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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督之窗

备药小贴士

杏林春满
常州市中医医院

社区卫生

天使志愿服务一周活动安排表
（7月17日-7月23日活动安排）

对于游泳爱好者们来说，有一池
好水，比什么都重要！

为保障市民游泳卫生安全，根据
国家双随机监督抽查任务及《2018年
全省公共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
实施方案》具体要求，常州市卫生监督
所对游泳场所进行双随机监督抽查及
泳池水质抽检，检测项目主要有游离
性余氯、pH值、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浑浊度、尿素等指标。

目前，已对13家游泳场所进行了
监督抽查和泳池水质抽检，经现场检
测，游离性余氯指标全部合格，其余指
标正在实验室进一步检测中，待完成
后检测结果将向社会进行公示。

除了卫生监督员对游泳场所开展
专业的监督检查外，其实每一名泳客
都可以成为泳池卫生的“监督者”，通
过以下“四步法”，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维护自身健康权益。

1、游泳前先做好“功课”，查验游
泳场所基本状况。

泳客应及时了解游泳场所卫生状
况，实时泳客人数、卫生量化分级评定
等级、水质抽检历史记录、水质实时自
检情况，选择合适的游泳场所。

2、通过“一察二观三闻四感”辨别
游泳场所水质好坏。

察：是指看池水颜色。如果泳池
余氯含量正常，水质优良，那么池水呈
现明亮的浅蓝色。

观：主要是看池水是清还是浊。
肉眼看池水应该是清澈透明见底。

闻：就是贴近水面闻水的气味，如
果能闻到淡淡的氯气味道，是合格的，
药味过浓甚至呛人，则可能有效氯浓
度超标。

感：水质优良则感觉软，如果感觉
硬、涩，甚至身上有瘙痒的感觉，水质
可能较差。

3、通过“卫生监督信息公示栏”进
一步了解游泳场所总体卫生状况。

每个游泳场所的大厅都张贴有
“卫生监督信息公示栏”，市民在公示
栏内可以看到游泳场所的《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水质
检测报告以及卫生信誉等级标志等信
息，根据张贴笑脸、平脸或哭脸标示，
可判断该场所该游泳场所总体的卫生
状况。

4、通过“水质自检公示信息”了解
当前游泳池水水质情况。

公共游泳场所应设置专人负责水
质自检工作，每场开放前、开放时均应
该进行池水游离性余氯、浑浊度、pH
值、池水温度等指标自检，水质自检结
果应在入口醒目位置公示并注明测定
时间。 卫监

为认真贯彻落实“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求，规范基层
党组织建设，推动卫生计生高质量发
展，今年，市卫生计生委组织开展“基
层党组织建设示范点”创建工作，通
过在委属单位中培育一批示范点，为
基层党组织提供可学易学的示范样
本，以点带面，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

年初，经过基层单位申报推荐，
委党委确定 12个示范点创建单位。
半年多来，各单位根据委党委下发的
具体工作标准，全面规范组织、队伍、
制度、基础等各方面工作，不断提升
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如市二院阳湖
院区医技后勤党支部将党小组建立
在各科室班组，并设立党员示范区，
由党员带动团队，发挥“一名党员一
面旗”的引领凝聚作用；市三院外科
支部采取“六个一”工作法，开展“三

优两创一提升”活动，激发党员立足
岗位做贡献；市疾控中心第三党支部
推进“三化三协同”工作法，做到“支
部管理规范化、支部学习制度化、支
部交流多元化”，党建与业务工作协
同谋划部署、协同服务群众健康、协
同创优建品牌。

7月10日下午，市卫计委党委召
集各创建单位集中汇报创建情况，交
流工作经验，并由考核组对各单位进
行了现场评分。下一步，市卫计委党
委将择优确定一批示范创建单位，统
一授牌表彰，并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
创新工作载体，提炼工作方法，挖掘工
作亮点，提炼党建品牌，努力做到常规
工作有特色、重点工作出精品、整体工
作创一流，促进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战斗力、创造力全面增强，全力推动卫
计事业高质量发展。

卫计宣

你，游泳了吗？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推动卫计事业高质量发展

俗话说“十人九胃病”，由于
社会竞争压力及饮食结构的变
化，胃肠不舒服已经成了现代人
的通病，严重影响着人们的健
康。为了提高广大群众对常见
消化道疾病的了解和普及胃肠
疾病的保健知识，江苏省医学会
消化专业委员会联合常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钟楼区北港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于7月13日上
午在梧桐苑社区广场举办了一
次大型免费义诊活动。江苏省内十位
知名消化专家参加了此次义诊活动。

早上义诊时间还没到，在免费幽
门螺杆菌呼吸检测处，居民们顶着炎
炎烈日排起了长队。此种检测是通过
简便、快捷的口服胶囊后，做呼气试
验，对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患者进行有
效、准确地检测筛查。众所周知，根除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可以预防消化性
溃疡和胃癌，减少传染源。义诊专家
陈卫昌、费素娟、徐岷、陆翠华、吕瑛、
杨妙芳、庄耘、张维、张中平、李保良等

著名专家当日共接待前来就诊的患者
约180余人，由北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王佳华书记、杨芳影医师、江燕护
士长带领的宣传团队为群众开展健康
咨询服务，接受相关教育的群众超过
90余人，发放健康宣传资料200余份。

此次义诊活动是江苏省消化专
业延伸医疗服务的一部分，旨在将
消化系统的先进诊治理念带进基
层，希望更多的基层医生、患者和群
众获益。

辛献珍 姜波

为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
人员的心脑血管疾病诊治能力，7
月 14日下午，西林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开展了由常州医学会主
办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规范化诊
治与康复培训班”。

本次培训分别邀请到市第二
人民医院陈卓友主任讲解了“急性
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的识别与救
治”、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钱珂主
任就“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筛查流程和
诊断”进行了详细的讲解，授课内容
丰富。课后就临床上遇到的相关问
题也作出了详细的介绍。

本次培训班辐射全区各医疗单
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民营医院、诊所的内科、全科
医护人员。到会人数 112 人，通过
本次的培训，很大程度提升了基层
医护人员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诊治
能力。

周鹏飞

炎炎夏日送真情

省医学会消化专家进社区

西林中心开展心脑血管疾病的
规范化诊治与康复培训班

不怕有学霸，就怕放暑假。可是
即使是学霸，也要劳逸结合。暑假外
出旅行是很多家长的选择，不仅可以
放松身心，还能拓宽视野。近日，市中
医医院中西医联合用药咨询门诊就接
到好多家长的咨询，外出旅行应该常
备哪些药物呢？

感冒药

盛夏外出，空调冷热交替，很容
易患上感冒，建议备上感冒药。中
成药如解表散寒，解热止痛的正柴
胡颗粒；清热解毒，抗炎消肿的蒲地
蓝口服液；西药如泰诺，康泰克等可
缓解发热、鼻塞、流涕等感冒症状；
儿童退烧药可选择对乙酰氨基酚混
悬液（泰诺林），布洛芬混悬液（美
林）等。

药师提醒：感冒药选一种即可，避
免因含相同药物成分引起过量；退烧
药一般体温超过38.5℃使用，混悬液
使用前摇匀；高血压患者避免使用含

“麻黄碱”等成分的复方感冒药，以免
对血压造成影响；如果服用泰诺等复
方制剂请避免开车。

强烈建议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抗
生素。

防暑药

去气温较高的地方易中暑，轻者
头昏眼花、恶心呕吐；重者可能会危及
生命，可以备上人丹、十滴水、藿香正
气水，这三者都有着祛风舒气，清热解
暑，生津健胃，避秽止呕的功效，是防
暑的良药。

药师提醒：人丹用于中暑呕吐，
头目眩晕，水土不服。口服，最好是
舌下含服，药效发挥得快一些。藿香
正气水含乙醇（酒精）40％～50％，服
药后不得驾车，并且不能和头孢、甲
硝唑等抗生素一起服用。如果服用
了含有乙醇的药物，最好等两天后再
服用头孢类药物，避免出现“双硫仑
样反应”。

肠胃药

对于一个吃货，旅途中享受美
景的同时也少不了寻觅美食，那么
难免会因气候、饮食、卫生等原因出

现胃肠道不适。我们可以有针对性
地选择一些药物：对于一些脾胃虚
弱的人外出饮食不规律容易造成食
积，可嚼服健胃消食片；达喜可用于
胃痛、胃烧灼感；口服补液盐、蒙脱
石散、益生菌、黄连素等可治疗腹
泻、腹痛，黄连素片可清肠解毒，用
于饮食不卫生造成的腹泻、痢疾；当
然也有一些人外出容易便秘，可以
带上一瓶我们常州市中医医院自制
制剂“胆黄润肠丸”。

药师提醒：切忌用果汁、饮料服用
药物，益生菌选择可常温保存的，并用
低于40℃温开水服用，与蒙脱石散同
时服用时间隔2小时以上。

抗过敏药

旅途中吃的食物以及接触的各
种粉尘，还有由于蚊虫叮咬而引起的
皮肤过敏。过敏体质的人，可以准备
一点抗过敏药，内服药如氯苯那敏、
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等，外用药如消
炎止痒的炉甘石洗剂，清热解毒，消
肿止痛的龙珠软膏等。

药师提醒：情绪烦躁也可引起皮
肤瘙痒等症状，可先调整情绪别忙着
吃药；为保证驾驶安全，同样服用此类
药物期间不要开车。

旅行“药”一路健康，让我们的旅行更
加安全，快乐欣赏路边的美景。 中医宣

旅行“药”一路健康

旅行前应做好充足的准备，针对
可能出现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配置药
品，但不宜贪大求全；

慢性病患者应备足药物，且注意
保存方法；

出行前准备药品时，还需要细心
检查药品是否在保质期内。用药前
应按说明书使用，一段时间仍未见好

转，应及时就医；
有些药是禁止带出国的，比如复

方甘草片，因为其含有阿片粉，属于
违禁品！出行前一定要提前做好相
关问询和准备。

如有需要，可至常州市中医医院门
诊一楼用药咨询门诊获取更详细的个
体化旅行用药咨询，更多精彩等着你！

有人说喜欢春天，是因为春天万物
复苏；喜欢秋天，是因为秋天的枫叶红；
喜欢冬天，是因为冬天的飘雪；喜欢夏
天，是因为夏天美食多。大概这是一名
吃货的总结，仔细想想也不是没有道
理，夏季的作物都长得茂盛，成熟的东
西也很多，比如大家喜爱的很多水果，
都是在夏天上市的。

西瓜、车厘子、菠萝、葡萄等等，都
是夏天很受欢迎的水果，这个季节老百
姓们对水果的选择可谓是最多的。本
来夏天补充水分就很重要，水果里面又
含有大量的水分，夏天的水果消费量是
很高的。

正是因为好吃的东西，人就会不自
觉地多吃，不知不觉在吃水果的时候就
犯了三个错误：

水果当饭吃

很多女性减肥的时候会用水果代
替一顿饭，而夏天很多人在不减肥的情
况下，一天可能吃上好几斤的水果，代
替一天的两顿饭。尽管水果是我们比
较推荐吃的食物，但是大部分水果本身
的热量并不高，以水分为主，含少量的
碳水化合物，和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
以及较少的蛋白质和脂肪。

对比我们身体的需求，并不是很合
理。如果长期把水果当成正餐来吃，非
常容易造成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的缺
乏，导致身体的营养不良。

吃隔夜水果

西瓜绝对是夏天必备水果的第一

名，很多家庭买一个大西瓜没有吃完，
就放进冰箱里面第二天再吃。夏天由
于气温的原因，细菌滋生得特别快，虽
然冰箱的温度可以抑制一部分细菌的
滋生，但已经动过的水果最好是当天吃
完，不要让水果过夜。

如果确实是当天不能吃完的水果，
在吃之前要分离出不吃的部分，用保鲜
膜包好，减少水果和空气接触的时间，
尽快放进冰箱，第二天尽早食用。

糖尿病人拒绝吃水果

喜欢吃水果的人敞开肚皮吃，糖尿
病人就很忌讳。虽然水果会升高血糖，
但是水果里面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有机
酸和植物化学物对身体也是有益处的，

糖尿病人也是能放心吃水果的。
不过糖尿病人吃水果要聪明地选

择升糖指数低的水果，桃子、李子、苹果
等都是，尽量选择两餐之间的时间吃，
吃了水果那顿饭就要适当减少主食量。

回想一下，自己是不是犯了上面的
错误。夏天吃水果的时候，我们应该按
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量，每天摄
入水果200-350g。这200-350g的水
果，多选择购买小体量的水果，同样的
重量能够有更丰富的品质，当天购买，
当天吃完，还可以避免保存的麻烦。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夏天的水果
比平时更易腐败，发现有这种迹象的水
果，就果断地丢掉吧。

据搜狐

原料：苦瓜2根，大蒜、油、
盐适量。

做法：1、苦瓜切片，加盐
稍腌出水后用水洗净；2、锅
内烧开水，放入苦瓜稍焯水；
3、捞起苦瓜，过一遍凉水；4、
锅内油烧热，放入蒜瓣爆香；
5、放入苦瓜，炒大约五分钟
后出锅。

点评：在网友评选的“十
大最难吃蔬菜”榜单中，苦瓜
高票当选“最难吃蔬菜之
王”。其实，苦瓜中的苦味物
质对身体有多种保健功效，比
如提高人体免疫力，清热解
毒、增进食欲等，非常适合夏
天食用。此外，苦瓜中的生物
碱有利尿活血、消炎退热的功
效，所含的大量维生素C和蛋
白质成分能提高机体的免疫
功能。清炒苦瓜爽脆清香，制
作简单，特别适合食欲不振人
群和糖尿病人食用，脾胃虚寒
的人要少吃。

据人民网

清热解毒增进食欲

营养师推荐
清炒苦瓜

糖尿病人夏季能吃水果吗？

3个吃水果误区，让很多人受伤

时 间
7月17日（周二）09:00-09:30
7月17日（周二）09:30-09:50
7月17日（周二）14:00-15:00
7月17日（周二）14:00-14:30
7月17日（周二）14:00-15:30
7月17日（周二）14:30-15:30
7月17日（周二）14:30-15:30
7月18日（周三）09:30-09:50
7月18日（周三）09:30-10:00
7月18日（周三）14:00-15:00
7月18日（周三）20:30-21:30
7月19日（周四）09:30-09:50
7月19日（周四）10:00-11:00
7月19日（周四）14:30-15:30

7月19日（周四）14:30-15:30

7月19日（周四）14:30-15:30
7月19日（周四）14:30-15:00
7月19日（周四）15:00-16:00
7月20日（周五）09:30-09:50
7月20日（周五）13:30-15:30
7月20日（周五）14:00-15:00
7月20日（周五）14:30-15:30
7月20日（周五）14:30-16:30
7月20日（周五）15:00-16:00

7月21日（周六）09:00-09:30

7月21日（周六）14:00-14:30

7月23日（周一）08:30-09:30

7月23日（周一）09:00-09:30

7月23日（周一）09:30-09:50
7月23日（周一）10:00-11:00

7月23日（周一）14:00-14:30

7月23日（周一）14:30-15:30

地 点
市妇幼保健院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
市四院新北院区住院楼15楼25病区
市妇幼保健院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市七院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十九病区健教室
市一院一号楼19楼肾内科示教室

市二院城中/阳湖院区内分泌科健康教育室
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

市四院新北院区门诊三楼A1区域孕妇学校
市三院一号楼3楼变态反应中心

市二院城中/阳湖院区内分泌科微信平台
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

市二院阳湖院区产科门诊孕妇学校
市一院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市一院3号楼20楼西区创伤骨科示教室

市二院城中/阳湖院区内分泌科健康教育室
市四院新北院区住院楼16楼26病区
市妇幼保健院病房大楼六楼活动室

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
常高新集团小微金融服务中心4楼微咖空间

市一院三号楼18楼骨一科示教室
市一院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市一院门诊大厅、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市二院城中院区骨科示教室

市妇幼保健院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市妇幼保健院2号楼五楼家长学校

市七院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三楼产科宣教室

市妇幼保健院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
市二院阳湖院区产科门诊孕妇学校

市妇幼保健院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市一院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志愿服务内容
准妈妈营养（指导准妈妈孕期合理、营养的饮食搭配）孕期全程

八段锦志愿宣传活动
糖尿病饮食宣教

孕妈咪瑜伽预约课（减轻孕期不适症状、利于顺产）建议>15周
糖尿病健康知识讲座“低血糖，您能应对吗？”

《肾毒性药物介绍》健康讲座
糖友夜校：糖尿病知识讲座

八段锦志愿宣传活动
孕期膳食营养宣教

《过敏性鼻炎防治》健康讲座
“欢聚一糖”微课堂
八段锦志愿宣传活动

孕妈妈学校：拉玛泽呼吸减痛
《糖尿病患者如何吃》健康讲座

《肩关节疼痛的病因及防治、骨质疏松诊断和治疗知识普及》
讲座及免费测量骨密度和足底应力测试

糖友夜校：糖尿病知识讲座
冠心病健康知识讲座

好爸爸课堂：产后科学坐月子、母乳喂养、婴儿护理指导
八段锦志愿宣传活动
夏季养生知识讲座

“谈骨论筋”骨科健康知识讲堂
《认识胰岛素&胰岛素注射操作示范》健康讲座

“常青藤”健康共筑行动:“大手牵小手，爱心助成长”学生体验课
《谈骨论筋 骨舞人生》知识讲座

入院须知及分娩前准备（简介什么情况下可以入院，
入院时需准备什么物品）建议>28周

婴幼儿口腔保健及疾病预防（简介如何为宝宝做口腔保健
及宝宝口腔疾病预防）建议0-6岁宝宝家长

孕妈妈学校“母乳喂养”

胎教——让你的宝宝赢在起跑线上（科学育儿、
教会妈妈怎样做胎教，数胎动）建议>15周

八段锦志愿宣传活动
产前课堂：分娩前物品准备及助产配合

科学产检及孕期常见问题处理（简介孕期产检次数、
内容、常见问题及处理）建议>15周

《糖尿病足的防治&血糖的自我监测》健康讲座

志愿服务开展单位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