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7日下午，马鞍山市总工会、马鞍山市
妇联来十七冶医院为重症医学科马鞍山市“巾
帼文明岗”授牌。

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李迅对重症医学科
荣获马鞍山市“巾帼文明岗”表示祝贺，希望重
症医学科以此荣誉为新起点，发挥知识女性的
独特作用，以更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本职工作，

做好“创一个岗、带一片人、挂一块牌、树一面
旗”的引领示范，为马鞍山市医疗卫生事业的
持续健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医院党委书记陈斯菊高度肯定了重症医学
科团队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获此殊荣，是马鞍山市总工会、马鞍山市妇
联对重症医学科工作的肯定，更是对十七冶医院

广大女职工的莫大鼓励和鞭策。今后的工作中，
医院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进一步提高服务水
平，继续保持踏实的工作态度，用文明“擦亮”窗
口，彰显女性在医疗行业中的巾帼风采。

十七冶医院重症医学科是一个政治素质过
硬、充满爱心、团结向上、勇于创新的集体，科室
90%以上人员为女性。一直以来，全科人员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践行“救死扶伤、患者至上”的医院宗旨，发扬“自
强不息、厚德精医”的医院精神，积极开展女职工
提升素质建功立业活动，积极参加各类急危重医
疗救治和志愿服务，在工作中丰富服务内涵、提
升技术能力，彰显专科特色，实现零投诉、零差
错，构建起和谐医患关系。

为进一步提高医学影像疾病的检出率以
及病变的定位、定性、定量诊断水平，更加快
速、高效地为临床提供确切的诊治信息，马鞍
山十七冶医院日前引进佳能第五代超高端640

层新镨黄金CT，已在 4月下旬正式投入使用。
这是继北京协和医院后全国第二家，华东地区
第一家装备此CT的医院。

该设备搭载先进的 16厘米超宽探测器系
统，一圈 0.275秒扫描，即可完成心脏、头颅等
器官的成像；最新 PUREViSION Optics 光谱
过滤系统，可以有效滤过影响成像的低能射
线，既提升图像质量，又保护患者；0.5mm 薄
层探测器，一圈扫描可以得到最多 640 层图

像，为临床提供最高分辨力的高质量诊断图
像，是一次全方位的技术革新；佳能先进的
AIDR 3D Enh 迭代低剂量技术，配合其他低
剂量技术，在降低扫描剂量的同时也可以保
证图像的分辨率，从而保证受检者全身、高
清、安全检查。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高端影像设备的作
用在新技术、新项目的开展和疑难疾病的诊治
中至关重要。引进佳能第五代超高端640层新
镨黄金CT，标志着十七冶医院的医学影像诊
断步入超精细化，超低剂量下的高清成像时
代，对提升医院医学影像诊断水平、为患者提
供高质量的诊疗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什么我家宝宝皮肤容易反复过敏长
湿疹？

初为父母的宝爸宝妈们难免会遇到自己
宝宝皮肤出现皮炎湿疹的情况，而其中有一部
分会反复发作。

看着宝宝娇嫩的皮肤长湿疹，宝宝哭闹烦
躁不安的样子，宝爸宝妈们真的是恨不能把湿
疹转移到自己身上才好。也经常有宝妈宝爸
们问，我们已经很注意了，没有喂什么过敏刺
激性食物，为什么宝宝湿疹还是反复在发呢？

如果宝宝身上反复出现湿疹，就需要警惕
宝宝可能患上了特应性皮炎。特应性皮炎是
由于遗传的因素导致宝宝的皮肤的保护层（皮

肤屏障）不完善，容易对外界的很多物质产生
过敏反应。表现为宝宝湿疹的反复发作，宝宝
会用小手去抓，严重时会让宝宝哭闹不安，夜
间也睡不安稳。

二、宝宝湿疹可以根治吗？
很多宝妈带宝宝来看病时会问我，湿疹到

底能不能彻底根治？由于湿疹是在一定遗传
背景下由多因素导致的皮肤过敏性疾病，目前
医学水平难以去除这些发病因素，因此彻底根
治不现实。父母所能做的就是仔细护理及合
理使用药物控制湿疹的反复发作，以减轻湿疹
对患儿生活质量和生长发育的影响。

三、宝宝究竟对什么过敏呢？
据研究，5岁以下儿童常见食物过敏原为

牛奶、鸡蛋、小麦、花生和大豆；5岁以上儿童常
见食物过敏原为坚果、贝壳类和鱼；青少年和
成人食物过敏少见，个别人有花粉相关食物过
敏，如桦树花粉相关的食物如苹果、芹菜、胡萝
卜和榛果。如果宝宝皮肤反复过敏长湿疹，可
以2岁以后检查过敏原。

四、长大了会不会好点？
随着宝宝皮肤对环境的适应，宝宝大了后

湿疹复发会好转。一般要两岁以后或学龄前
宝宝湿疹反复发作的情况会缓解，但也有少部
分严重的湿疹患儿存在长大后湿疹还继续发
作的情况。

五、需要把奶粉换成羊奶或水解奶吗？
首先是大力提倡母乳喂养，人工喂养可用

牛奶、羊奶、配方奶和氨基酸制品等。如果宝
宝每次一喝牛奶后嘴巴周围就红，或湿疹加
重，就需要考虑将牛奶换成羊奶或是水解奶
了。水解奶建议先换成半水解奶粉，如果还不
能适应再选择深度水解奶。

六、宝宝在吃母乳，妈妈要忌口吗？
一般不需要，如何每次吃特定食物（如鱼

虾，海鲜，牛羊肉等）时宝宝湿疹就会复发或加
重，就需要避免再吃这些食物。

七、可以用艾水或金银花水洗澡吗？
曾流传一句谚语：“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

来。”可见，艾叶的用处广，药用价值高。但是，
随着盲目的宣传推广，艾叶走上了神坛，甚至
冠以包治百病的名号。很多人信以为真，无论大
病小病都要试一试这艾叶，最后病没治好反倒还
耽误了最佳治疗期。我在临床上发现艾叶对宝
宝湿疹的作用不大。金银花的功效主要是杀菌
抗病毒，对湿疹帮助不大。因此不建议使用。

八、可以用母婴店买的药膏治疗湿疹吗？
市面上能买到很多号称能治疗各种皮肤

癣、湿疹等皮肤疾病的药膏，这些药膏都有个
特点：外包装是消字号，这些产品的成分大多
没经过检验，成分可疑，为追求疗效，有很多这
类产品会非法添加强效激素或多种抗生素。
而这些成分对宝宝的皮肤伤害很大，因此千万
不要给宝宝用这些产品。

九、激素药膏能给孩子用吗？
很多宝妈因为害怕激素的副作用，都会向

医生表明不想给宝宝用激素类药膏。
但激素药膏外涂是目前国内外治疗特应

性皮炎（湿疹）的一线治疗方法，这点在欧美、
日本也不例外。早期、足量外用激素可尽早控
制湿疹发展，减轻瘙痒，打破“瘙痒-搔抓循
环”，防止湿疹向慢性发展，减轻湿疹对皮肤的
影响。湿疹本身会造成皮肤的损害如屏障功
能破坏、色素沉着、皮肤萎缩等，这些都是宝妈
们容易忽视的。而正规使用激素药膏可以减
少这些损害，结合医用保湿剂使用可以最大程
度减少激素药膏和湿疹本身对皮肤的影响。
当然强效的激素不建议给宝宝使用，弱效或中
效激素药膏在医生指导下给宝宝使用是很安
全的。

十、平时需要注意哪些？
1.皮肤保湿，非常重要！
如何保湿？外涂保湿润肤剂（不含香料防

腐剂）。保湿润肤剂不仅能阻止水分丢失，还
能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减弱外源性不良因素
的刺激，从而减少疾病的发作次数和严重度。
建议足量多次使用，沐浴后应该立即使用。冬
季根据皮肤干燥情况可选用富含脂类的润肤
剂。建议儿童每周用量至少 100 g。目前在我
们科推荐使用的薇诺娜透明质酸生物膜，可以
很多地改善宝宝皮肤干燥脱皮的情况。

2.洗澡
建议洗澡温度在 32 ℃ ~ 37 ℃，时间 5 ~

10 分钟。推荐使用低敏无刺激的洁肤用品，其

pH值为 6，对宝宝皮肤刺激性小。洗澡频度以
每日或隔日1次为宜。如果宝宝出汗多时需要
及时洗澡，把汗液洗掉，以减少汗液对宝宝皮
肤的刺激。

3.添加辅食
①辅食添加量：较同龄婴儿开始时量少、

缓慢递加的方式；②辅食品种：采取逐一增加，
循序渐进的方式；③辅食加工方式：充分蒸煮；
④喂养工具：汤勺要大小合适，避免食物外溢
刺激口周皮；⑤饮食规律：避免暴饮暴食。对
有明确过敏的食物建议避免食用。

4.忌口
对于第三条中所说的过敏原，如果每次吃

这些食物时宝宝湿疹都会加重，就需要避食4~

6周，过敏严重需要避食半年。但不建议过度
忌口，家长可以记食物日记，把每日宝宝吃的
食物记下来，这样就容易发现宝宝对哪些食物
过敏，而对于不过敏的食物就可以放心地给宝
宝吃了。

5.环境
宝宝适宜居住温度为18 ℃ ~ 22 ℃，冬天可

以将空调温度设定在 22℃，过冷过热都不好。
注意家庭卫生清洁，不要铺地毯等容易滋生螨
虫的物品，春季不要带宝宝去公园等花草多的
地方，以减少花粉接触。还有一个非常容易忽
视的细节就是经常抱孩子的家长外面的衣服需
是棉质的，因为宝宝的小脸会经常与衣服接触
而过敏。不要给宝宝佩戴金银饰品，金属也会
导致宝宝过敏。 十七冶医院皮肤科 潘廷猛

十七冶医院重症医学科
荣获马鞍山市“巾帼文明岗”称号

十七冶医院引进佳能第五代超高端640层CT

关于宝宝湿疹，宝妈们最关心的十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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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贯彻上级服务保障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决策部署，深入落实疫
情期间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相关政
策要求，5月6日下午，雨山区人民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宋斌带队，走
访了涉案民营企业。

宋斌检察长仔细询问该企业生
产情况、人员复工率以及存在其他经
营困难、矛盾纠纷等情况，向其介绍

了疫情期间检察机关护航民企发展、
助力复工复产的政策举措，征集了该
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法律需求，承

诺进一步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向企业
提供更多更优质检察产品。

周虎赛 任俊摄影报道

雨山区人民检察院精准助力民企复工复产

为提升检察干警履职尽责的
能力，加强检察队伍的凝聚力，5月
9 日上午，雨山区人民检察院组织
党员赴南山矿业公司，开展“学习
工匠精神，锻铸检察铁军”主题党
日活动。

党员们参观南山矿业公司高村
铁矿采场，矿场负责人为大家介绍
矿山情况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运用科学的、现代化技术保护矿
区生态环境，着力打造绿色矿山。

随后，该院党员们参观马钢矿

山工匠基地，了解工匠大师卜维平
“忠诚敬业、自我超越”的工匠精神。

党员们观看了《向上的力量》
《大美凹山》和《党旗引领南山美》三
部宣传片。

共和国工匠大师卜维平用质朴
的语言，讲述自己立足岗位，认识岗
位，在实践中锐意创新，在平凡的岗位
上，依靠肯学肯钻的精神先后荣获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称号，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成为值得大家

学习的时代楷模。
该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陈云

平勉励全体党员干警在工作中要有
“切磋琢磨”的精益求精精神；要有
“能动而行”的敬业奉献精神 ；要有
“兴利除害”的责任担当精神 ；要有
“道技合一”的人生超越精神。他强
调，党员干警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深
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工作，积极
向身边先进典型学习，不断提升自
己的事业心、责任心和使命感，为检
察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夏雨佳 徐雯瑾摄影报道

【主题党日】学习工匠精神 锻铸检察铁军

5月 7日上午，雨山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田卉来到雨山区
人民检察院开展了“认罪认罚精准量
刑解析”的讲座。雨山区公安分局、
区检察院、区法院、区司法局四家单
位的领导及干警参加，区政法委副书
记杨家明主持讲座。

讲座中，田卉副庭长结合安徽省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
指导意见》实施细则的规定，详细阐
述了量刑的基本方法、常见量刑情节
的适用以及几种常见犯罪的量刑，并
结合实务中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出现
的问题分享了独到的见解。

讲座结束后，杨家明副书记指

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司
法领域的一项重大制度变革，涉及侦
查、批捕、起诉、审判等各个诉讼环
节，需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
机关、司法局等部门协同适用。希望
各部门以此次讲座为契机，加强沟
通、协调和配合，及时研究解决认罪
认罚案件实务问题，形成贯彻实施合
力，促进提升案件质量和效果，确保
制度统一正确适用。

本次讲座干货满满，及时解决
了干警们在办理具体刑事案件量
刑方面的困惑，也为今后继续贯彻
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打下坚实
的基础。 郑黎雪 徐雯瑾摄影报道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4 月 27
日下午，雨山区人民检察院在五楼
图书室青年之家开展“为你读诗”第
二届朗读者活动。

各位参与者围桌而坐，倾情朗
读所推荐的现代诗歌并分享心得，
结束后大家互相点评交流，加深对
作品的多样化理解。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兼具思想

性和艺术性的诗歌生动细腻，令人
耳目欢畅。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该院本
次活动进一步推进了“首善之院，幸
福雨检”法治建设，培育了全院检察
人员良好的阅读习惯，营造了积极
向上、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检察文
化氛围。

陈秀婷 徐雯瑾摄影报道

为引导雨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人员不忘从检初心，推动廉政检察
文化建设，在全院形成笔耕墨染、书
香满园的氛围，5 月 9 日下午，该院
在五楼图书室举办硬笔书法比赛，
并对参赛作品进行展览。

比赛以“硬笔书法展风采，从检
初心记心怀”为主题，以廉政警句、
法律谚语、从检初心等积极向上的
书写内容为主。比赛征集43位检察

人员共61幅作品。平日里细心钻研
案件的检察人员们写起硬笔书法来
也丝毫不逊色，作品风格各异，书写
优美，让人赏心悦目。

检察人员们来到图书室观看作
品，并现场通过贴爱心贴纸的方式投
票评选出最后的获奖作品及作者。

本次硬笔书法比赛不仅为检察
人员们提供了自我才艺展示的平
台，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同时

也筑牢了大家的检察初心。
郑黎雪 任俊摄影报道

为 深 化 “ 三 个 以 案 ” 警 示 教
育，加强青年干警爱国主义教育，
5 月 9 日下午，雨山区人民检察院
机关团支部组织青年干警在院内
观看爱国主义军事题材影片《红
海行动》。

观影前，该院检察人员讲述从
军从检经历，共同忆苦思甜。

这部长达138分钟的影片，为大
家带来了视觉盛宴和心灵震撼，“蛟
龙突击队”在索马里海域解救中国

商船，在战乱国家营救中国公民。
一个个紧要时刻，一系列生死救援，
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军人的勇者无
惧、强者无敌。

一句“我是中国海军，我们带你
们回家”让人感动，一句“中国军人
不会让任何一个中国人受到伤害”，
瞬间让人泪目。

位卑未敢忘忧国。此次观影活
动在丰富了青年干警业余生活的同
时，也提升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和国家安全意识。
朱骏 张钟元摄影报道

全区政法机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专题讲座
在雨山区人民检察院举办

雨山区人民检察院机关团支
部副书记郑黎雪被授予全区“优秀
共青团干部”称号，机关团支部组织
委员陈秀婷被评为全区“优秀共青
团员”。

郑黎雪

现任该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
助理、院机关第一党支部组织委
员。自2017年参加检察工作以来，
该同志在工作中积极肯干，能吃苦，
爱学习，敢于创新，得到领导和同事
们的一致好评。2019年3月经换届

选举，担任院机关团支部组织委员，
现任团支部副书记，从事团支部工
作已一年。

陈秀婷

现为该院第三检察部聘用制
书记员、机关团支部组织委员。
该同志自参加工作至今，严格自
我要求，时刻以饱满的激情与活
力投入工作与生活，获得了领导
和同事的肯定。

徐雯瑾

诵声传韵 诗歌载梦
4 月 28 日，全市迎五四暨共

青团马鞍山市十二届八次全委
（扩大）会盛大召开，会上表彰了
雨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干警刘妍，授予刘妍同志马鞍山
市第十三届“十大杰出青年”荣
誉称号。

人物简介
刘妍，女，汉族，1986 年 12 月

出生，中共党员，法律硕士，现为
雨山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员额检
察官。

她是全省公诉标兵，全省扫黑除
恶专家库人才成员之一。从检八年，
扎根办案一线，承办各类刑事案件近
五百件，实现了无一件错案、无一人
信访、无一宗负面舆情的成绩。成功
办理e租宝系列案件，出庭公诉涉案
14.86亿元的“德善爱心平台”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成功办理向山镇落星

村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案、全
市首例破坏林业资源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助力民行部门追缴生态
修复费用两千万余元。

怀孕期间战斗在扫黑除恶一
线，承办市扫黑办督办的孙某等
30 人涉黑案、夏某等 15 人涉恶
案。战疫期间，依法从快批准逮
捕省院等四部门挂牌督办的管某
销售“问题口罩”案，她用实际行
动谱写了一曲基层女检察官的青
春赞歌。邓谷睿婧 任俊摄影报道

硬笔书法展风采 从检初心记心怀

看爱国电影 守检察初心

【喜报】雨山区人民检察院干警刘妍
荣获马鞍山市第十三届“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喜报】为青春高歌 为后浪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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