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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枣是滋补佳品，很多人喜

欢每天嚼几颗，或搭配枸杞、黄

芪一起泡水喝。但这种方式并不

适合所有人。

大枣，性甘温，归脾、胃经，

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的功效，

善治虚劳食少、便溏乏力、月经

不调等症。但其性质滋腻，吃进

身体后需要有较好的脾胃功能

将其运化吸收。所以，对于脾胃

虚弱的人来说，大枣吃多了会加

重脾胃负担，脾胃不能运化，就

会堆积在体内生湿生热；湿气重

的人也不适合吃大枣，会使本身

就很黏腻重浊的体内湿气更加

严重。那么，脾胃虚弱和体内有

湿的人群该如何健康吃枣呢？

量：大枣一次不宜吃太多，

每天最多 3~5 颗。

搭：吃大枣时，最好和小米、燕麦、大

米、荞麦、芸豆、山药等搭配。中医认为，谷

物类能健脾养胃，大枣与其同服可减轻滋

腻性。大家熟悉的八宝粥就是一道很好的

补益脾胃食疗方，其中的莲子、扁豆、百合、

芡实、薏米等都属于药食同源的上品，能健

脾运湿，抵消大枣滋腻碍胃之弊。

炒：将大枣放入烧热的锅中，用武火炒
至外皮焦黑。炒枣能有效缓和大枣的滋腻，

并能增强补益作用。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加强全县布病防

治工作，根据《2020 年中央财政补助公共
卫生服务山西省布病防治项目技术方案》

要求，绛县疾控中心于 2020 年 7———8 月

在辖区内开展了布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

中心于 7 月份对古绛镇吴北坡村、西荆村、

北步康村、北乔野村，安峪镇东三涧村、仓

丰村 6 个村进行了样本采集，共 200 份。

化验室结果：虎红平板试验阳性 3 份，

试管凝集试验阳性 2 份，198 份为阴性，阳

性率 1%。

筛查结果显示，我县的布病防控工作

仍很严峻，需要社会各界更多的进行健康

教育，普及布病防治知识，提高广大群众的

防病意识，共同做好我县畜间及人间的布

病疫情防控工作。

布鲁菌病(brucellosis，布病)，也称波状

热，是布鲁菌引起的急性或慢性传染病，属

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病情

轻重不一的发热、多汗、关节痛等。布氏菌

属的细菌是一组微小的球杆状的革兰氏阴

性菌。宽 0.3~0.6μ，长 0.6~1.5μ。无芽胞、

无鞭毛、不形成荚膜。

传播途径
许多野生动物、家畜、家禽均可患布鲁

氏菌病,包括牛、羊、猪、狗、骆驼、野猪、麋

鹿等。

以下三种方式传播给人类：

消化道传播
人类通常是因摄入由感染动物制作的

食品而被感染,如未经巴氏消毒的牛奶、冰

淇淋、黄油和奶酪,进食生

肉或未充分烹熟的肉类也可以感染布鲁氏

菌病。

呼吸道传播
农民、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屠宰场工人

可以因吸入含有布鲁氏菌的气溶胶, 而感

染布鲁氏菌病。

皮肤及黏膜接触
感染动物的血液、精液、胎盘中的布鲁

氏菌可以经人类皮肤伤口、眼结膜进入人

体引起布鲁氏菌病。但是和动物正常的日

常接触,如抚摸、刷洗、玩耍等,均坏会导致

感染, 所以人类很少因饲养宠物感染布鲁

氏菌病。

布鲁氏菌病很少发生人传人, 但仍有

个别案例报道孕妇在生产及哺乳过程中将

疾病传给婴幼儿。极少数情况下,性行为、

输血和骨髓移植也可能感染布鲁氏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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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疾控中心开展 年布鲁氏菌病高危
人群筛查工作

尊敬的患者朋友：

疫情防控已迈入常态化阶段，为减少院

内人流聚集，同时积极响应省市信息化建设

的要求，我院开展非急诊全面预约就诊服务，

现将网上预约挂号流程做以下告知：

（一）网上预约：成功预约的患者进院请

于挂号室主动出示已预约信息，建议在就诊

时间前半小时排队取号。

预约时间：全天 24 小时
（二）现场预约：门诊大厅导医台

预约时间：

08:00-12:00,

14:30-17:30

（三）必须携带身份证
注：所有就诊患者需提供真实姓名、身份

证号、手机号码；特殊情况患者请致电咨询

0359-6826134。

绛 县 人 民 医 院 开 通 网 上 预 约 挂 号

小 韭 菜 成 了 大 产 业
北仇张村是绛县古绛镇的一个小山村，

地处紫金山下三面环沟、一面靠山的山旮旯

里。全村有 3 个居民组 84 户 384 人，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有 22 户 80 人，被认定为贫困

村。长期以来，村里连卫生所都没有，村民患

了病，需要到几公里外的县城医治，经济收

入以传统的收秋种麦为主。

2016 年春，县委组织部任命县卫生健康

和体育局青年干部李岩担任北仇张村第一
书记，带领 4 名精明能干的同事组成扶贫工

作队进驻该村。由于村里太穷，连住的地方

都没有。经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与县扶贫开
发中心协调，拨款 35 万元新建了 400 多平

方米的两层楼，作为村委会办公楼、村卫生

所和扶贫工作队驻地。

为解决村民们看病就医难题，县卫生健

康和体育局发挥自身优势，先后组织县人民

医院、红十字会医院、中医医院等 5 家医院

为村民们进行免费义诊，提高村民们的防

病、治病意识，保障村民们的身体健康，杜绝

“因病返贫”问题出现。为给扶贫工作队创造

良好的生活条件，单位为他们配备了灶具、

空调、冰箱等生活用品，确保工作队员们长

期住下去，为贫困户献智出力。以前，北仇张

村里只有一条窄窄的巷道，下雨天道路泥

泞，行人难以通过。扶贫工作队便与县扶贫

开发中心联系，申请拨款对全村巷道进行硬

化，大大改善了全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发展产业是扶贫工作的关键。经过一段

时间的调查，驻村工作队从东吴村发展韭菜

种植专业村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示，决定帮

助北仇张村种植大棚韭菜。谁知在开会研究

时，村里的干部群众头摇得像拨浪鼓，他们

认为村里祖祖辈辈从未种过蔬菜，靠种韭菜

脱贫是没有一点把握的事。为了打消他们的

顾虑，扶贫工作队组织村干部们到东吴村参
观学习，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也让村里的干

部群众心里有了底。在县扶贫开发中心申请

扶持资金 45 万元，发动村民打墙平地，整修

进棚渠道。经过一个月的努力，集中连片的

11 座钢架结构日光大棚拔地而起，村里将

其以每棚每年 1000 元的优惠条件承包给 11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经营。

扶贫工作队通过网上学习和实地考察，

编写出《大棚韭菜种植手册》，下发给每位种

植户。种植户们参照手册，对大棚韭菜进行

选种、育苗、保温、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治

等。扶贫工作队的几位队员分头包干贫困户

的大棚，每天到大棚里和种植户一起劳动。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管理，大棚里的韭菜长得

郁郁葱葱，丰收在望。

2017 年冬，第一书记李岩拿着韭菜样

品，驱车到侯马市蔬菜批发市场找到蔬菜批
发商，对方看见他手里青翠欲滴、叶片肥大

的新鲜韭菜，惊奇地问：“这韭菜是哪里种

的？”李岩介绍说：“是绛县偏僻的山旮旯贫

困村种的。”批发商们很感兴趣，表示“有多

少要多少”，并当场与李岩签订销售合同。腊

月中旬，侯马客商开着货车多次前往北仇张

村日光大棚基地，把 7500 公斤新鲜韭菜以
每公斤 5.2 元的价格悉数包销，总收入 7 万

元，户均增收 6300 余元。乡亲们手握客商递

过来的一摞摞现金，数了又数，像做梦一样。

2017 年年底，北仇张村实现整村脱贫。初步

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承包韭菜大棚种植户

们的生产积极性。他们更加精心地实施管

理，种植大棚韭菜的技术也更上一层楼。第

二年，11 座大棚共收获韭菜 10600 余公斤，

每公斤批发价 5.8 元，总收益 12.3 万元，户

均增收 8180 元。

今年 8 月初，笔者专程来到北仇张村探
访。刚进村子，不由得眼前一亮，一条南北走

向的柏油街道平整如镜，两侧新建的座座庭

院，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气息。在村委会

大院里，码放着一堆锃亮的日光大棚铁质构

架。李岩说：“日光大棚韭菜产业为我们村铺

就了一条致富奔小康之路。今年，我们争取

到县上扶贫资金 140 万元，计划再新建 15

座日光大棚，硬化全村街巷，提升配套水利

设施，争取实现全村家家有大棚、户户有钱

赚的目标。”

在韭菜大棚基地，只见一座座大棚整齐

地排列在梯田里，大棚里韭菜幼苗上的露珠

晶莹剔透。在搭建日光大棚的工地上，几名

工人正在挥汗劳作。李岩指着工地介绍道：

“再过一个多月，就能把 15 座日光大棚全部

建好。承包给其他贫困户，种上韭菜，赶到春

节前上市，韭菜产量和收益可实现双翻番。”

北仇张村党支部书记晋引宏深有感触

地：“我当了 30 多年村干部，村里每年都要

依靠国家救济。扶贫工作队进村后，又是盖

房、修路，又是改水、建大棚，硬是把穷得叮

当响的贫困户扶持成韭菜种植专业户，小小

的韭菜现在成了山里人的大产业。”

刘玉栋 张广瑞 马江虹

———绛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助力北仇张村脱贫攻坚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