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下，每逢周末或节假日，许多市民都会走进南阳市博物馆参观，了解
文物知识，感受历史文化变迁。 图为 4 月 5 日，市民在博物馆观看恐龙遗迹
复制雕塑展。 ⑦5 本报记者 高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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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过敏性鼻炎进入高发期，专家提醒———

春暖花开时 远离过敏原
□本报记者 张婵

春暖花开， 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外出踏青的好时节，而
对有的人来说却是一年中最痛苦的时候，因为一到春天他
们就开始鼻痒、鼻塞或是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 在全国爱
鼻日来临之际，市中心医院耳鼻喉一病区主任黄维平提醒
广大市民，春季应警惕过敏性鼻炎，关注鼻腔健康，加强气
道防护。

春季是过敏性鼻炎高发季节
“春季是过敏性鼻炎

的高发季节， 前来治疗的
过敏性鼻炎患者约占耳鼻
喉门诊接诊患者的四分之
一。”黄维平介绍，过敏性鼻
炎是一种过敏性疾病，是一
部分有特应性体质的人接
触环境中的过敏因素后引
起的一系列鼻黏膜过敏性
炎症反应。过敏性鼻炎的主
要症状是鼻痒、鼻塞、打喷
嚏、流清水样鼻涕。

“在很多人看来，过敏
性鼻炎只不过是发作时有

点痛苦而已， 过后仍和健
康人一样， 治不治无所
谓。 ”黄维平说，事实上，过
敏性鼻炎若不及时治疗，
有可能诱发多种疾病。“虽
然过敏性鼻炎本身并不致
命，其症状也不严重，但若
长期不重视， 未予正规治
疗， 会在患者毫不知情的
情况下悄然升级， 甚至会
合并慢性鼻窦炎、 慢性鼻
炎等疾病， 除了过敏性症
状外，又出现浓鼻涕、头疼
等症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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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优秀新闻栏目

替百姓说话 为政府分忧

4月 8日 南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4月 9日 南阳市妇联

4 月 7 日， 南阳市烟草专卖局副调
研员霍国伟带队值班行风热线节目，介
绍烟叶种植合同中标准亩数概念、烟叶
电烤房建设等相关政策。

行风关注
市烟草专卖局与烟农签订合同时，

种植面积是根据计划收购量和测算的
单产水平进行分配的。 所谓标准种植亩
数，就是指综合考虑优化结构、灾害和
病害等各种损失因素，能够满足工业需

求结构、完成收购计划，以一定株数为
标准确定的有效种植面积。 通俗地说就
是达到一定株数， 方能按一亩计算，签
订一亩的种植合同，达不到标准亩要求
株数的，不能签订相应面积的合同。 按
照“标准亩数”签合同，预留了一定的风
险面积，提升烟叶种植计划资源的保障
力， 烟农朋友也不怕种烟多了没有合
同，烟叶卖不出去。

电烤房就是用电进行加热进行烟
叶烘烤的烤房，具有控制精准，减工明
显， 烘烤成本低、 烘烤质量好等优点，
但是一次性投入较大，一直没有大规
模推广使用，只在一些重点烟区进行试

点建设。2019 年下半年，按照核心烟区、
重点烟区、普通烟区的顺序，争取 2 至 3
年内完成燃煤密集烤房加热设备的升
级换代。

行风反馈
烟叶种植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
在市烟草专卖局回复：烟农队伍是

烟叶生产的核心，对以烟为主、精于种
烟、规模适度、生产集约、管理先进、效
益明显的这些职业烟农，一直都给予重
点关注和政策倾斜。 去年出台的《南阳
市职业烟农评定与管理办法》中明确提
出，重点发展 20 至 100 亩职业烟农，实
行烟农诚信等级管理， 根据职业化水

平、标准化生产水平、先进适用技术推
广和烟叶收购工作等四个方面进行考
核，并依据考核结果将烟农划分为四个
等级。 对技术强、懂经营、会管理、等级
高的职业烟农进行政策倾斜，在种植计
划上优先保证， 专业服务上优先满足，
技术培训、银行信贷优先提供，生产投
入补贴根据等级执行差异化补贴，比如
对 A 类优秀职业烟农化肥产后按 1.2
倍补贴，还有额外现金奖励。 这些措施
都是为了稳定职业烟农队伍。 ⑤2

邓州一乡贤向家乡小学捐赠校服 300 套

帮助母校是他的心愿

避免接触过敏原是预防关键
春季， 如何预防过敏

性鼻炎 ？ 黄维平告诉记
者， 最重要的是避免接触
过敏原 。 在室内的环境
中， 要减少尘螨的数量，
勤洗床上用品、 窗帘，螨
变应原溶于水， 水洗纺织
品可清除其中的大部分变
应原。 同时还要减少户外
活动， 因为通常中午前后
是花粉浓度最高的时间 ，
宜早晨或晚上出门。 外出
时戴好口罩，穿长袖衣服，
佩戴眼镜等防护用品 ，也
可在鼻腔里涂抹花粉阻隔
剂， 减少吸入或者接触花
粉。 宠物是很常见的过敏
原，但是宠物的毛发并不是
罪魁祸首，真正的问题在于
宠物尿液、 唾液以及它们

身上脱落下来的皮屑中的
蛋白质， 会散落在家里的
地毯、家具和床上，所以尽
量不要让宠物接近你的卧
室。 同时，要锻炼身体，增
强身体免疫力。

另外， 过敏性鼻炎和
感冒如何区别， 黄维平给
出了办法： 过敏性鼻炎是
由过敏原引起， 感冒多数
是由于病毒感染引起，因
此过敏性鼻炎局部症状
重， 感冒往往伴随咽喉疼
痛、乏力、全身酸痛等全身
症状；此外，感冒的病程多
在 7 至 10 天，过敏性鼻炎
的症状可能会持续数周甚
至数个月。 如果无法自行
判断，及时到医院治疗，千
万不要乱吃药。 ⑦5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
通讯员 曾权伟）“帮助母校
是我的心愿，这个心愿一直
伴随了我多年， 在这些年
里，我见证了母校的发展。 ”
4 月 5 日，邓州市刘集镇曾
家村乡贤张英星在给母校
曾家小学捐赠 300 套校服
时激动地说。

张英星是刘集镇曾家村
人， 现在武汉旭思科技有限
公司任总经理。 张英星时刻
关心着家乡学校的发展。 疫

情期间， 他向学校捐赠了价
值 1 万余元的抗疫物资。 活
动当日， 张英星再次回到学
校，为曾家小学的学生捐赠
价值 20000 元的校服 300
套。 张英星的善举和爱心捐
助，使该校 200 多名孩子们
有崭新了校服，让农村的孩
子们可以像城市孩子一样，
统一着装，实现了孩子们心
中的梦想，也提升了学校的
形象。

捐赠仪式上，学生代表上

台接受捐赠，曾家小学校长代
表师生向张英星表示感谢。刘
集镇镇长郭靖宇向张英星颁
发捐赠证书和纪念品。

“我也希望亲爱的同学
们要珍惜机遇、 奋发进取、
以崭新的姿态、 饱满的热
情，树立远大的理想，用功
读书、锻炼体魄，长大后能
为母校争光， 为家乡出力，
为祖国效劳，希望更多的爱
心人士关 注曾 家村的 教
育。 ”张英星说。 ⑦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