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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充分展示全市卫生监督员的
良好职业道德，更好地发挥先进典型
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全市卫生监督事
业健康发展，市卫生监督所、市卫生监

督协会联合，在全市卫生监督机构范
围内开展常州市“我最喜爱的蓝盾卫
士”评选活动。

推荐人选向一线和基层倾斜，尤
其是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置、重大活动卫生保障、国家卫生
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以及其它

卫生监督专项整治等工作中表现突
出、在全市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工作满
5年的卫生监督员、卫生监督协管员
（检查员）。

符合推荐条件入围的人选将在常
州市卫生监督网站等媒体上予以公
示，市民可在“常州卫监”微信公众平

台上对“我最喜爱的蓝盾卫士”候选人
进行投票。

另悉，近日，市卫生监督所被市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表彰为

“2013-2015 年度常州市文明单位
标兵”。

喻瑞玉

有时候，奉献一袋热血，就能创造
生命的奇迹！当鲜艳的“红马甲”在热
闹的街头穿梭着宣传“无偿献血”，恰
似一团团火焰燃起生命的希望。无论
你来自哪里，无论是否相识，只要有需
要，他们便会勇敢地伸出手臂，用一袋
热血拉近、温暖彼此的距离。他们中，
有不少是溧阳市无偿献血服务志愿
者，用爱书写人间真情。

场景回顾：

2013年6月14日，溧阳市有一支
由多名无偿献血者组成的无偿献血宣
传服务队成立，他们用满腔的热忱与
爱心传播着正能量，为溧阳无偿献血
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今年，这支志愿者服务队人数已
从两位数跃升为三位数，成员辐射各
行各业。他们不忘初心，不惧严寒酷
暑，用平凡而忙碌的义举真实表达志
愿者心声，用真诚而朴素的情怀感染

身边人，用执著而纯粹的坚守传递爱
心，拯救生命，推动溧阳无偿献血事业
稳步发展。

队员心声：

这是一个团结友爱，充满温暖的
团队，虽然队员来自各个行业，但“奉
献爱心 拥抱生命”的助人为乐的信
念让素不相识的好人们相聚在一起，
涌现出许多优秀志愿者。荣获“全国

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的史建中，现任
溧阳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会长，他
从1999年开始献血，一直坚守内心，
坚定美好，18年来累计献血5300毫
升，血小板34次，血浆200毫升，献血
量排名溧阳第一，是溧阳的“献血达
人”。他参加无偿献血后牵头成立溧
阳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让献血志
愿者紧密联系起来，为溧阳无偿献血
事业的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他还开创

协会微信公众号，更有效地宣传无偿
献血知识和志愿文化，弘扬志愿精
神。除他之外，协会还涌现出张云芳、
柏震平、张咪咪等“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金奖”得主，以及退休后长期坚守志
愿服务岗位的朱梅琴，利用空余时间
参加志愿服务的工人汤兰珍等优秀志
愿者。他们相信伸出手臂，播下希望，
无私的爱心会让世界充满美丽的希望
……

团队介绍：

溧阳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自成
立以来，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深
入乡镇、社区、街头，开展发放资料、网
站宣传、广场演出、献血指导等有影响
力的活动，广泛普及献血知识，吸引社
会群众关注无偿献血事业。

目前，这支年轻的团队有星级队
员10人，志愿者们先后被评为常州好
人、常州优秀志愿者、江苏省文明职
工、江苏省城市公交行业十佳服务标
兵、常州市道路水路运输行业感动人
物、常州市交通系统最美职工、溧阳十
佳文明市民等荣誉称号。

刘星 王婷

养老机构审批的繁琐手续将在今
后逐步被清理简化，这将有助于为全
国两亿多老年人提供更多符合需要的
养老服务，缓解长期存在的养老机构
床位紧张的矛盾。

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
调，清理取消申办养老机构的不合理
前置审批，支持将闲置的旧厂房、办公
用房和转型后的公办培训中心、疗养
院改造成养老设施。

养老床位供需紧张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
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总数已经超
过2.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6%。
未来2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以每年
1000万的速度快速增加。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的超低生育
率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421”家庭
模式，中国人的家庭规模在逐步减
小。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
展报告2014》显示，中国人平均家庭
规模仅为3.02人。家庭规模越来越小
表明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正在逐步弱
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在养老机
构中度过余年。

全国老龄委的调查显示，中国老人
对于养老机构床位的需求，正在随着老
年人总量的上升迅速增加，这使得养老
机构床位的供需矛盾更加尖锐。

根据民政部门统计，2015年底，
全国养老床位数为669.8万张，每千名
老人拥有床位数达到30.3张。尽管总

量上比五年前增长了70.2%，但养老
床位供需上的数量和结构矛盾仍然十
分突出。

从结构矛盾看，在目前供给的养
老床位中，真正让老年人住得起、住得
好的养老床位比较有限，因此出现了
部分收费合理、服务优质的养老床位
一床难求，甚至有的一个床位有上百
人等待，而另一些养老床位则因为收
费过高或服务不足等问题出现闲置。

简化审批增加供应

考虑到众多中国老人养老的实际
需求，养老床位供应不足、供需缺位的
问题急需改变。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
提出清理取消申办养老机构的不合理
前置审批等措施将可以有效增加全国
养老床位的供应。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的调查，在
养老机构建设中，审批繁琐困难确实
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一些城市，开
办养老机构的审批往往涉及国土、规
划、民政、卫生、工商、公安等多部门。
清理取消不合理前置审批将可以提高
审批效率，缩短养老机构的建设和投
入使用的时间。

2015年福建福清市玉林村一些
企业家捐款400多万元建设养老院，
但建院审批手续非常麻烦，承办人被
告知要跑完建院所需程序需要三四年
的时间。如此长期的等待让村里老人
直说“等不起”。

繁琐的审批中其中很大一部分集

中在土地审批上。2014年辽宁省锦州
市曾出现一个典型案例，在申办养老院
过程中，申办人跑了39家单位，盖了
133个公章，仍然没有完成审批。而本
报记者发现，这133个公章实际都是养
老院在办理前置的土地手续，并非是进
入审批程序后的行政审批。

针对这一状况，此次国务院常务
会议提出支持将闲置的旧厂房、办公
用房和转型后的公办培训中心、疗养
院改造成养老设施。这一举措将会使

养老机构建设更大程度避开繁琐的土
地审批，将会有效增加养老床位供应。

老龄化在带给全社会挑战的同
时，也带来一些商机。根据全国老龄
委的统计，2014年中国老年人的消费
总额已经超过3万亿元。更多适老养
老机构的建设将有助于消除制约养老
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既可充分发展
银色经济，又可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充
足、便利、适宜的养老服务。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怀揣志愿心 奉献爱心血
——记溧阳市无偿献血服务志愿者协会

缓解一床难求

国务院清理简化养老机构审批程序
日前，市妇保院举办《助产专科发

展与助产实践新进展》省级继教班。全
市130余位妇产科护理骨干参加学习
班，活动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护理部黄群主任、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护理
部徐鑫芬主任、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徐旭
娟护理总监、江苏省母婴专科护士培训
基地负责人张爱霞导师，分别就“以家
庭为中心的产科服务模式的临床实
践”、“围产期护理专科发展与建设”、

“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防治和护理”、“助
产循证护理实践”进行授课。

副院长蒋健主任医师，产科主任
王慧艳副教授，产科副主任医师孙彩
凤、王文丽，病理产科护士长魏卫红等
7 位专家也分别就各自专题进行授
课。本次继教班结合助产专科发展及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介绍国内外产科
先进理念及助产实践模式最新发展动
态，探讨更适合江苏地区产科建设发
展的新模式。

日前，国家卫计委医院管理研究
所护理中心主任、中国医院协会医院
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
家卫计委医院感染标准委员会委员兼
秘书长巩玉秀率国家卫计委医院管理
研究所专家组一行6人，到市一院进行
国家级“医院消毒供应实践基地”现场
评估。院长何小舟、副院长华飞等院
领导与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迎接专家
组一行，江苏省护理学会理事长霍孝
蓉陪同。此次，市一院是作为江苏省
推荐的唯一一家医院接受现场评估。
院领导向专家组介绍了医院建设规

模、消毒供应中心建设背景、现状和发
展愿景，并详细汇报了医院消毒供应
中心先进的硬件设施、完备的工作流
程和优秀的人员设置等。

随后，专家组进行培训资料的查
阅和消毒供应工作的现场查看，对市
一院消毒供应中心独创的“流程图谱
化”管理予以高度评价，对其自创的专
利产品“湿物转运车”给予赞赏并建议
可推广到兄弟医院，同时肯定了信息
化追溯系统的良好运行、医院消毒供
应的高度集中化和各环节工作的高质
量等。

10月15日、16日，常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产科护理省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助产技术和产科护理新进展》在阳湖
院区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来自南
通，苏州及本市各县区医疗单位近百
位产科同仁齐聚一堂，共同学习研究
探讨关于助产、围产、产科层级管理等
方面的最新理念，为促进自然分娩、保
障母婴安康共同努力。

受邀嘉宾海南医学院张宏玉教
授在讲话中提到，由于二胎政策开
放、孕产妇人数骤增、高危高龄孕产
妇比率节节攀升，产科人才远远供不

应求，据国家 2016～2020 年人权报
告调查，关于如何改善妇女健康水平
中提到，2016～2020年，国家要增加
产科医护人员及助产士14万。这也
就意味着，产科人稀有紧缺；产科人
任重而道远；产科人非但要成为自然
分娩现代理念的实施者，更要成为传
播者。

为期两天的课程，学员们学习热
情饱满高涨、收获满满。本次省级继
教班的成功举办，对更新产科服务理
念，提升产科服务水平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10月13日上午，常州市总工会于
常州明都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全市劳
模创新工作室创新经验交流会，并对
2016年常州市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
十大科技创新成果进行了表彰。其
中，常州市中医医院张琪劳模创新工
作室的创新成果《具有防治动脉粥样
硬化作用的血脉通颗粒》荣获2016年
常州市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科技创
新成果奖，该项目也是市卫计委在本
次评选中获得的唯一一项科技创新成

果奖。
此次殊荣的获得，是对市中医医

院长久以来坚持科技兴院、人才强院
的最好回报，必将进一步推动医院科
研创新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以及推进
传统中医的传承研究与推广应用。此
外，这对于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充分
发挥劳模创新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作
用，鼓励我市卫计人员自觉投身于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践也具有重要
的示范意义。

日前，由常州市抗癌协会、常州市
肿瘤（第四人民）医院、常州广播电视台

“向健康出发”栏目组、新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新北区河海街道卫生服务中
心、新北区三井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联合
举办的“健康新北 服务百姓”大型健
康讲座活动，在现代传媒中心12楼道
德讲堂顺利举办，新北区150多名市民
齐聚一堂，一起聆听了专家讲座。

本次活动邀请了市肿瘤医院肿瘤

内科专家徐建忠、周彤主任进行消化系
统肿瘤、肺癌等重点肿瘤的防治科普知
识，得到听众的广泛认可。市肿瘤医院
院长凌扬也参加本次活动，并致辞，号
召大家在防癌公益道路上齐心协力，一
起前进，同心圆梦，共建健康新北。

讲座结束后，市肿瘤医院肿瘤多
学科团队以及三井医院副院长杜康一
起为有需要的患者及家属、市民朋友
们提供免费的义诊活动。

“我最喜爱的蓝盾卫士”评选活动即将开始
卫生监督之窗

市一院接受国家级现场评估

市二院举办省级继续教育项目

张琪劳模创新工作室获殊荣

新北多部门联合举办健康讲座

市妇保院举办省级继教班

日前，德安医院主任医师程迪民
带领口腔科医护人员前往儿福院，为
儿福院孤残儿童开展口腔普查。

口腔科医生们为儿福院每一个孩
子做了详细的口腔检查，对牙齿有问题
的孩子提出了治疗或是生活护理方面
的建议意见。由于儿童期是生长发育
的旺盛期，健康的牙齿能发挥良好的咀
嚼功能，有助于颌骨的正常发育以及消
化和营养的吸收，从而有利于小儿的生
长发育，因此程主任特别强调孩子必须
养成早晚正常刷牙，饭后漱口等良好习

惯，行动不便的孩子也应该由护理人员
帮助其完成口腔护理，同时适当限制儿
童食用含糖量高的食物等。

口腔健康是人体健康的重要组成
部分，此次口腔普查有利于儿童发育，
具有重要意义。儿福院工作人员对程
主任提出的每一条建议意见逐条记
录，计划今后一段时间内会特别关注
院内儿童口腔保健，促使孩子们养成
良好的刷牙习惯。德安医院程主任表
示今后也会对这些儿童的口腔保健持
续关注，为他们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韩国与半永久化妆有关的受害

案例近年来逐渐增多，仅今年上半年
就达12起。不少消费者接受半永久化
妆后出现了痛症、发炎等情况。”

韩国消费者院日前发布品质抽样
检验报告显示，韩国市面上流通的25
种半永久化妆染料产品中（文眉、文眼
线），12种产品的重金属含量不同程度
超标，部分产品的重金属含量甚至超
过标准值的30倍，个别一级致癌物超
标达5倍。由于韩国化妆品受到不少
中国消费者的青睐，快看看你用的半
永久化妆品是不是这些品牌。

一级致癌物超标达5倍
网络热销品包装不合格

我们常说的文眉、文眼线等都属
于半永久化妆，这种化妆技术通过专
用工具将染料注入表皮层和真皮层之
间，由于染料会长时间停留在皮肤内，
所以产品的安全性十分重要。这次问

题产品大多数为韩国产，其中有2种
产品的镉含量和砷含量分别超过了标
准的3倍、5倍，镉和砷被国际癌症研
究机构划分为一级致癌物。

除质量问题外，所有抽样产品在
外包装标示上都不符合规范，没有标
注产品名称、成分、生产时间等信息。
这些抽样产品中包括了网络销量排名
前三的品牌产品。

伪劣品致副作用案例增多
消费者出现视力障碍

非法生产产品、走私未获认证产
品的情况在韩国屡屡可见。不久前，
韩国警方就查获了一家走私、流通无
证半永久化妆麻醉剂的公司。这家公
司的产品甚至流入了韩国江南区的一
些整形医院。一些非法美容院所使用
的产品更没有保障，用化学色素等原
料随便调配后便投入使用。

韩国与半永久化妆有关的受害案

例近年来逐渐增多，仅今年上半年就
达12起。不少消费者接受半永久化
妆后出现了痛症、发炎等情况，严重的
甚至出现视力障碍。

市场需求旺盛
监管无力乱象丛生

造成半永久化妆行业如此混乱的
原因，主要是法律监管和市场实际情
况的脱节。由于半永久化妆会在皮肤
上造成创伤，所以在韩国属于医疗美
容范畴，受到医疗法的约束，只有医疗
机构才能提供服务。

但调查显示，韩国消费者认为半
永久化妆技术难度低，对设计的要求
高，应属于化妆范畴，更愿意在化妆
美容机构接受服务。旺盛的市场需
求使韩国出现了很多属于违法的半
永久化妆美容机构。这种情况使监
管变得无力，造成一些黑心的非法分
子有机可乘。

“爆款”韩国化妆品
或出自造假工厂

近年来，除半永久化妆产品外，韩
国一些其他化妆品也受到国内很多女
性朋友的追捧。知情人士透露，很多中
国游客从韩国购买的商品，回来之后往
往会觉得可能不太对。因为在韩国，很
多包括首尔明洞的一些门店，和一些类
似于像中国的集合店，其实老板都是个
人的，他们的进货渠道也不是很稳定。

由于一些款式的韩国化妆品受到
消费者的热捧，时常会出现断货的现
象。因此在韩国，一些不法商贩也会出
现制假售假的现象。韩国也有新闻登
出来查处了很多制假工厂，专门制一些
爆款产品的制假工厂，然后分销到底
下。因此海关提示消费者，购买进口商
品，尤其是购买食品、化妆品一类的物
品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以免买到
假货，损害身体健康。 来源：人民网

德安医院口腔科走进儿福院

为孤残儿童开展口腔普查

化妆染料抽检近半不合格
重金属超标3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