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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志愿服务一周活动安排表
（4月23日-4月29日活动安排）

疾控在行动杏林春满
常州市中医医院

社区卫生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四季的养
生都需要遵循自然规律，从中医学“五
脏应四时”理论分析，肝脏外应春天，
而“肝开窍于目”，所以春季养肝与护
眼是密不可分的。肝脏“性喜条达”，

“入青色”，因此春天减少疲劳，身心舒
展，保护眼睛、进食青色食物，都可以
让肝脏和眼睛互为滋养，相得益彰。
那春季该如何养肝护眼呢？

保持心情开朗

中医认为，“肝在志为怒”，而“性
喜条达（舒畅）主疏泄而恶抑郁”。在
春天，人们较其他季节更容易激动，而
情绪失控会进一步导致眼睛和肝脏受
到伤害。所以，在春天，需要让自己保
持良好的心情。

尽量减少用眼过度

连续用眼1小时左右，就要休息
15分钟。这时可以静心闭目片刻，以
两掌轻捂双眼，全身肌肉尽量放松。
然后按摩眼睛周围穴位，使眼内气血
通畅，以消除眼睛周围肌肉紧张；或者
走到户外，在空气新鲜处闭目，眼球从

右到左，再从左到右各转5次，然后突
然睁眼，极目远眺。切勿用手揉搓，否
则会加重视疲劳。

多进行户外运动

闲暇时间到郊外踏青视绿，登高
望远，是消除眼疲劳的最好方法。特
别是放风筝，可以将视线延伸转移至
高远处，自然调节眼肌，帮助放松。

保证23点前睡觉

中医认为，23点开始血循肝胆经，
这时候入睡，让“静卧血归肝”，就可以
让血液回流肝脏解毒，“肝阴足可濡养
双目”，自然眼睛就同时得到滋养，此
时可以躺在床上闭目休息，做做眼保
健操，来缓解眼睛疲劳。

多食绿色食物调养肝脏

青色入肝经，绿色的食物可以对
肝进行调养。春天应避免高温、辛辣、
油腻、大补类食物，需要长时间用眼的
人可多食用一些养肝护肝、滋补肝肾
的食物，如动物肝脏、牛奶、豆制品、胡
萝卜、红薯、菠菜、芹菜、橙子、草莓等。

罹患眼病的饮食注意

近视眼饮食：多吃粗粮，常吃鱼
类、柑橘类水果以及红色果实，对防止
视力衰退有很好的疗效，同时应该少

吃甜食。
远视眼饮食：可适当多吃大蒜、洋

葱及乳制品（脱脂牛奶）、干果、动物肝
脏和精米，同时应少吃高脂肪食物。

干眼症饮食：由于长期伏案工作
或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等原因，用眼
时间较长，不少人会感到眼睛干燥。
应该多吃各种水果，特别是柑橘类，还
应多吃绿色蔬菜、粗粮、鱼和鸡蛋。

青光眼饮食：患者一般眼压高，应
少吃油腻的食物，尽量不要喝茶、咖啡
和酒，并且戒烟。要多吃绿色蔬菜，蔬
菜能生吃的尽量生吃;还应多吃水果，
特别可以多食用柑橘类水果和葡萄、
香蕉、柠檬、杏等。另外，应定期吃些
含钙食物。避免吃动物脂肪、糖。

中药护眼茶谱

枸杞菊花茶
材料：枸杞、菊花、冰糖。
做法：将枸杞加水，大火煮沸，转

小火炖煮20分钟，再将菊花放入，大火
煮沸后熄火5分钟，捞去菊花，再以冰
糖调味。

功效：清肝明目。
枸杞红枣茶
材料：红枣、枸杞。
做法：红枣、枸杞加入开水，煮 5

分钟，加入冰糖，煮至溶化即可。
功效：滋补肝肾、明目，润肺止渴，

面色红润。
罗汉果茶
材料：罗汉果。
做法：罗汉果掰碎，取几个小块，

用沸水冲泡5—10分钟后，饮用。
功效：护眼明目。 中医宣

4月 15日-21日是第 25届全国
“肿瘤防治宣传周”。15日上午，由常
州市医学会、市疾控中心、钟楼区卫生
健康局主办，钟楼区疾控中心、钟楼区
癌症康复协会承办的第25届肿瘤防
治宣传周健康义诊宣传活动在荆川公
园拉开帷幕。活动主题为“科学抗癌，
关爱生命”，副主题为“抗癌路上，你我
同赢”。

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超过350
万，死亡病例超过200万，防控形势严
峻。在我国，最常见的癌症包括肺癌、
乳腺癌、胃癌、肝癌、结直肠癌、食管
癌、子宫颈癌、甲状腺癌等。近年来，
肺癌、乳腺癌及结直肠癌等发病呈显
著上升趋势，肝癌、胃癌及食管癌等发
病率仍居高不下。常州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统计收集的2015年肿瘤登记数
据显示，全市恶性肿瘤发病统计中，胃
癌的发病率最高，其次分别为肺癌、结
直肠癌、食管癌和肝癌，其中男性恶性
肿瘤发病率最高的也是胃癌，女性发
病率最高的是乳腺癌；全市恶性肿瘤
死亡统计中，肺癌的死亡率最高，其次

分别为胃癌、肝癌、食管癌和结直肠
癌。其中男女性恶性肿瘤死亡率最高
的均为肺癌。

宣传活动当天，钟楼区癌症康复
协会带来了暖场秀，数百名癌症抗友
们脸上洋溢着自信阳光的微笑，精神
焕发。大合唱《抗癌进行曲》《最美的
歌唱给妈妈》如春风轻盈，清流潺潺；
郭林新气功抗癌健身表演赢得了观众
阵阵掌声。来自市一院、二院、肿瘤医
院（第四人民医院）的肿瘤科专家、内
分泌科专家、心内科专家以及永红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为广大居
民进行义诊、健康咨询，并提供血压、
血糖测量等服务。

同时，常州市疾控中心与钟楼区
疾控中心慢病科专业人员通过摆放展
板、发放健康教育折页资料等形式向
居民宣传肿瘤防治知识，并带动现场
居民参与肿瘤预防控制相关知识有奖
竞答，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10余种，有
奖竞答参与居民达300余人，在寓教于
乐中使参与群众掌握了肿瘤防治相关
知识，让居民对癌症建立正确的认知
观念和科学的防治理念，受到广大现
场群众的欢迎。

邵申昊 骆文书 董秀晴

为规范对过敏性休克应急处置的
抢救流程，提高医护人员对过敏性休
克的急救能力，4月19日，西林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了药物过敏性休
克急救演练。

此次演练过程中，医护人员冷静
操作、有条不紊、分工明确、密切配合，
通过及时停止可疑药物、静脉推注
0.1%肾上腺素、胸外心脏按压、开放气
道等方式，顺利完成对过敏性休克模

拟人的抢救。
中心副主任屠建峰进行演练点

评，他认为此次演练流程顺畅，操作
规范，进一步提高了中心医务人员的
应急处置能力。他要求，全体医务人
员要加强学习理论知识和练习操作
的熟练程度，争取更快的抢救时间和
更大的安全保证，进一步夯实急救应
急技能。

高娟华

近日，横山桥镇卫生院健康讲师
团受邀走进湖塘镇马杭街道进行健康
科普宣讲。健康讲师孙英、秦云风分
别向社区群众详细讲解日常生活中服
药的注意事项及脊柱的日常保健，活
动现场气氛非常活跃，受到社区群众
的欢迎。

据了解，横山桥镇卫生院积极响
应“健康中国”号召，从今年3月起，正
式成立青年健康讲师团。讲师团自成
立以来，深入社区、学校、企业，大力宣
传家庭医生签约、慢性病管理等知识，
开展社区健康知识讲座60余次，进入

学校健康宣传30余次，不断引导社区
群众和学校师生践行健康文明的生活
方式，助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同时，医院定期对讲师进行演讲
培训，组织演讲比赛，不断提高讲师演
讲水平。其中2位青年讲师更是多次
走上国家级、省级健康演讲舞台，获得
国家级、省级个人荣誉四项，集体荣誉
一项。在第三届中国健康科普创新大
赛中，健康讲师秦云风作为全国入围
决赛的唯一一名基层卫生院选手，获
得“健康科普优秀讲者”称号。

唐玉娟 汤怡晨 图文报道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现在很多
家长在给孩子买食品时，青睐冠以“儿
童食品”字样的产品，认为它们更符合
孩子的身体发育情况，这类产品往往
价格也更高。但事实上，对于3周岁
以上的儿童，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食品
安全标准，很多所谓的“儿童食品”，成
分也与一般食品并无不同，甚至并不
适合儿童食用。

近年来，不少食品商家赚钱无底
线，乱打“儿童”牌，在多类食品上标注

“儿童”二字并大肆宣传，高价出售。孩
子家长很容易被“儿童专用”“幼儿专
用”之类的字眼所“忽悠”，不计成本地
争相抢购。这些所谓“儿童食品”一般
包含“四多”——多添加剂、多糖、多盐、
多油，给孩子们带来健康隐患。譬如，
所谓儿童饮料，其实就是多添加了吸引
孩子的色素和一些香精、糖。这些儿童
食品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非但无益，反而
有害。正因如此，已有市场监管部门提
醒，目前国家还没有所谓的“儿童食品”
相关标准，消费者对“儿童专用食品”应
当谨慎。

的确，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专门
针对儿童的食品标准，而仅有的是目
前的婴幼儿食品相关标准，主要建立
了针对0~36个月的婴幼儿配方食品、
辅食的食品安全标准。有学者研究显
示，目前我国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安全

标准与欧盟标准基本保持一致。对于
婴儿（0~6个月）的配方食品要求，差异
较小，大部分指标比较接近。但是对
于较大婴幼儿（6~36 个月）的配方食
品，我国的指标要求相对宽松。

而对于3周岁以上的低龄儿童，
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儿童食品安全标
准，更没有明确的“儿童食品”定义。
有研究显示，在日常零食消费方面，儿
童的消费量要比成人的消费量平均高
出2~3倍。就食品添加剂来说，儿童

每日摄入的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可达
10多种，有超标的危险。

目前，国家在制定食品添加剂标准
时，是以60公斤的成人为标准制定的，
在婴幼儿和成人之间的儿童群体，没有
允许摄入添加剂的具体标准，其添加量
没有考虑儿童身体的安全因素。而在
儿童食品的标签标示方面，国家标准与
法规也很少，目前只有“果冻”一个标准
规定了产品标签要标示食用安全警示。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儿童的身体

尚未发育成熟，排解能力差，倘若按照
成年人的标准摄入添加剂，无疑给儿
童健康带来风险。因此，向儿童提供
的食品不管在安全性和营养性上,都
应该有更为严格的标准。有关部门应
针对儿童食品制定和实施严格的法律
规定和标准规范，不断提高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科技含量、实用价值和个
性特征，充分满足行业发展、市场体制
和社会大众的需求。同时，引导和鼓
励行业企业生产和研发更多适合儿童
食用的安全、营养均衡的食品。

当务之急是，针对3周岁以上的
低龄儿童经常食用的食品，制定更为
严格的安全标准，要求生产厂家在生
产“普通版”的同时推出“绿色儿童
版”，以供儿童和家长选择。“绿色儿童
版”食品可以使用的添加剂种类应该
更少，允许添加的限量应该更低。

国家还应尽快出台规定，要求在
真正适合儿童消费的休闲食品或饮料
上有醒目标识，在产品外包装或说明
中写清楚成分并标注配料表，明确标
注食品营养成分和能量值等情况，以
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选择。此外，进
一步完善检测标准和质量认证体系，
强化生产经营企业的质量意识，建立
儿童食品安全监测、检测和预警机制，
也是必不可少的。

据中国青年报

本报讯 4月 18日，永红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永红团队团队长褚亚
华率家庭医生来到永红村委欧家村刘
女士家中，为其卧病在床的老伴进行
体检，受到了刘女士及其家人的好评。

据悉，永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自3月25日起全面开展家庭医生签
约老年人体检服务工作，对个别卧病
在床、不能到现场体检的老人，组织医

护人员上门给予采血、测量血压血糖、
心电图等检查，并开展健康指导，让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惠及更多群众。

永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
贴心、精心、尽心、全心的健康服务，让
居民切实感受到“家庭医生”式的温暖，
让“与您最近、和您最亲”的服务理念逐
渐成为辖区内居民认可的服务品牌。

（永红宣）

常州市中医医院眼科创建于
1988 年，经过多年的传承创新，在
充分吸取中医眼科理论精髓的基
础上，博采众长，在各种常见眼病
及眼科疑难杂症方面逐渐形成独
具特色的治疗方式。如中医药治
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老年性黄斑
变性、葡萄膜炎、角膜炎；耳穴贴敷
治疗青少年近视；中药熏蒸治疗干

眼症；中药穴位贴敷治疗过敏性结
膜炎；中药饮片联合穴位针刺治疗
麻痹性斜视等。科室现已发展成
为中医特色明显、设备先进、技术
一流的特色专科，为常武地区群众
提供优质服务，其中在中西医结合
治疗干眼症、近视、白内障青光眼
复明、各种复杂眼底病等方面市内
领先。

春季如何养肝护眼？

专科简介

保障儿童食品安全亟须标准先行

科学抗癌，关爱生命
——我市开展第25届肿瘤防治宣传周义诊宣传活动

横山桥镇卫生院健康讲师团自3月成立以来

开展健康宣讲近百场

开展应急演练 提高急救能力

家医送暖到户 服务实在惠民

时间
4月23日（周二）14:00-16:00

4月23日（周二）09:00-09:20

4月23日（周二）14:30-15:30
4月23日（周二）14:00-15:00

4月23日（周二）14:00-14:30

4月23日（周二）9:00-9:30

4月23日（周二）14:00-15:00
4月23日（周二）09:00-09:30
4月23日（周二）14:00-15:30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8:30-9:30
4月23日（周二）16:10-15:05，
4月24日（周三）14:30—15:30
4月24日（周三）14:30-15:30
4月24日（周三）14:30-15:30
4月24日（周三）07:30-07:50
4月24日（周三）20:30-21:30
4月24日（周三）14:00-15:00
4月24日（周三）9:30-10:00
4月25日（周四）14:30—15:30
4月25日（周四）14:30-15:30
4月25日（周四）14:30-15:00

4月25日（周四）10:00-11:30

4月26日（周五）14:30-15:30
4月26日（周五）09:00-11:00

4月27日（周六）10:00-10:30

4月27日（周六）9:00-9:30

4月27日（周六）8:00-11:00
4月29日（周一）14:30-15:30
4月29日（周一）10:00-11:00

4月29日（周一）14:00-14:30

4月29日（周一）08:30-9:30

地点
市一院2号楼8楼肾内科示教室

阳湖院区门诊三楼A区骨科诊区

城中/阳湖院区内分泌科健康教育室
新北院区住院楼15楼25病区

门诊楼3楼C6区

门诊楼3楼C6区

常州市儿童医院3号楼五楼
常州经开区幼儿园

市七院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十九病区健教室
门诊楼3楼C6区

常州市戚墅堰实验中学
市一院1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市一院1号楼12楼肿瘤科“聚爱护理”健康教育课堂
市一院2号楼12楼神经内科示教室

城中院区门诊二楼内科候诊区
城中/阳湖院区内分泌科微信平台
市三院一号楼3楼变态反应中心
新北院区门诊三楼A1区孕妇学校

市一院1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城中/阳湖院区内分泌科健康教育室
新北院区住院楼16楼26病区示教室

门诊楼3楼C6区

天宁区茶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门诊楼3楼C6区

门诊楼3楼C6区

常州市儿童医院3号楼三楼
市一院1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阳湖院区产科门诊孕妇学校

门诊楼3楼C6区

市七院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三楼产科宣教室

志愿服务内容
《高磷血症的防治》健康讲座

“健康约园-门诊科普大讲堂”
腕管综合征的预防与康复训练

糖友夜校：糖尿病知识讲座
糖尿病饮食指导健康宣教

孕妈咪瑜伽（预约课）（减轻孕期不适症状、
利于顺产）建议孕周>15周

准妈妈营养（指导准妈妈孕期合理、
营养的饮食搭配）建议孕周>15周

“向日葵”新手爸妈课堂
青团健教“护苗”行动“鼻子出血不要慌”

糖尿病健康知识讲座“自我血糖监测，您在做吗？”
母乳喂养知识宣传片（建议孕周>15周）

青团健教“护苗”行动“近视的认知与预防”
《糖尿病的药物治疗》健康讲座
《如何正确评估疼痛》健康讲座
《脑卒中的健康管理》健康讲座

“健康约园-门诊科普大讲堂”带你走进臭氧大自血
“欢聚一糖”微课堂

《过敏性鼻炎防治》健康讲座
新生儿日常护理（新生儿抚触）

《认识胰岛素&胰岛素注射操作示范》健康讲座
糖友夜校：糖尿病知识讲座

冠心病健康知识讲座

母乳喂养知识讲座（教会准妈妈如何喂哺自己的宝宝、
如何挤奶等）建议孕周>15周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关爱周”义诊讲座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关爱周义诊

眼睛——心灵之窗（简介婴幼儿眼部发育
及眼部疾病预防）建议0-6岁宝宝家长

分娩方式的选择（产科专家为你分析顺产
和剖腹产的利与弊）建议孕周>28周

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义诊
《糖尿病患者如何运动&手操示范》健康讲座

产前课堂：分娩前物品准备及助产配合

妈妈手工DIY——准妈妈的编织情结（预约课）
（集胎教和妈妈爱心一体的准妈妈沙龙）建议孕周>15周

孕妈妈学校“孕期生活方式”

负责单位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儿童医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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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