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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支气管哮喘家庭防护
儿童哮喘的发作，与致敏原有密切关系，应细心寻找

和分析诱发因素，尽可能加以避免。诱发因素主要是两个

方面，一是过敏物质，如花粉、粉尘、皮毛、牛奶、鸡蛋、鱼、

虾、螃蟹、油漆、药物等，有的是一两种，有的多达几十种；

另一个是体质和精神状态，如情绪不好、过度劳累、吸入

冷空气、精神紧张等。

目前发现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往往免疫功能也较低

下，一旦着凉同时遇到过敏原常常就会出现感冒症状同

时伴有喘息。因此对于过敏体质的孩子平时需要注意避

免交叉感染，更重要的是注意提高免疫功能。

同时要注意饮食调养。哮喘患儿平时要注意多吃高

蛋白食物，如瘦肉、蛋、家禽、大豆及豆制品等。还要多吃

含有维生素A、B、C、D及钙质的食物，有润肺、保护气管

的功能。

家长还应让哮喘患儿在疾病缓解期加强体育锻炼。

缺乏锻炼会使体质下降，从而发病增多。体育锻炼对哮喘

患儿大有好处，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身体情况选择

适当的运动方式。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儿科赵旭晨：中医儿科硕士，毕业

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擅长用中药、推拿治疗小儿呼吸系统疾

病、小儿消化系统疾病及儿童抽动症等儿科常见病多发病。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

媒体记者 刘 惠） 近

日，呼和浩特市纪委监委

把严肃整治领导干部利用

茅台酒等名贵特产、特殊

资源谋取私利问题作为一

项政治任务来抓，通过自

查自纠、日常监督、派驻监

督、巡察监督以及强化问

责等方式，构建严密监督

网，刹歪风、树正气，强力

推动专项整治工作深入开

展。

据呼和浩特市纪委监

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全市各地区

各部门各单位正在结合日

常管理、群众反映、专项治

理发现的问题，对本地区

本部门本单位领导干部违

规公款购买、违规收送、违

规插手干预或参与经营名

贵特产、特殊资源问题开

展自查自纠，特别是对照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

互交织、个人腐败与‘组团

式’腐败相互交织、助长享

乐奢靡”三个方面具体表

现开展认真检查，切实把

存在问题查清楚、找出来，

既分析原因，又抓好整改。

据悉，为了推动专项

整治工作向纵深开展，市

纪委监委充分发挥派驻

（出）机构“探头”作用和巡

察“利剑”作用，一方面要

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派驻

（出）机构要立足于驻在部

门、单位特点，注重在日常

监督工作中多角度、多渠道

发现利用茅台酒等名贵特

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

题，并对薄弱环节、关键岗

位和重要领域实施重点监

督，做到不留死角和盲区。

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及时报告、迅速反应，并督

促驻在部门认真研究解决，

做到早警示、早纠正、早处

理。另一方面将整治工作纳

入巡察重点，在重点地区、

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关键

少数”中深入查找领导干

部利用茅台酒等名贵特

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

题，进一步强化成果运用，

狠抓整改落实，对巡察中

发现的问题线索，要建立

台账，于每轮巡察结束后

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

媒体记者 郝儒冰） 秋

风起，冬菜至，又是一年一

度的囤菜季，不少农民拉

着自家种的冬储菜进城售

卖……对此，呼和浩特市

四区城管局工作人员积极

帮助菜农联系附近的便民

市场和临时销售点，搭起菜

农和市民之间的便利桥梁。

据了解，市四区不少

便民市场正在为菜农提供

冬储菜临时售卖场所，如

新城区的三合村便民市

场，赛罕区的保全庄农贸

市场，回民区的大集综合

便民市场，玉泉区的美通

批发市场等，还有不少小

区周边的便民市场，城管

执法人员看到有在街头售

卖的“冬菜车”，就会将其

引导至就近的便民市场。

“本地菜农进入市区卖

菜，只需村委会开具一张证

明，城管工作人员在路上巡

查时，发现有证的菜农，就

会帮其联系便民市场和临

时摊位，帮菜农们解决销售

问题。”赛罕区城管局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还会

帮菜农在不影响环境的情

况下进小区售卖，或者在

条件合适的地段规划临时

销售点，并联系好附近的

环卫工人加大保洁力度，保

证周边环境卫生。

助力冬储菜售卖：城管规划临时场地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

媒体记者 艾文涛） 10

月30日，记者从呼和浩特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管

科了解到，为有效缓解昭

君路与南二环十字路口

交通拥堵问题，交管部门

与其他部门联手将对昭

君路与南二环路、钢管厂

巷、二十七中南巷等部分

路口进行渠化施工，广大

市民出行时需留意道路

交通变化。

据了解，此次呼和浩

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住

建局、园林建设服务中

心、呼和浩特供电局、玉

泉区政府等单位将对昭

君路与南二环路口东北

口、钢管厂巷南口、二十

七中南巷进行渠化改造

施工。具体公告如下：

1. 工程涉及高压电

缆改迁、树木移植、地面

障碍物清除等环节，施工

期间将占用南二环路市

第一医院段、昭君路与南

二环交叉路口东幅两条

机动车道及昭君路与南

二环路口东北角非机动

车道进行围挡施工，打围

面积为 50 米×5 米。届

时，将张贴相关安全警示

标语，按规定摆放交通导

向等相关标牌。

2.工期预计25天，自

2019年10月30日至2019

年 11 月 24 日。相关施工

单位将尽最大可能压缩

工期。

市政部门捐赠路灯
照亮村民回家的路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体记者 郑慧英） 10 月 30

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政管理局了解到，该局将50基70瓦

风光互补路灯捐赠给了和林县城关镇九龙湾行政村，切实

解决了村民夜晚出行难的实际情况。

据了解，和林县城关镇九龙湾行政村由12个自然村

组成，村里基本上居住的是老人和孩子，多个自然村紧靠

210省道，村民晚上出行时经常会因天黑而受到伤害。根

据九龙湾行政村的实际情况，呼和浩特市政管理局经实地

调研，决定将50基价值76.5万元的70瓦风光互补路灯捐

赠给九龙湾行政村，解决村民在夜晚行动的实际困难，照

亮回家的路。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

媒体记者 顾 爽）“我

的车因为路面塌陷，已经

受困很长时间了，到现在

也没弄到安全地带，还阻

碍了交通，希望你们能过

来了解一下情况！”10月30

日上午，呼和浩特市的读

者齐女士致电本报热线，

向记者反映了这一情况。

随后，记者来到了位

于金桥开发区金桥路中

段的事故现场。记者在这

里看到，一辆白色轿车滞

留在南向北的临时车道

上，右前胎陷进了路面一

处塌陷空洞内，下方则是

一个深约一米的空间。因

为该处现场周围设置了

路障，所以有大量车辆滞

留，堵车比较严重。

齐女士告诉记者，她

是在10月29日20时左右

行驶到此处，事故发生后

她第一时间拨打了122交

通事故报警热线，交警来

到现场勘查之后，齐女士

被告知这不属于交通事

故范畴，事故科也只能先

取证，如果需要车辆救

援，则需要自费请道路救

援机构施救。

“道路救援车辆到达

之后看了现场，对我们说

车辆周边路面不结实，如

果强行救援就有形成二次

塌陷的可能，建议车辆先

搁置不动，并在周围设置

了路障。”齐女士说。因为

当时已是深夜，齐女士只

能先付给救援车辆部分费

用后让其离开，并和朋友

一起从旁边的一处加油站

借用了一些路障设施，自

行设置了简易路障。

“随后我们又联系了

路政部门和城建部门，但

因为是夜里，所以都没有

具体结果，我们只能离开，

30日早上再过来处理。”

齐女士告诉记

者，10月30日上午，

她 和 朋 友 来 到 现

场，经过辗转联系

和问询，得知此处

可 能 是 一 处 电 缆

井，于是又自行联

系 到 了 相 关 施 工

方，他们正在焦急

等待施工方的人来

现场勘查。

记者在现场看到，由

于事故车辆造成道路狭窄，

大量车辆行进缓慢，已经有

个别车主见现场没有交警

维持秩序，便试图自行挪

开路障通行，齐女士和朋

友一直在竭力劝阻车辆绕

行，以免造成二次塌陷。

记者看到，在事故塌

陷处旁边的可通行道路

上，已经可以看到有下沉

迹象。记者马上拨打了

122 反映情况，大约 20 分

钟后，几名交警赶到现场

对车辆进行了疏通，并告

知齐女士已经将路面情

况反馈给了上级部门。

“从车辆出事到现在，

我们始终找不到相关责任

人，谁的责任是次要的，主

要是怎么能先把车弄出

来，然后把路面修复，这样

才不会让别的车辆重蹈覆

辙。”齐女士担忧地说。直

到记者离开，齐女士的车

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处理。

截止17时，齐女士的

车依旧没有得到处理。

留检所里的流浪狗有身份证了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体首席记者 王树天） 10月29

日，流浪犬主题音乐纪录片《拯救流浪狗》在呼和浩特市犬类

留检所举行首映礼。记者在首映礼上了解到，通过推进留检

所的信息化工程建设，目前“定居”留检所的流浪犬已录入信

息化管理系统，扫描其身份牌二维码即可了解犬只的基本信

息以及疫苗接种情况，相当于每只流浪狗都有了“身份证”。

首府：领导干部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私利将受严惩

首府这些路口将渠化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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