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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8

内蒙古首个互联网医院牌照获批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段丽萍） 1

月4日，内蒙古卫健委通过

了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的互联网医院牌照申

请，这标志着内蒙古地区

首个互联网医院牌照正式

落户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

据介绍，作为自治区

首家拿到互联网医院牌照

的医疗机构，该院将加快

落实人工智能医疗的质量

控制、物联网健康大数据

平台等服务功能，落实党

和国家对推进“互联网+医

疗健康”建设相关要求，充

分发挥该院综合资源优

势，打造全自治区第一个

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

一体化的互联网医院。建

成数字信息化平台支撑的

智慧医院，扩大医院服务

和辐射半径，进一步增强

内蒙古自治区诊疗能力，

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医

疗卫生服务。

据了解，早在 2018 年

4 月 28 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促进“互联

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

见》，就促进互联网与医疗

健康深度融合发展作出部

署，在实体医院基础上，运

用互联网技术提供安全适

宜的医疗服务，允许在线

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

的复诊，为“互联网+医疗

健康”明确了发展方向。

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

更是加速了互联网医院建

设，而该院互联网医院也

在 2020 年得到快速发展，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互联网医院使用用户累计

超过 84 万人，挂号人次超

过 189 万，交易次数超过

332 万，交易金额超过 3.6

亿元，并通过在线咨询、网

络门诊、电子处方、名医讲

堂、病案复印等一系列互

联网医院诊疗功能，为老

百姓提供足不出户就能求

医问药的便捷互联网医疗

服务。截止到 12 月 31 日，

该院在线咨询服务产生订

单 112151 笔，服务来自全

国10多个省份及自治区约

10万人次。

与此同时，为了更加

切实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

问题，除了基础的互联网

医院建设，该院还实施搭

建完成了云诊室，各科室

医生每日通过互联网医院

云诊室在线坐诊，截止到

12月31日，该院共开展公

益直播33场，来自20多个

科室的30多名主任级别医

生亲自上线，在线科普宣

教近视、糖尿病、高血压、

妇科等多种常见病的诱

因、治疗、预防等，为患者

在线答疑并予以科学可行

的预防治疗建议，目前每

场直播平均累计在线人数

7000多人次。

气温直降，“老慢支”

患者到了他们最难挨的时

候。江苏省中医院急诊科

最近出现了“老慢支”病人

扎堆的现象，因为是慢性

病，不少人“久病成良医”，

结果加重了病情。

久病自医拖成呼吸衰

竭

杨先生今年 62 岁，得

“老慢支”多年，由于嫌去医

院看病住院麻烦，于是“久

病成良医”，在家弄了个制

氧机进行辅助治疗。天气变

冷，杨先生感觉自己喘得厉

害，咳嗽不停，就用自备的

“制氧机”吸氧，可似乎无

效，硬拖了四五天后出现呼

吸困难、喘不上气、濒死感，

家属才把他送到急诊。

“这个患者已出现呼

吸衰竭”，据接诊的大夫介

绍，医务人员为他使用无创

呼吸机抢救，并进行抗炎、

平喘、止咳祛痰等治疗，目

前杨先生病情已稳定。

天气寒冷“老慢支”难

挨

“老慢支”即老年慢性

支气管炎，多发于 60 岁以

上的人群，以慢性咳嗽、咳

痰、喘息、呼吸困难和反复

感染为主要临床表现。该

病起病慢，病程长，每年发

病持续3个月，连续2年或

2年以上，容易因反复急性

发作而病情加重。目前病

因不明，一般认为，自身免

疫力低下、呼吸道抵抗力

下降是慢支发病的内因，

抽烟（或被动吸烟）、厨房

烹调油烟及大气污染是外

在环境因素。中老年人随

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有退

行性变化，在这些外因下

很容易诱发此病，因此，大

家要尽量避免上述外因。

病人一旦确诊为“老

慢支”，要做好长期治疗的

准备，不可过分心急。在急

性期应以消炎、祛痰、平

喘、镇咳等为主，缓解期注

意规律作息，避免受凉，合

理营养，适量运动，也可吃

药增强免疫力。切不可迷

信民间的一些“偏方”——

很多“偏方”都含激素类药

物，易产生依赖性和其他

副作用。

警惕四种老慢支发展

为慢阻肺

王毅军提醒“老慢支”

患者注意以下方面。1. 注

意环境卫生，避免烟雾、粉

尘及刺激性气体伤害呼吸

道，尤其是要戒烟。2.做好

防寒保暖，避免受凉感冒，

建议接种流感疫苗、肺炎

疫苗等，并保证充足睡眠。

3. 开窗通风，不要长时间

待在密闭的空间，但同时

也要避免冷空气的侵袭。4.

注意锻炼，可练习腹式呼

吸。5.发现症状加重，如咳

痰、发烧、呼吸困难加重

时，及时就医。

“老慢支”患者出现以

下四类情况，如气温骤降

后反复咳嗽、咳痰；经常感

冒；感冒一次长达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都不好转；与

同龄人出去活动，别人不

喘自己喘的，要及时治疗，

避免发展成为慢阻肺。

（据《金陵晚报》）

小心“老慢支”拖成呼吸衰竭

健身不一定会带来健康

近日，上海某公司一名47岁高管在健身后意外猝死

的消息上了热搜榜。据我猜测，他很可能是因为健身不当

引发的猝死。如果一个人平时运动量不大，心肺功能本来

就弱，突然超负荷运动，机体会不堪重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走进健身房。然而，

被大家所忽视的是，健身运动不一定会带来健康，过量的、

超出年龄和体能极限的健身运动带来的可能是对身体的

伤害。当状态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去健身。当感

到疲劳时，这是身体告诉你需要休息及补充营养，以便修

复肌肉组织。如果强行健身，有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

在运用健身器材时，常常会看到一些老年人或大幅度

扭动身体，或将腿搭在杆子上压腿。其实，对不经常锻炼的

人来说，这样做很容易造成腰部受伤或韧带损伤。平时，建

议老年人先加强柔韧、力量方面的训练，这样才能保护关

节和骨骼。平时应多选择太极拳、气功、散步、慢跑、门球等

项目。

冬季更适合室内健身。比如在室内跳健身操、练瑜伽

等。天气晴好的时候，可根据体能做做户外运动，比如武

术、快走、跑步等。 （据《银川晚报》）

大部分人生活中常常

发觉大腿或臀部凉凉的，

中医认为，阳气具有温煦

机体的功能，能使机体保

持正常的温度，如果常常

感觉怕冷，意味着机体阳

气不足。

阳 气不足原因有很

多。现代人生活方式不良，

夏季空调温度过低，贪食瓜

果冷饮，过多摄入阴寒之

物，大大消耗体内阳气，到

了冬天，身体就会非常怕

冷。同时，很多人的工作方

式以坐姿为多，容易造成腰

臀部血液循环不畅、瘀血停

滞。臀部处在人体躯干部最

低的位置，又临近盆腔，体

内若是脾阳虚弱水失运化，

或机体感受寒湿之气，盆腔

部位最容易出现湿浊停聚

地，更容易受到阳气不足的

影响，从而感觉冰凉。

解决这个问题，不妨

试试艾灸。《本草纲目》记

载：艾以叶入药，性温、无

毒、纯阳之性、通十二经，

有回阳、理气血、逐湿寒等

功效。具体做法是将艾条

的一端点燃，手持悬于施

灸部位约3厘米之上即可。

可以选择在某一穴位上端

艾灸，如臀部的八髎、环跳

穴等，也可以不固定位置，

在臀部或大腿上方均匀地

左右移动或反复旋转施

灸。因大腿或臀部面积比

较大，可选择三五根艾条

捆绑在一起，增加艾灸面

积。 （据《大河健康报》）

阳气不足用艾灸灸臀部

足跟痛让很多老年人

苦不堪言。临床数据显示，

70%以上中老年人受到过

足跟痛的困扰。在此推荐

几个缓解疼痛的小方法。

泡脚 每天坚持温水

泡脚，水温40摄氏度左右，

每次 30 分钟，可加快足底

血液循环，促进炎症吸收，

减轻疼痛，若可以同时按

摩足跟，效果会更好。

足部加垫 根据疼痛

部位，在鞋垫上剪出相应范

围的空洞，或在足下痛点部

位用棉花、旧布或旧毛巾等

将鞋垫垫高一点，这对跟下

滑囊炎有持续挤压按摩作

用，可促使局部炎症扩散。

脚底滚球 脚踩任一

材质的圆球（如弹珠、网球

等），踩在跟痛点流动研

磨，每天 2 次，每次 10 分

钟。或者将圆木棒置于脚

跟下，前后滚动以按摩足

底，每天 1～2 次，每次 10

分钟，对腱膜炎、跟下囊炎

和脂肪垫炎都很有效。

（据《北京青年报》）

脚底滚弹珠缓解足跟痛

喝沙参猪骨汤给皮肤补水

冬季寒风凛冽，很多人会因此出现面部起皮、发红甚

至瘙痒等不适。出现这些症状时，说明皮肤要补水了。

很多人说，自己没少喝水，皮肤为什么还是干。其实，

喝水方法有讲究，建议少量多次饮水。如果一口气喝很多

水，喝进去的水很快随着排尿排走了，起不到滋润皮肤的

作用。

另外，还可以在冬季多喝点沙参玉竹猪骨汤给皮肤补

水。取猪骨1000克，玉竹15克，沙参15克，红枣6克，枸杞

3 克。猪骨焯水后，将锅中的冷水烧开，倒入焯过水的猪

骨，将泡发好的玉竹、沙参、红枣、枸杞，适量葱、姜、花椒、

八角、料酒放在一起炖，炖煮开后加入少许陈醋，转小火再

煮一个半小时左右，出锅前加入盐调味即可。

（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