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鲁 静 版式：张 瑜 校对：胡建宏版 综合新闻
2019年3月25日 星期一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gbbjb2@163.com
2

3 月 22 日，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
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和花王(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共同主办的 2019“清洁节水中国行家一年
一万升”节水宣传活动在西安拉开帷幕。据

介绍，此活动旨在提高公众节水意识,倡导生
活方式绿色化,带动家庭、社区、学校的节水
实践,促进我国水资源开发与保护和环境可持
续发展。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3月24日是第24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今年的主题是“开展终结结核行动，共建

共享健康中国”。肺结核在我国法定报告甲乙类传染病中发病和死亡数排在第2位，

是一种严重危害健康的慢性传染病。

我国结核病死亡率稳步下降，但
约八成以上的肺结核病人在农村或
是流动人口，为结核病防治目标带来
巨大挑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
国疾控中心等相关部门正在夯实结
核病综合防治模式的基础，基层医疗
机构在抗击结核病上的防控作用逐
步凸显。

——全力攻克“耐药结核”难题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结核病综合防治模式，以及
结核病诊疗规范和指南，近几年都在
逐步健全。要发挥基层医疗卫生体系
的作用，帮助肺结核病人，特别是耐
药结核病人规律地按时服药。

多位肺结核防治专家表示，随着
人口流动加剧和全球日益加重的结
核耐药菌株问题，我国耐药结核发
病数形势严峻，正成为公共健康潜伏
的威胁。

过去近 20 年来，我国结核病防治

取得显著成就，实现了肺结核发病率
和死亡率的“双下降”，特别是死亡率
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耐药结核
会让利福平、异烟肼等传统治疗药物
失效，近年来逐渐成为全球结核病防
治一个“棘手”问题。

盖茨基金会健康创新与合作部
门高级项目官员桓世彤说，公众一
方面要知晓结核病传染的危险性，
一方面也要树立可防可治的信心。
结核病绝大多数都能治愈，但治疗需
要较长的疗程，一般结核病患者需要 6
至 8 个月；耐药结核病的疗程长达 18
至 24 个月，“只要坚持每天服药，不要
间断，会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从事结核病防治工作 40 多年、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
中心政策规划部原主任姜世闻指出，
我国在普通肺结核的发现和管理上成
效显著，但耐药结核病的防控难度比
较大，“我们要尽快提高耐药结核的

发现率和治疗率，这是非常急迫的。”
他建议，尽快在全国普及新的分

子检测技术，特别是在县区级定点医
疗机构。传统利用痰培养检测耐药性
的方法，要 3 到 4 个月才能诊断，而新
的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在实验室只要
两个小时，“就是说阻断了近 3 到 4 个
月的传染期，因此是很关键的。”
——多管齐下提高综合防治水平
目前，结核病病人的随访任务都

在综合性或定点医院。世界卫生组织
中国代表处技术官员陈仲丹认为，这
会产生很高成本，也给原本紧张的医
疗资源增压。“建议发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作用，把病患的随访工作下
沉至基层，可降低治疗费用。”

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助理教授
龙倩说，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规定，随
就诊层级的提高，诊疗服务报销比例
相应降低。而“三位一体”结防模式
下，普通结核患者需在县区级定点医

院就诊，耐药结核患者需在地市级或
省级定点医院就诊。如无针对结核病
的特殊报销政策，结核患者，尤其是
耐药患者能享受的报销比例低，患者
自负费用高。此外，患者还需承担交
通费及食宿费，这些都为结核病家庭
增加了负担，不少肺结核耐药患者不
愿或不能够坚持治疗。她呼吁通过提
高公共筹资，提高医疗保障水平，降
低病人的疾病负担。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的
研究员王禄生说，近年来“中国卫生健
康委员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结核病防治项目”在浙江桐乡、宁夏吴
忠、吉林德惠三个基层地区开展了肺结
核按病种支付的改革试点，初见成效。

他说，我国结核疫情严重的地区
集中在西部和农村地区，如果能创
新结核病防控的政策和路径，能有
效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助力扶
贫攻坚。 （屈婷 刘宇轩）

我国结核病死亡率稳步下降
终结结核病流行还有几步？

结核病又称“痨病”，是由结核分枝
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可侵及许多脏
器，以肺部结核感染最为常见。排菌者
为其重要的传染源。其中，春季是肺结
核高发期，这是因为肺结核以飞沫传播
为主，春季风大、干燥，结核菌容易散播。

结核病之所以难治疗是因为结核菌
对治疗药物有着极强的耐药性。耐药性
的形成有两种可能，一是菌群中先天耐
药菌的发展，二是在人体中单独使用抗
结核药，形成耐药菌。耐药菌可造成治
疗上的困难，影响疗效。

肺结核作为呼吸道传染病，极其容
易发生传播。当肺结核病人在咳嗽、咳
痰、打喷嚏或大声说话时，含有结核杆菌
的飞沫随之喷出。这些飞沫被健康人吸

入后就极有可能造成感染，此外还可通
过被污染的食物或食具感染。经统计，
一个结核病患者每处能传染10-15人。

专家介绍，与传染性肺结核患者有
密切接触者、免疫力低下者等人群，尤其
需要警惕肺结核。肺结核常见症状是咳
嗽、咳痰，伴有痰中带血、低烧、胸痛、疲
乏无力、体重减轻、呼吸困难等症状。如
果以上症状持续两周以上，应高度怀疑
得了肺结核，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如若被确诊为肺结核病，也无需太
过惊慌。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目前初
治患者的治愈率已达95%以上。

肺结核作为一种高风险传染病，我
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生活当中又应该
如何预防呢？

1. 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咳
嗽、打喷嚏时应用纸巾捂住口鼻，不
随地吐痰；勤洗手、勤晒被褥，加强
教室、宿舍、图书馆等人群聚集场所
的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2. 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
所，如必须去，应当佩戴口罩。

3.加强营养，饮食均衡，生活有规
律，坚持体育锻炼，增强机体抵抗力。

4.接种卡介苗。卡介苗通过皮
内法接种到人体后3个月左右产生
免疫力，出生24小时内进行卡介苗
接种。大于3个月的婴儿则需做结
核菌素试验，阴性者才能接种。

5.早发现，早治疗。若发现连续咳
嗽、咳痰2周以上或咯血应及时到当地

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县(区、
旗)、地市、省(区、市)等区域均设有结
核病定点医疗机构。

专家提醒

治疗肺结核应坚持联合用药不能无故停药
肺结核患者治疗应坚持联合用药、重在适量的原

则，不能无故停药，否则可能导致出现耐药性结核，大
大增加治疗难度。

专家提醒，肺结核一旦确诊后要立即给药治疗，
只要早诊早治，一般坚持9—12个月的正规治疗，大多
能取得不错的效果。肺结核用药应遵循以下原则：一
是联合用药。患者要根据病情和药物作用特点，将两
种以上的药物联合用于治疗，才能增强和确保疗效。
二是重在适量。药量过小达不到治疗目的，过大则不
良反应较多。 （李松 曾理）

五类人群应每年定期进行结核病检查
据了解，艾滋病毒感染者、免疫力低下者、糖尿病

病人、尘肺病人、老年人这五类群体是易发病人群，
应定期进行结核病检查。

由于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结核杆菌通过飞
沫传播，但大部分人即使感染后也不会发病。研究
显示感染结核杆菌后在一生中发展成为活动性肺结
核的概率约为 10%。人体的免疫功能强，就不容易发
展成为活动性结核病。 （屈婷）

儿童结核病早期症状不典型易漏诊
一般来看，儿童结核病早期症状不典型，容易与其

他疾病混淆，出现漏诊，家长需提高警惕。
专家介绍，儿童肺结核起病隐匿，早期症状不典

型，主要表现为咳嗽、发热、盗汗、进食减少、乏力、
体重下降等，容易与其他疾病混淆，出现漏诊。因
此，如果孩子出现一周以上的发热、乏力、哭闹不
安、无痛性淋巴结肿大等症状，且无好转，应考虑患
结核病的可能。

早发现早治疗对肺结核患者很重要，如果孩子
密切接触人员中有患肺结核的，应对孩子进行筛查
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如果有潜伏感染，需进行
预防性抗结核治疗。 （李松）

终结结核病，我们应该知道些什么？

最近，一种无论你说什么都会被
人围起来夸奖一番的“夸夸群”走红网
络，有人趁热打铁将其明码标价做成
了一门生意。笔者发现，不仅“夸奖”
可以用钱买，一些网络平台上还有代
喝奶茶、代吃火锅等服务在出售。为
何会出现这类“脑洞大开”的花式消
费，有多少人愿意为之“买单”，未来又
能走多远？

明码标价的“夸夸群”，你尝鲜了吗？

打开淘宝搜索关键词“夸夸群”，经
营此类产品的商家不在少数，产品介绍
千篇一律：“一本高材生在线夸人”“送
女友、家人、闺蜜超惊喜”……费用一般
根据群的人数和夸的时间而定，低至 5
元、高达 100 多元。“群友”越多、时间越
长，价格也越高。从销量看，有的月销
已超千笔、评价过百条。

笔者挑选了一款夸人服务送给朋
友，待下单后通过添加客服微信被拉
入一个微信群。收到提示后，“群友”
们就会开启夸赞模式：“小姐姐的头像
真好看”“您一进群让我们的群与众不
同了”“千言万语不及你之万一”……

从用户评价看，给予“好评”大多是
因为：很新奇的一次体验，给人惊喜和
快乐。也有不少评论认为夸得有点尴
尬，感觉就是拼手速，一下发太多，不走
心、没互动等。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马川认为，“夸
夸群”的流行与当下年轻人群体的交往
需求相关，“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做
到面对面直白夸奖或者鼓励，这种需求
可以在互联网上寻求表达、放大、满足。”

复旦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专职
心理咨询师周子涵表示，人们渴望被关
注、被肯定的需求，与通过帮助他人实
现自身价值的需求，在“夸夸群”里能得
到一定满足。

代喝奶茶、代撸猫，这波操作你可见过？

相比传播快乐的“夸夸群”，最近网
上还出现不少“脑洞大开”的服务消费
产品，包括代喝奶茶、代吃火锅、代撸
猫，产品介绍例如“能拍图拍视频反馈，
免去大家排队和长胖烦恼”“你下单，我
撸猫给你看，可以发照片和视频”……

以闲鱼 APP为例，消费者可以在提
供“代喝奶茶”的卖家中选一个，根据金

额下单支付后，对方就会去买一杯指定
口味的奶茶，然后录一段视频发给消费
者。视频包括讲述奶茶的颜色、材料、
甜度、香味等，并会显示当日时间，说明
是一款“个性定制化”服务，而非拿录制
好的“网红”视频进行“一对多”发送。

有网友留言表示，想喝最新口味的
奶茶，又怕里面奶油太多会发胖，正好
网上有花钱请人代喝的服务，所以下单
买来尝尝鲜。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家贸易研究
部主任赵萍说，上述消费尽管比较小
众，但是折射出消费的个性化和多样
化，这也是未来的趋势。人们得到的
是一些精神方面的满足，更像是花钱
买一份“体验报告”。

花式消费能走多远？

业内人士认为，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时代，互联网等科技革命越来越
能激发出人们的灵感，服务创新业态将
层出不穷。

“但是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服务，仍
要看成本与收益，这是绕不过的话题。”
赵萍说，倘若只是一种消费现象，没有

一定量级的市场规模、盈利模式、时间
检验，可能还无法马上将其称为一种新
兴服务消费。

另外，上海市商业经济学会会长齐
晓斋表示，互联网推动了“社交消费”，
市场也乐得“投其所好”。上述小众消
费现象的背后，除了 90后、00后年轻人
喜欢猎奇新事物以外，也有商家借助新
媒体、新平台进行营销传播的考虑。

马川也认为，“社交消费”新鲜、有
趣、互动性强，这都是吸引年轻人的地
方，但社交话题和热点来得快、去得
快，很多时候是游戏、跟风和炒作的产
物，很难成为一种稳定的、持续的消费
模式。

出于新奇，复旦大学生小许最近为
“压力山大”的考研室友购买了一次夸
人服务，5 分钟夸下来，小许并不太满
意，主要是还不怎么了解“客户”需求就泛
泛而夸。“舒缓压力的效
果有一些，但不会第二
次购买了。相比下来，
还有更多更有针对性的
解压方式。”小许说。

（龚雯 吴振东）

从“买夸奖”到“代吃喝”，“脑洞大开”的消费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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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常锋）3月25至30日，2019年陕西省“12333全国
统一咨询日”活动将在全省各地陆续展开。今年活动以“智慧
人社 智慧服务”为主题，充分利用“互联网+人社”建设成果，
围绕人社领域群众关心的服务事项和热点问题，运用多种形
式向群众广泛宣传、讲解人社惠民政策和便民举措。

在今年的活动中，陕西省将主动服务、精准服务、智慧服
务作为活动开展的新要求，借助12333咨询日宣传平台，着重
宣传推介“陕西养老保险”APP和“陕西人社政务服务网”等便
民化服务渠道，引导群众关注人社政策、体验便民服务，享受
互联网+人社带来的智慧服务，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

3月29日到30日，全省各级人社部门还将开展现场咨询
活动，围绕智慧人社进行全面宣传和政策咨询、答疑解惑，通
过优质高效的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2333全国统一咨询日”活动陆续开展

本报讯（辛华）清明假期将至，陕西省收费公路对 7座及
以下小客车将继续实施免费通行政策，免费时段为4月5日0
点至 4月 7日 24点，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
间为准，普通公路则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清明我省收费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

本报讯（齐卉 唐宇琨）3月23日是世界气象日。从3月22
日起至24日，我省举办了多项2019年世界气象日纪念活动。

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是“太阳、地球和天气”。省气
象局开展气象科普大赛等纪念活动展现气象事业发展成
就，宣传气象文化，增进社会各界对气象工作的关注。今
年，我省还将常态化开展气象科普“四进”（进学校、进社区、
进农村、进公众场所）活动，大力加强人员密集场所及气象
灾害多发、易发地区的科普宣传力度，发挥气象科普在防灾减
灾、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省气象局还对今年新颁布实施的《陕西省气候
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进行了解读，对气候资源探测、区
划和规划、气候资源保护、气候资源利用等内容进行了明
确说明和解释。

我省举办多项活动纪念世界气象日

本报讯（赵展慧）3月 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调整
2019 年劳动节假期安排的通知。“五一”4 天小长假的消息
发布后的一小时内，在 OTA（在线旅行社）平台上，机票搜
索量迅速攀升。

据去哪儿网平台数据显示，放假消息发布后一小时内，国
际航线机票搜索量上涨达 10倍。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对
游客来说还有一大利好，随着国航、南航执行退改签实行“阶
梯费率”，境内四大航全面完成“阶梯”退改，旅客出行退改签
方面也将更加方便。

“阶梯费率”退改签规则是分档划分退改签手续费，越早
退改支付的手续费越低。据悉，国航起飞前 30天退改签费用
最低，南航、东航、海航、川航、厦航、深航等航空公司提前 7天
的退改签费用最低，起飞前 4小时内或起飞后退票，乘客需要
承担的飞机退改签费用最高。随着航空公司退改签新政的
实施，国内的各OTA平台也相继更新，与航空公司执行统一
标准，符合航空公司退改签政策时退款最快只需10秒。

航空公司对机票退改签实行“阶梯费率”，是根据民航局
去年发布的《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通
知进一步规范了客票销售退改签，提升票务服务水平，特别
要求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阶梯费率”。在把控收费标准的
合理性方面，要求航空公司合理确定客票退改签收费标准，
退票费不得高于客票的实际销售价格，要制定机票退改签
收费“阶梯费率”，不能简单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
同时也要求OTA平台、销售代理企业等客票销售及退改签服
务主要责任主体严格执行航空公司退改签收费标准。

“五一”小长假国际航线机票搜索量上涨十倍
机票退改签迎来阶梯费率

近日，在陕建
集团北三环与太华
路立交项目工地，
一片长14米、重46
吨的钢箱梁成功实
现首吊，在西安市
体育中心外围配套
道路提升改善项目
各标段中实现率先
吊装，标志着该工
程正式进入快速
施工阶段。

高攀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