
面的新政策举措袁其中包括野十四五冶期间将在全国新建或改
扩建 1000 个左右体育公园袁推进野互联网+健身冶建设遥

业内人士也指出袁国家的政策引导为更好满足人们的健
身需求指明了智能化发展方向遥 智能化探索不停步袁相信未
来会有更野聪明冶尧更野时尚冶的设施尧场所出现在人们的生活
中袁让锻炼更科学尧更有趣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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