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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胃肠病高发，可能是因为它作
祟

夏天是各种胃肠病的高发季
节。夏季天气闷热潮湿，人们容易
胃口变差，进食规律被打乱，而且
往往贪食寒凉，加上高温天气里食
物容易变质，种种原因都会增加消
化体系统疾病的病发概率。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脾胃科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樊
春华提醒，胃病患者应该注意检测
自己有无幽门螺杆菌（以下简称
Hp）感染，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培养
正确卫生习惯，预防Hp感染。

根除Hp是防治胃病的最有效
途径

樊春华介绍，Hp是目前发现的
唯一能够在胃里面生存的细菌，该
细菌生存能力极强，能够在强酸性
环境中生存。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
明确将Hp感染列为第一类致癌因
子。90%以上的慢性胃炎都是由Hp
引起的，慢性炎症在反复感染过程
中，可能导致胃黏膜病变，最终引
发胃癌。预防和根除Hp是防治多

种消化系统疾病的最有效途径。
检测：呼气试验是最受推荐的

方法
樊春华指出，HP 相关胃病主

要症状是胃痛、胃胀、嗳气、反酸、
恶心、呕吐、烧心、口臭、早饱、食欲
下降及上腹部不适等消化不良症
状，病程缓慢，但是容易反复发作。

值得强调的是，患有胃病的人
大多数是Hp感染阳性，但并非每
个感染幽门螺杆菌者都会有症状，
大多数人为无症状感染者。以下几
种方法可以诊断为Hp感染：

（1）胃黏膜组织活检快速尿素
酶试验、组织切片染色或细菌培养
三项中任一项阳性;

（2）碳13、碳14呼气试验阳性;
（3）粪便检测幽门螺杆菌阳性;
（4）血清幽门螺杆菌抗体阳

性，只提示曾经感染，从未治疗者
可视为现症感染。

在临床应用的非侵入性Hp检
测试验中，碳 13、碳 14呼气试验是
最受推荐的方法。

治疗：什么情况下需要根除

HP？
根据去年发布的《中国居民家

庭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与管理共
识报告(2021版)》建议，家庭中所有
的成年Hp感染者，只要没有抗衡
因素，一经发现，均应考虑给予根
除治疗。

樊春华介绍，目前我国指南推
荐标准胃四联，即 1种质子泵抑制
剂(PPI)+铋剂+两种抗生素，作为
主要的经验性治疗根除幽门螺杆
菌方案，疗程10天或14天，根除率
达 80%-90%，很多患者服药一周
后，不坚持治疗，导致治疗失败。

由于Hp很容易对抗生素产生
耐药，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脾胃病
（消化内科）专科医生就诊。

预防：要如何预防HP感染？
HP主要藏在唾液、牙菌斑、胃

和粪便里，有一定传染性，其传染
途径主要有两个：（1）口-口传播，
接吻、母婴、聚餐、经常在外就餐是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重要途径之一；
（2）粪-口传播，粪便中存活的Hp
污染了水源或食物，便后不洗手，

也可令饮水者或食用者感染Hp。
因此，光自己预防HP还不够，

家人同时治疗、碗筷消毒、分餐、注
意口腔卫生、定期换牙刷、多锻炼
身体以增强免疫力是预防该菌感
染最关键措施。预防HP感染的方
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在日常生
活中努力做到：

1.食物要经过高温烹饪，不饮
生水，不吃生食。

2.饮食清淡规律，戒除烟酒避
免不良的饮食习惯。

3.家庭内实行分餐，可选择使
用公筷，对餐具进行彻底清洁和严
格消毒。

4.饭前便后勤洗手，管理好粪
便防止污染水和食物。

5.禁止口对口喂食，阻断口-口
的传播途径。

6.不共用牙具，牙具需要定期
更换，建议一个月换一次。

7.防止医源性感染，不到没有
严格消毒措施的医疗诊所看牙、做
胃镜。

（来源：广州日报）

健康小知识

本报讯（记者 杨雨洁 通讯员
葛介冰）眼下正是鱼类的产卵期，长
潭水库事务中心邀请浙江省淡水水
产研究所专家，共同开展长潭水库人
工鱼巢的投放、监测等工作，以帮助
鱼类安全产卵孵化，提高水库生态多
样性。

近日，长潭水库事务中心工作人
员和几名实验室专家乘坐作业船，依
次来到了长潭水库的 10处点位查看
前期人工鱼巢投放效果。只见一排排
长 8米、宽 4米编织整齐的人工鱼巢
漂浮在水面上，鱼巢下方的棕榈片

上，密密麻麻地黏附了大量呈米粒大
小的鱼卵。

据了解，此次人工鱼巢主要由棕
榈片和竹制框架构成，投放点为水库
的主要水源区、库湾、大坝深水区、库
尾浅水区等10处区域，能够为水库产
粘性卵的原生品种鱼类提供优良的
产卵场所，鱼卵孵化率可达到 70%以
上，进而有效地保护、增殖鱼类，恢复
库区生物多样性。

“长潭水库水域共铺设了人工鱼
巢320平方米。我们根据数据评估，推
测在人工鱼巢铺设期间，可能会有

300-500万粒的鱼卵黏附在上面，预
计我们就可以得到200万尾鱼可以孵
化。”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技术人
员罗伟说。

此外，长潭水库事务中心的工作
人员在经过审慎的调查后，还往人工
鱼巢的中间空隙里，创新地加入了水
葫芦。一方面，水葫芦可以遮掩人工
鱼巢，模拟出天然环境，对鱼类进行
诱产。另一方面，水葫芦生长的浓密
须根也是鱼类天然的优质产卵场所。

“我们在传统人工鱼巢的基础
上，创新加入了水葫芦。水葫芦只要

管控得当，还能对水质起到一定的净
化作用，改善鱼的天然产卵场地，促
进鱼类可持续性增产。”长潭水库事
务中心水质保护科科长郑翔说道。

据了解，本批人工鱼巢自今年五
月底开始投放，计划运行四至五个
月。在此期间，工作人员会定期查看
鱼巢破损情况，及时进行维修更换，
确保鱼卵正常孵化。同时，专家团队
也会定期监测不同水域里人工鱼巢
的利用程度和鱼类产卵情况，以便更
好地促进水库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
稳定当地生态系统。

本报讯（记者 孙韵茜 通讯员
赵欣姿）近日，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队院桥中队开展“基层站所开放日”
体验活动，进一步提升执法队服务大
局、服务企业、服务大众的能力和水
平，同时广泛收集社会大众对交通运
输执法领域的意见和建议，拓宽业界
及公众对交通执法工作的监督渠道。
活动邀请辖区内群众和道路货物运
输企业从业人员等10余名代表参观
基层执法站所，参与体验交通运输执
法全过程。

当天下午，在区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队院桥中队违章处理中心，受邀人
员通过现场和听取执法人员对交通
执法装备、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等相关
内容及法律法规知识的详细讲解，深
入了解案件处理的整体流程、执法依
据、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和科技执法应
用等。随后，聚焦人民群众关注的交
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以及客货
运市场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座
谈交流，听取企业代表对交通执法工
作的意见建议。

“群众通过亲眼看、亲耳听、亲身
感，多角度、全方位地了解交通运输
行政执法工作。接下来，我队将继续
创新开放形式，丰富开放内容，提升
交通运输执法知晓度和满意度。”区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院桥中队执法

人员周越说。
近年来，区交通运输局深入推进

法治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求，以维护交通
运输从业人员合法权益为着力点，梳
理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主体、机构
设置、主要职责、监督信息等内容，向
社会公布立案查处案件涉及的违法
事实、处罚依据、处罚结果，不断改进
和优化交通运输执法工作。

此外，区交通运输局还积极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送法进企业”活
动，面对面与企业负责人就如何优化
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进行深入交
流和探讨，把常态化服务企业需求作
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强
化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为企业
提供面对面的法律服务。同时，该局
还先行先试，大力推广说理式执法，
把法治宣传教育融入执法办案全过
程，广泛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
示告诫、指导约谈等方式开展执法工
作。

下阶段，区交通运输局将以“法
治交通”建设为重点，不断加强执法
队伍建设，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优化提升营
商环境，进一步增强依法行政能力，
有力推进我区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
发展。

本报讯（记者 吴宣仪） 6月份
是全民健身月，6月 28日上午，区户
外运动协会举行“正青春 健康行”徒
步活动，300多名徒步运动爱好者参
加。

活动中，大家身穿统一服装，高
举队旗，伴随着动感的音乐，步伐矫
健，精神抖擞，与永宁江畔的夏日美
景相映成趣，展现了健康的城市精神

风貌。
“加入徒步运动队伍后，现在我

的身体更好了，我不仅要坚持走下
去，我还要带动我身边的亲戚朋友
一起加入。”徒步运动爱好者阮香利
说。

今年已经是 69岁的牟明行参加
徒步运动的第三年，他告诉记者，以
前他的体重超标，通过徒步运动，身

体变结实了，整个人的活动能力都变
得更强。

据了解，本次徒步运动从江北公
园出发，途径永宁公园和永宁江绿
道，终点为澄江街道仙浦喻村文化礼
堂，全程约 8.5公里。由于天气炎热，
区户外运动协会在沿途还设置了补
给点，并配备两名医护人员，做好安
全防范工作。

参加徒步运动好处多，不仅增
强体质、强健体魄，还鼓舞斗志、提
振精神。“徒步运动是一种非常健
康、简单、温和的锻炼方式，它不受
场地和器材限制，只要有时间就可
以锻炼，希望大家都能够走出户外，
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一起运动，一
起健康。”区户外运动协会会长戴学
文说。

本报讯 （记者 缪安娜） 6 月
26日，新前街道联合区禁毒办开展

“喜迎二十大 平安你我他”暨“健
康人生 绿色无毒”健康跑活动。

当天活动现场，参赛人员纷纷走
上赛道，沿模具小镇主题公园开始健
康跑。本次活动以趣味健身以及寻

“毒”游戏为主，参赛人员以学校、村、
企为单位，进行禁毒与平安知识答题
大比拼。本次活动共设置了6个答题
点，参赛人员在每个答题点抽取禁毒

与平安知识答题卡，完成答题后小组
可查看寻毒提示信息，进入下个答题
点。完成全程，收集完整寻“毒”提示
信息并找到嫌疑“毒”品的小组成绩
可以减 45秒，比赛采取团队奖和个
人奖若干，发放奖品与证书。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禁毒
宣传教育，增强广大群众的识毒、防
毒、拒毒、禁毒意识，凝聚全民禁毒的
磅礴力量。”新前街道综治办主任柯荣
光说。

新前开展禁毒主题健康跑活动

拓宽监督渠道 深化法治建设

区交通运输局举行执法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缪安娜）“你们
四人为一组，开始练习防守，动作要
到位。”6月28日，在黄岩传奇篮球俱
乐部训练场内，中国男篮名宿郑武正
在教学员练习防守动作。

郑武于1991年入选国家男子篮球
队，是中国男篮96黄金一代的代表人
物之一，浙江篮球的标志性人物。他基
本功扎实，技术全面，运球突破，是中国
队不折不扣的关键先生。此次来黄，他
将积极传授自己的技术和经验。

“我学习到了很多专业的动作，
比如在防守人挡差时如何破解挡差，
希望郑武老师以后能经常来教我们
更多的动作。”黄岩传奇篮球俱乐部

学员郑弈祺说。
据了解，不久前，黄岩传奇篮球

俱乐部获得 2021—2022 赛季 NYBO
青少年全国篮球公开赛（台州赛区）
U12冠军，将代表台州赛区参加全国
总决赛。为了更好地备赛，该俱乐部
邀请郑武前来指导。

“郑武指导是我们中国男篮名
宿，有着非常高的篮球水平和丰富的
教学经验，让同学们接触到更专业的
篮球教学，同时也可以提升我们教练
员的篮球素养，通过这一次的教学指
导，能够让孩子们更好地成长，提升
篮球水平。”黄岩传奇篮球俱乐部教
练洪起磊说。

长潭水库：投放人工鱼巢 鱼类增殖出新招

区户外运动协会举行“正青春 健康行”徒步活动

中国男篮名宿郑武来黄岩教学指导6月27日下午，黄岩公安分局新前派出所民警在黄岩智能模
具小镇活动中心组织老年群体接受反诈知识宣传，并教老人们下
载和使用国家反诈中心APP。

本报通讯员 王淑燕 蒋 燕 摄

守护老人“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 杨雨洁 通讯员
杨 萍） 近日，屿头乡在同济·黄岩
乡村振兴学院召开乡贤座谈会。该
乡机关干部、村干部以及 20 余名乡
贤代表，与来自我区相关专班、部
门的代表们一起，就“布袋山未来
乡村建设”主题进行座谈交流，共
谋发展。

布袋山村位于屿头乡西北部，村
内有国家 3A级旅游景区——布袋坑
风景区，是首批省级气候康养乡村以
及省休闲旅游示范村，具有丰富的生
态资源和旅游资源。近年来，屿头乡
致力以共同富裕为发展导向，推进布
袋山未来乡村建设。

乡贤代表们纷纷围绕布袋山村

的旅游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招
商引资等方面进行积极建言献策，
大家建议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挖
掘景区文化、打造特色景点，同时，
加强对景区进行长期运营维护，综
合多方资源，打造网红 IP形象，长效
激发乡村旅游经济活力，助推共同
富裕。

下阶段，屿头乡将继续坚持以共
同富裕为发展导向，以生态资源为依
托，积极引进工商资本，促进景区科
学规划、整合运营与全面提升，以特
色产业发展，推动美丽乡村蝶变升
级，不断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
山”转化通道，全力以赴跑好共富新
征程。

屿头召开布袋山未来乡村建设乡贤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朱幼萍 通讯员
王浙铭）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营造“七一”浓厚氛围，进一步增
强党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6
月 30日上午，上垟乡组织开展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周年党员大会
暨“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颁发仪
式。

上垟乡党委书记潘江雷向全乡
340多名党员传达了省第十五次党
代会精神，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党
史课程。号召全乡党组织和全体党员
鼓足精神，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继续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共同富
裕中争当示范，在服务民生中敢唱主

角，为打造“湖里桃源 美丽上垟”金
名片，奋力争当台州大花园建设的窗
口示范样本，再创新功，再立新辉煌。

五十年党龄不忘初心，五十载
风雨历久弥新。现场为 6 名老党员
颁发了“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手
握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68岁的老
党员鲍祖酌很激动，他表示，光荣
入党 50 年了，这枚纪念章，不仅仅
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作为
一名老党员，在新时代里，更要发
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人民群众
当中去，以实际行动诠释一名老党
员的铮铮誓言。”鲍祖酌说。

在共同富裕中争示范 在服务民生中唱主角
上垟乡开展“七一”大党课

遗失 2019年 6月 13日由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广州
市 荔 湾 区 娓 娓 婴 儿 用 品 店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101MA5A03JM4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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