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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在你身边

本专栏由江南银行特约刊登

本报综合

链接

7月21日凌晨3：30，整个龙城还
笼罩在夜色中，“爱益阳光”的10余
名志愿者却已早早等候在常州火车
站南广场，迎接来自甘肃陇西的孩子
们，这些孩子在常州度过了为期6天
的夏令营，志愿者们精心组织和策划
的各类活动给予他们前所未有的视
野和体验……

类似的夏令营活动在“爱益”团队
已经是第三季，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结
对学生，一切活动的开展都有章有法，
并且精彩不断。作为一个立足常州、
面向西部的非盈利性民间公益专业助
学团队，“爱益”目前已让常武地区和
包括甘肃陇西、青海海东、玉树、贵州
普安、四川稻城等西部地区结对资助
了600多名在校学生，结对学校超过
80所。

爱益所做的助学活动形式多样：
一对一助学，爱心书包，西部学生来常
夏令营，常州学生西部走访，捐赠冬
衣、课外书籍、卫生包、教学器材、文体
用品、课桌椅等。爱益所做的西部助
学项目也很多：招募老师西部支教、暖
冬计划、温暖校园、取暖煤炭、童心缘

爱之梦、自来水工程、网络工程、关爱
资金、奖学金、助梦资金、千人徒步助
学情等。

爱益官方网站首页，最正中位置
有这样几句标语——“诚信：对人诚
信，就是对己诚信；快乐：快乐他人，
就是快乐自己；互助：帮助他人，就是
帮助自己”，这就是爱益志愿者们的
座右铭。

创始人“一豆”，今年43岁，目前
任职于常州维也纳酒店湖塘店。受长
辈影响，她从小就乐于助人。刚开始

工作，她就资助了两个学生，直到他们
高中毕业。她曾是一家全国性公益机
构的志愿者，后因该机构任用专职工
作人员，她就从中淡了出来。2010年
8月，她创建了“爱益”团队，并逐渐把
原来一起共过事的老志愿者们招募到

“爱益”中来。经过6年的发展，爱益
团队逐步壮大，包括志愿者加捐助人
在内已有1300多成员。

“一豆”说，大家都是兼职做公益，
志愿者也是来自各行各业，虽然不经
常见面，但通过qq群、微信群，大家在

工作之余总能畅所欲言，聊工作、聊生
活，分工协作，相互鼓励、相互帮助，把
各项助学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爱益”
共设有9个部门，建立了严格的管理
机制，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每月召开一
次例会。爱益捐助流程公开透明，所
有财务收支账目都会网上公布，接受
社会监督。本着对捐助人认真负责的
态度，每一个被捐助的学生，“爱益”志
愿者都会上门实地探访，确保所有受
助学生信息准确无误。

公益是“一豆”日常最牵挂的事情，
组织设立之初她也受到了各种讽刺、嘲
笑和质疑，更有人当面嘲讽她是傻子。
甚至在一些活动中，还有一些心怀叵测
或动机不纯的人对她发起攻击。但这
一切对她及她的团队而言都不是阻碍，
而是激励协会变得更规范、更透明、更
规范的动力。结对孩子的感恩，对学习
的渴望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给了她无
限动力，让她坚持了下来。

在“一豆”看来，做公益，最讲究志
同道合，虽然“爱益”在武进小有名气，
但团队成员一向低调。做公益做的是
一种心态，在大家心里，受助者获得实
实在在的帮助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成
员自己，能从中获得一种被需要的幸
福，就够了。

张晓红

炎炎夏日，是旅游避暑的好季
节。作为我市某新开发旅游景区，
绿树成荫，自然环境优美，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来游玩、度假。由于是新
建景区，人群集中，并且季节与环境
适宜，广大游客也面临着烦恼——
蚊虫叮咬。7月28日，应景区的求
助，市、区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冒着酷
暑奔赴现场开展灭蚊防病工作。

该景区也聘请过社会性消杀公
司进行蚊虫消杀工作，但限于种种因
素，仍然有蚊虫孳生的死角，最终向
疾控中心求助。现场，专业人员头顶
烈日仔细搜索，逐一排查，在某别墅
区客房部的莲花水缸、景观花瓶以及
窨井沟等处，均发现了大量的孑孓
（蚊子幼虫），这些瓶瓶罐罐、小积水

处，成为了景区蚊虫孳生地的一大隐
患。对此，疾控专业人员认真分析，
科学评价，提出一整套的景区防蚊灭
蚊综合防治措施：建议首先进行环境
治理，清除蚊虫孳生地；对于治理难
度大，反复积水处，则投放一种新型

高效、安全灭蚊幼缓释剂，控制蚊虫
发育，降低密度；在外环境，绿化带等
处，则选用高效、低毒的杀虫药剂定
期开展药物滞留喷洒，现场工作取得
良好的成效。

董秀晴 张惠力

8月5日上午，常州市儿童医院康
复中心感觉统合训练室里，10余个家
庭聚在一起，聆听康复科郭海滨主任
讲授婴幼儿运动障碍评定及相关康复
知识。近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学习
了解了如何判断及识别婴幼儿运动障
碍、康复评定的意义和内容，以及如何
进行系统性定期评定等知识，郭海滨
主任还亲自示范了仰卧抬头的训练要

领以及翻身训练的操作手法。活动现
场效果良好，受到家长的热烈欢迎。

今后，市儿童医院康复科将定期
举办家长学校活动，以集体授课、个别
咨询等形式，推广科学、系统的家庭康
复系列知识。医护人员将不遗余力地
向广大家长普及家庭康复的基础知
识，传授适合在家操作的一些基本的
康复技能。

8月1日-5日，常州市卫生计生委
党委书记、主任王莉和其他委领导分组
带领机关各处室负责人冒着高温酷暑走
访慰问了18个委属单位，亲切地看望和
慰问了在医院急诊科、门诊服务中心、输
液室、ICU病房工作的医护人员和锅炉
房、煎药室、食堂等后勤工作人员以及其
他委属单位的广大干部职工，为他们送
上饮料、毛巾等慰问品，并叮嘱大家在严
重超负荷的工作状况下一定要做到忙而
不乱，注意安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合
理安排作息时间，注意劳逸结合，保持良
好的精神状态，确保度过一个安全、卫
生、清凉的夏季。委领导还走访慰问了
委机关离退休老干部。

8月5日下午，市四院党委书记杨
炎、院长凌扬、副院长徐亮春、黄云海，工
会主席张彩云在保卫科科长恽小军等人
的陪同下分别来到医院新北院区、怀德
院区总务后勤、安保人员人员工作的一
线，与他们亲切握手，并送上毛巾、点心
等慰问品。凌扬肯定了他们在医院后勤
保障工作中的默默付出，感谢他们在烈
日中仍坚守岗位、坚持每小时户外巡视、

无条件满足临床一线的需求，确保医疗
安全，他指示总务、保卫等相关科室负责
人，适当缩短户外巡视人员的工作时间、
增加班次，户外保洁工作也要注意做好
防护工作，避免长时间的暴晒等。8月8
日上午，医院还慰问了怀德桥岗亭的交
警同志，为他们送上夏日的清凉。

7月25日上午，市妇保院领导班
子全体成员走访慰问了奋战在高温
一线的部分干部职工。院领导先后
走访食堂、供应室、锅炉间、高配间、
门诊服务中心等科室部门，给职工们
送去毛巾、香皂、冰红茶等防暑降温
物品。7月 26日，院党委书记张晨，
副院长肖春华、蒋健、秦志强带领相
关职能科室人员，分2组对医院20位
离休干部和退休老领导进行夏季高
温走访慰问，并为每位老同志送上夏
日防暑降温的慰问品。7月27日，副
院长肖春华带着防暑降温物品来到
交警新街派出所、中山门交警中队，
对他们为医院创造良好稳定的治安
环境和保障医院周边道路交通畅通
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

市二院围绕活动主题，开展了产
科义诊、精品小课堂、孕妈妈学校等一
系列活动，以此来呼吁更多妈妈加入
母乳喂养的队伍。活动中，由市二院
产科、乳腺科、儿科、营养科等科室医
护人员组成的阵容强大的专家团队为
准爸爸、准妈妈们传授了母乳喂养技
术指导、母乳喂养姿势模拟演练、母乳
喂养常见问题处理等知识。

市儿童医院紧紧围绕主题，开展
了母乳喂养周系列活
动。活动包括义诊、
健康咨询、哺乳指导、
发放资料及家长课堂
等。8月1日一早，儿
科医师金艳就在门诊
大厅接受了新手妈妈
们的咨询。作为掌握
专业母乳喂养知识与
儿童保健技能的资深
医师，金艳耐心细致
的与新妈妈们交流，
为其答疑解惑，遇到
喂养困难的情况，她
更是不厌其烦地到哺

乳室手把手指导，直到新妈妈完全掌
握。同时，在新生儿科病区也举行了
家长课堂活动，近二十名家长共同学
习了《正确的母乳喂养知识》。护师朱
碧云详细讲解了母乳喂养的优点、方
法，以及在新生儿病房如何坚持母乳
喂养等，与新妈妈们面对面进行母乳
喂养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进一步取得
新生宝宝家庭对母乳喂养的支持，保
护和促进母乳喂养。

7月28日、29日下午，市一院血液
科、胸外科分别进行了具有专科特点
的抢救演练，医院其他专科护理人员
到场观摩，护理部同期录制视频以供
今后学习和共享。

血液科以场景再现的形式展现了
白血病患者跌倒、鼻出血、消化道出
血、输注血小板后过敏性休克、脑出血
时，护理人员的一系列应对和抢救过
程，既凸显出护理人员在抢救过程中

的准确判断和有条不紊的配合，又再
现了高、低年资护士间的现场传帮带。

胸外科围绕一例心脏瓣膜术后患
者的抢救，以现场演练结合PPT演示
解说，展示了护士在患者出现心功能
不全、呼吸机故障、室颤等突发情况时
专业敏锐的判断力，沉稳敏捷的相互
配合，以及娴熟的操作技能，体现出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质疑、求证、
严谨的评判性思维过程。

为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7月25日至7月29日，市七院各党
支部开展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新时期共产党员思
想行为规范”等为主题的专题讨论
会。院领导、全院各党支部党员参加
了讨论。

在各党支部的专题讨论会上，院
领导分别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德为人先 行为世范——以党章为
标尺做合格共产党员》等为题，围绕习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如何认识
党章、如何把握党章、如何践行党章给
支部党员们上了一堂堂生动的党课。
各党支部党员紧紧围绕“如何做合格
共产党员”、“新时期共产党员思想行
为规范”等主题，结合自身工作实践，
谈思想、谈认识、谈不足。

6年，惠及学生30000多人次

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
——记常州市武进区爱益阳光助学协会

高温慰问

第2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8月1日—7日）

主题为“母乳喂养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市七院各党支部

举行“两学一做”专题讨论会

儿童康复指导face to face
市儿童医院康复科举办首期家长学校

市一院护理部组织内、外科抢救演练

7月30日下午，《神经源性膀胱护
理》学术会议在德安医院四楼报告厅顺
利举行。此次共有18所医院参加，包括
南京省人民医院，南医大二附院，浙江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肿瘤医院，
徐州附院，上海德济医院，武进中医院
等，总计人数72人。

来自省人民医院的副主任护师胡
翠琴、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管
护师蒋晓敏分别讲述了《神经源性尿
失禁的膀胱管理》、《简易膀胱容量测
定》；德安医院康复中心护士长钱雪、
张艳分享了本院两例神经源性膀胱护
理个案。

研讨会结束后，部分学员们实地参
观了德安医院康复中心，同时学习了膀
胱容量测定和间隙导尿的实际操作。

疾控专业人员

深入景区开展灭蚊防病工作
神经源性膀胱护
理病例研讨会
在德安医院举行

（1）居民要保持家居周围的环
境卫生，及时清理各类垃圾，居民
家中花盆底托、饮水机接水盘以及
各类瓶瓶罐罐等，应保持干燥。一
些水培植物，应该每3-5天换一次
水，注意冲洗植物根部，以防蚊卵
或幼虫粘在上面继续繁殖。

（2）室内提倡物理防治为主，
装好纱门纱窗，房间内支好蚊帐，

此外诱蚊灯和电蚊拍都是很好的
驱杀蚊虫的工具。

（3）在小区景观池以及一些难
以清除的积水池，如地下车库积
水井、道路下水道等积水难以清
理的地方，可采取投放高效、环保
的杀蚊幼缓释剂，控制幼虫孵化
为成虫，在一定时期内也会起到
持续杀灭蚊卵的作用。

防蚊灭蚊的几点建议

兴奋剂与药物有密切的关系，无
论是临床用来镇痛的吗啡，或是用于
哮喘患者的克伦特罗，还是能够用来
降压的氢氯噻嗪，这些临床上常用的
药物都在兴奋剂名单上。当然了，这
些药物成分在当做兴奋剂使用时，用
法和用量与临床应用是有一些区别
的。既然这些药物都可以换个方式做
兴奋剂，那么中药呢？传统中药有没
有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它
们都能够比较明显的改变人体的病生
理状态，而当这种改变病生理状态的
作用与激素样作用、中枢神经系统兴
奋等效果扯上关系时，这种药物的潜
在兴奋剂属性就是存在的，西药是这
样，中药也是这样。所以说，在讨论兴
奋剂问题时，中药是不能被回避和遗
忘的。

从目前现状来看，中药与兴奋剂
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达
到的：

与现有兴奋剂名单上的成分存在
联系

在现有的兴奋剂名单上，有一些
草药提取物成分，例如麻黄碱、士的
宁等。这些成分是兴奋剂的话，那些

含有这类成分的中药自然也就有可
能成为潜在的兴奋剂。例如，能够刺
激中枢神经系统兴奋的麻黄碱是麻
黄的有效成分之一，而麻黄是一味常
用中药，不仅处方汤剂时经常有，在
很多治疗感冒、咳嗽、鼻炎、软组织
损伤或头痛的中成药里也有它，例如

感冒软胶囊、急支糖浆、千柏鼻炎
片、大活络丸、腰痛宁胶囊、正天丸
等，如果运动员在赛事期间服用了上
述中成药，可能就会因麻黄碱的检出
而被认定为使用兴奋剂。据报道，我
国女排运动员就曾因为服用治疗运
动损伤的活络丸而被认定为违禁。

除此之外，含有士的宁的马钱子、含
有吗啡类成分的罂粟壳也存在同样
的情况。

与现有兴奋剂定义中的药效作用
存在联系

除了刚才谈到的比较明确的含有
兴奋剂成分之外，中药还可以通过相
关药效发挥类似兴奋剂的作用。例
如，中药甘草具有糖皮质激素样作用，
能发挥外源性糖皮质激素的作用，提
高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改善微循
环、升高血糖等，发挥了类似兴奋剂的
作用。又如，中药茯苓、猪苓等利尿剂
具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同样可以用来
减轻体重和稀释尿液，与西药利尿兴
奋剂无异。除此之外，人参、干姜、当
归等均为有报道的与兴奋剂有关系的
中药。实际上，这些中药也是潜在的
兴奋剂来源。

由此可知，传统中药与兴奋剂也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反兴奋剂工作
中应予以重视。

金锐
本文为原创，转载自网易健康《健

康大家》栏目：http://jiankang.163.com/
16/0807/17/BTSR3SQD00380028.ht -
ml

可能在你的印象中，兴奋剂就是
一类能够使人变得癫狂的类似毒品
的化合物，或者是一类能够让人感觉
不到劳累的能量物质。其实，竞技体
育走到今天，兴奋剂的种类和数目不
断创新高。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
例》2012年禁用物质的清单，共有9大
类上百种物质在比赛时禁用。下面
让我们简单地看一下这9大类物质。

学名：蛋白同化制剂
俗名：激素
所谓蛋白同化物质，简单地讲，就

是能够促进蛋白质形成、抑制蛋白质分
解的物质，通常为一些人工合成的雄激

素。因为肌肉的功能主要是由肌球蛋
白和肌动蛋白组成的肌纤维来完成，而
这种人工合成的雄激素可以促进这些
蛋白的增生，使得肌肉变粗变壮。

学名：肽类激素、生长因子和相
关物质

俗名：激素
此类物质也是一种类激素样作

用的物质，比较典型的是生长激素，
它的作用也是促进人体各种组织尤
其是蛋白质组织的生长，同时还能刺
激软骨增长和增高。

学名：β2-受体激动剂
俗名：激素样物质、瘦肉精

如果你见过哮喘患者的用药，你
就知道这种物质。对了，这种物质中
很多都是一线的哮喘治疗药物，例如
沙丁胺醇、克伦特罗，可以通过舒张
支气管平滑肌来缓解哮喘症状。但
是很不幸，由于在畜牧业中这类物质
经常被用来掺加在饲料中让动物的
肉变得更瘦（瘦肉精的一种），所以也
被运动员用来当做兴奋剂。

学名：激素及代谢调节剂
俗名：激素样物质，抗癌药
此类物质也是通过激素样作用

的生长促进效果，做一回兴奋剂。例
如其中的他莫昔芬，就是乳腺癌和卵

巢癌术后辅助治疗的常用药，还是一
个国家基本药物。但就是这种抗癌
药，也被拿来当做兴奋剂了。

学名：利尿剂和其他掩蔽剂
俗名：利尿药、降压药
此类物质中也有很多是药物，主

要作用是增加人体排尿量，用来治疗
水肿性疾病，小剂量还能用于降血
压。例如氢氯噻嗪、吲达帕胺等。此
类物质用于竞技体育的目的有2点，
一是拳击、举重运动员快速减轻体重
而不影响肌肉功能，二是可以稀释尿
液，躲避兴奋剂检查。

（下接B8版）

为进一步提高医院中层管理干部
的管理能力及执行力，8月7日，市四院
举办了管理干部培训班，全院护士长以
上的中层管理干部130余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班由院长凌扬主持，邀
请了省内医疗管理专家以及院领导班
子成员围绕着重点学科的建设与管
理、科室品牌建设、科主任及管理干部
执行力培养、科主任在医联体工作中
的作用和作为以及成本核算等涉及医
院管理、信息化建设、人文关怀、廉政

建设等科室管理方面的知识点，专家
们从等级医院评审条例解读开始，结
合自身管理经验与大家一起探讨了重
点学科建设过程中，科主任要发挥引
领作用，同时注重团队建设、核心竞争
力的培养等。

培训班上，凌扬提出了“立足新
北、提升内涵、做强综合、做精肿瘤专
科特色”的目标，勉励管理干部精准定
位，以科学管理为抓手，为医院发展添
砖加瓦，共同建设医院辉煌的明天。

中药也能做兴奋剂？看看你就知道了

兴奋剂都是哪些东东？

市四院举办管理干部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