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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8月22日活动安排）天使志愿服务一周活动安排

疾控在行动

□本报通讯员 高彩亚

今年，中天钢铁集团先后捐赠奔
牛人民医院1150万元，用于购置高
端、先进的1.5T德国西门子超导磁共
振、电子胃肠镜及骨密度检测仪，目前
所购仪器已全部投入使用。

此次捐赠推动了奔牛人民医院的
医疗硬件设施水平里程碑式的跨越。
为了奔牛地方百姓的健康福祉，也应中
天钢铁集团的要求下，奔牛镇政府出台
了惠泽奔牛百姓健康的优惠政策。

即日起，凡奔牛镇居民在奔牛人
民医院接受磁共振、骨密度仪、电子胃
肠镜3项仪器的相关检查后，可以将
检查票据的复印件到各自所在的村、
社区登记报备。奔牛镇政府将于每年
12月下旬，根据各村社区登记的汇总
情况，将上述检查费用的自费部分按
相应的比例补贴给相关居民。

检查费用补贴方案相关说明如下：
1、适用人群：在奔牛人民医院接

受磁共振、骨密度仪、电子胃肠镜检查
的奔牛镇原户籍居民；

2、补贴比例：以上3项检查费用
给予低保户、五保户、优抚对象等特殊
人群全额免费。给予奔牛镇民政局认
定的困难居民补贴自费部分的60%，
对于一般居民检查的自费部分给予
30%的补贴；

3、补贴发放时间：每年的 12下
旬；

4、补贴方案三年为一个周期，下
一周期补贴方案在第一周期结束前公
布。

为给患者提供更便利、更规范、更

优质的健康服务，奔牛人民医院与江
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武进人民医院
合作，邀请专家每周来院坐诊。新购
的三台仪器设备检查均有专家现场指
导开展，更好满足群众的健康需求。

专家坐诊时间：
1、消化内科“李学良教授名医工

作室”：周六上午；
2、骨质疏松门诊（骨科）：每周三

上午；
3、磁共振检查开展时间：周一至

周六。

中天钢铁捐赠千万元设备
奔牛百姓用上即享费用补贴 □本报通讯员 王正 姚瑶

为进一步提高全市疾控系统的科
研能力，营造青年骨干学知识、重科
研、出人才的浓厚氛围，打造一支高素
质高层次的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全面
促进常州市疾控系统高质量发展，
2022年全市疾控系统青年骨干科研能
力提升高层次培训班日前开班。

在开班仪式上，南京医科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院长王建明深刻阐述学习培
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明加强学习，
不断提高科研综合素质的具体途径。

常州市预防医学会会长吉俊敏在
开班动员中强调，本次科研培训班中，
国内公共卫生领域的知名专家齐聚一
堂，传道授业，机会难得来之不易，希
望学员们切实加强学习的主动性，不

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建设。
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姚昉指出，在7月26日国家疾
控中心的会议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
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和国家疾控中
心主任沈洪兵分别指出，要加强疾控队
伍建设，锻造疾控领军人才，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要加
强地市级以上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控和
公共卫生科技攻关体系和能力建设。
本次培训班完全契合、紧跟国家疾控中
心在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政策
步伐。希望学员们以此次培训为契机，
增强学习意识，进一步理清思路，找准
目标，确保学习效果，为全市医疗卫生
高质量发展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据了解，本培训班由常州市疾控
中心和常州市预防医学会、南京医科
大学常州公共卫生高等研究院联合打
造，将开展为期一个月，共计64学时的
课程培训。

常州市疾控系统青年骨干科研能力提升高层次培训班

火热开班

炎热的夏季是中暑的高发季节，
人体为什么会中暑？职业性中暑如何
预防？中国疾控中心官方公众号日前
发文对“职业性中暑及工伤认定”进行
了解析。

中暑先兆环节及时就医

中暑性疾病是在高温条件下，因
“热”的作用而发生的一种急性疾病。
也叫做急性热致疾病，在诊断层面包
括了热射病、热痉挛和热衰竭。

中国疾控中心介绍，在正常生理情
况下，人体的产热与散热保持着动态平
衡，使体温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高温
环境中，当机体产热、获热明显大于散
热的情况持续存在，会使蓄热量不断增
加，一旦超出人体的自身调节能力，就
会因为热平衡紊乱和水盐代谢失调引
起以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功能
障碍为主要表现的中暑性疾病。

根据工作场所气象条件的特点，
一般将高温作业分为三种类型：高温
强辐射作业（干热环境）、高温高湿作
业（湿热环境）和夏季露天作业（复合
热环境）。

中国疾控中心强调，由于中暑是

机体内产热、获热明显大于散热过程
不断累积的结果，在发生严重中暑前，
患者多会经历中暑先兆的过程，此时
脱离高温环境症状有可能逐渐缓解。

因此，高温作业人员保持对中暑
发病的认知和警醒至关重要，在中暑
先兆环节及时就医，能够有效防止中

暑的进一步发展，挽救患者生命。

发生职业性中暑
需首先进行工伤认定

中国疾控中心表示，职业性中暑
属于国家法定职业病，发生职业性中
暑需首先进行工伤认定。治疗病情稳

定后，如遗留有影响劳动能力的后遗
症，应当再次申请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四条规
定：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
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第
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而患职业病的属于
工伤认定范围。第十七条规定，职工
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
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
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
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
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第二十一条规定：职工发
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
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
能力鉴定。

“职业性中暑重在预防。”中国
疾控中心提醒，用人单位需要不断
改善生产环境，在生产现场采取隔
热、降温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提供保健饮料；劳动者需加强个体
防护，穿防热服装；劳动者就业前需
进行上岗前和定期的职业健康检
查，防止患有职业禁忌证的人员从
事高温作业。 来源：人民网

中疾控发文解析

职业性中暑及工伤如何认定？

本报讯（汤怡晨 七轩）当23岁的
小李被推出了导管室的一刻，他知道
自己得救了。回忆起3个小时前，他仍
感觉心有余悸：“当时突然感到莫名的

‘胸痛’，而且疼痛感越来越剧烈，感觉
自己‘真的要死掉了’，强撑着身体来
到医院治疗。”23岁的小李很难会与老
年群体中高发的心肌梗死联系在一
起。但近年来，青年人患心肌梗死的
案例却在不断增加。小李也是市七院
救治的最年轻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被送到市七院急诊科后，小李的心
电图检查显示其急性前壁ST段抬高
性，是典型的心肌梗死表现。情况危在
旦夕，接诊的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刘小宇
当机立断，开通绿色通道，开展冠脉造
影、冠脉内溶栓和药物球囊释放治疗。
在冠脉造影中，刘医生发现其左前降支
近段可见斑块破裂影，狭窄95%并伴局
部血栓影。假如小李还继续硬扛，不及
时到医院就诊，血栓就会不断地增长蔓
延，一旦堵住血流，心脏就会“罢工”停
止跳动，后果不堪设想。

在与家属短暂电话沟通后，刘医
生马上为小李进行了冠脉内溶栓，他
将溶栓药物通过指引导管打到冠脉
内，快速消融血栓，同时抽出了少量红
色血栓碎屑。考虑患者年轻，为日后
的生活质量着想，刘医生最终决定为
其开展冠脉药物涂层球囊扩张术。这
是一种效果接近于甚至优于冠脉支架
植入术的治疗手段，它是在传统的经
皮冠状动脉成形术（PTCA）导管的远
端球囊上均匀涂有抑制血管内皮增生
的药物，通过球囊扩张30-60秒钟，药
物即可快速释放进入血管壁，达到抑
制血管内皮增生的作用，保证血管畅
通，降低再狭窄和血栓的风险，具有性
能佳、操作简单、手术时间短的优点，
避免了多层支架置入带来的风险。它
既能达到“支架”扩张血管的目的，同
时药物还能避免术后血管再狭窄，也
可减少支架所带来的异物感，可谓一
举三得。

整个手术过程十分顺利，药物释
放完毕后，小李顿觉胸痛缓解了不
少。返回病房的小李，仍需继续进行
抗血小板聚集、抗凝、调脂稳定斑块、
改善心肌重塑等治疗。在系统的治疗
和医护人员的悉心护理下，小李胸闷
胸痛的症状消除，整个人也恢复了活
力，最终康复出院。从鬼门关走了一
遭回来的他感慨地说：“以后再也不仗
着自己年轻就经常熬夜了，我的生活
作息要规律起来。”

其实，心肌梗死已不再是老年人
的专利，近年来我国心肌梗死患者呈
明显上升趋势，每年新发至少50万的
心梗患者。对于年轻人而言，他们本
应该是最闪亮的星辰，若是就此陨落，
对于家庭而言无疑将“山崩地陷”。对
于年轻人而言，做到以下几点就可预
防心肌梗死：

1、生活规律，禁烟，适度的体育锻炼。
2、多吃鱼类、豆制品和新鲜蔬菜，

不要暴饮暴食及酗酒。
3、定期体检，控制血脂、血糖等指标，

防治各种感染性疾病和便秘、腹泻等。
4、保持心理平衡，避免过度紧张、

激动、焦虑、抑郁等不良刺激。
急性心肌梗死是可防、可救治的

疾病，但救治的关键是时间！一旦出
现不明原因的疼痛、胸闷等症状且不
缓解，要尽快就诊，不要耽误病情救
治，要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搏斗，要谨
记两个“120”：第一时间拨打“120”急
救电话，最佳救治时间是发病后的

“120”分钟以内。

23岁小伙突发心梗
心梗发生日渐年轻化

时间
8月16日（周二）14:00—15:00
8月18日（周四）12:00—13:00
8月18日（周四）14:30—15:30
8月19日（周五）12:00—13:00
8月20日（周六）13:30—15:30
8月21日（周日）09:30—10:30

8月22日（下周一）14:00—15:00

地点（线上平台）
腾讯会议

门诊产科二楼B1-08
常州市中心血站

门诊产科二楼B1-08
常州市儿童医院1号楼门诊大厅

门诊产科二楼B1-08
腾讯会议

志愿服务内容
产前及产后早期乳房保健

孕期瑜伽
无偿献血知识科普

生育舞蹈
注意力与学习问题义诊

准爸爸训练营
轻松自然 顺利分娩

志愿服务开展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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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中心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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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汤怡晨 武医宣） 近日，
我市对2022年第十三批科技计划项目
（重点实验室）进行了公布，武进人民
医院申报的常州市分子诊断与肿瘤精
准医学重点实验室名列其中。

市重点实验室是常州市为解决产业
发展和卫生健康中的重大科技问题，突出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攻克关键核心技
术，集聚和培养高层次人才和团队而建设
的重要科研创新平台。武进人民医院近
年来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建设了总面积超
过1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研究实验室，配
备了流式细胞仪、多功能酶标仪、倒置荧
光显微镜等仪器设备，为开展基础及临床
转化研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此次成功创建的市级重点实验室
将聚焦消化道肿瘤研究前沿，充分发
挥临床与基础密切结合的优势，开展
胃癌及结直肠癌早筛、诊断、预后评估

分子标记、药物靶点研究，提高常州地
区消化道肿瘤诊治水平。同时医院还
将汇聚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和
国内知名的优秀学术骨干，建成高素
质人才的培养基地、原始创新性成果
的产出基地、具有常州一流水平的消
化道肿瘤研究中心和开放性实验室。

此次市重点实验室的获批实现了
武进人民医院在市级医学重点实验室
建设上零的突破，对于医院科研、学科
及人才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今
后，医院将在常州市重点实验室的基
础上建设一流科学研究平台，强化院
校紧密合作，加大复合型人才培养力
度，推动重大原创、标志性科技成果产
出，鼓励开展高水平、高层次的市内外
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
提升医院科研实力与学术地位，实现
医院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武进人民医院获批市级重点实验室
本报讯（陈荣春 朱琴芬）在日前

召开的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
全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指数（2022）
正式发布，常州名列建设水平分指数
第四。

全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指数是
客观评价全民健康信息化发展的“晴雨
表”“风向标”，以城市为评价单元，包括
一个总指数和治理水平、建设水平、应
用水平三个分指数。2022年指数从发
展环境、组织建设、数据治理、建设投
入、基础能力、创新能力、应用功能、服
务覆盖等不同指标维度进行评价。

共有285个城市纳入全国卫生健

康信息化发展指数排名，分为“直辖
市、副省级城市及省会城市”和“其他
地级城市”两个组别。在其他地级城
市排名中，常州分别位列卫生健康信
息化发展总指数十二，建设水平分指
数第四，应用水平分指数三十三，治理
水平分指数四十八。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我市卫生健康事业快速发展，居
民健康指数不断提升，区域卫生健康
信息化建设获得持续投入，全面推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建设，高质量实现
信息惠民便民。

重点打造的“健康常州”一站式服

务平台嵌入“我的常州”APP ，为市民
提供统一的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总
入口，提供诊前、诊中、诊后线上全流
程就医服务，包括预约挂号、掌上缴
费、排队候诊、检验检查报告查询、健
康档案查询、云胶片查询等功能。

全域强化新冠疫情风险感知和防
护，通过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与市大数据
局、运营商、委属医院、各区县级平台的
数据交互，打通城市免疫感知平台中涉
疫管控人员的数据获取、脱敏下发、人
员校验和反馈上报流程，通过在健康常
州APP、医院闸机、院内自助机、互联
网医院等多种渠道设置校验，统一将此

类人员统一引导到发热门诊就诊，在常
态化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新架构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以居民健康档案为核心，以居民证件
号码为索引，形成个人全生命周期的
电子健康档案，目前已建立454.3万份
较为完善的电子健康档案。档案内容
包含婴儿出生、儿童保健、孕产妇保
健、高血压、糖尿病管理、家庭医生、健
康体检、门诊及住院检验检查报告和
用药记录，便于公卫医生和临床医生
全面了解居民健康状况，提供更精准
的服务，真正做到记录一生，服务一
生，受益一生。

全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指数（2022）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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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二宣

为了更好服务社区居民、普及健
康知识，8月10日，市二院风湿骨病科
普巡讲团在副主任孙国民、护士长耿
亚琴的带领下，顶着酷暑走进武进横
林瑞丰社区，为特殊人群（失独、伤残
的特殊困难家庭成员）进行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讲座，涉及老年骨关节炎的
预防和治疗以及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治
慢病管理，把医疗服务送到社区居民

的家门口，传递了健康和爱心。
本次公益活动，由常州市医学会、

市二院风湿科、横林镇计生办共同发
起。前期团队进行了专门调研，发现
人群中老年人居多，存在多种慢性病
以及关节痛的问题，于是精心准备了
针对性的科普内容，并在讲座后做了
公益骨密度检测及血压监测，帮助居
民正确认识自己的疾病，给予专业饮
食、药物、康复锻炼、心理指导，养成健
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市二院风湿科普巡讲团走进横林瑞丰社区

情暖特困家庭，酷暑送清凉

无糖食品真的就健康吗？回答这
个问题，需要先搞清什么是无糖食品。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无糖食品中
‘糖’的定义。”解放军总医院营养科原
主任薛长勇介绍，广义上的糖多指可
消化的碳水化合物；狭义上的糖主要
指精制糖，如蔗糖。

“如果是广义上的糖，严格意义上
讲，那就是和碳水化合物一点关系都
没有的食品才叫无糖食品。但实际并
不是。市面上的无糖食品，如无糖糕
点、无糖月饼、无糖粽子等，它们只是
里面不放蔗糖。在这个概念掩护下，
商家可以放其他糖，譬如果糖、代糖
等。”在薛长勇看来，无糖食品并非完
全无糖，市面上常见的无糖食品多指
不加精制糖的食品。

事实上，对于无糖食品的定义，国
内尚无明确条文进行规范。不过，在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对于糖
（乳糖）的临界限值，“0糖”或者“无糖”
是指每100克或者100毫升食物中的
糖含量不超过0.5克。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进一
步解释：“《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中规定每100克或者100毫升食品中
的糖含量小于等于0.5克可视为不含
糖，总能量小于17千焦耳（大约4千
卡）可称为无能量。也就是说，‘0糖’
或者‘0卡’食品不一定是绝对0值，可
能只是含量很低，可以忽略不计。”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消费
升级以及健康理念的普及，同无糖食
品一样，代糖衍生品也获得了不少消
费者青睐。什么是代糖食品？它与无
糖食品有怎样的区别？

“无糖食品解决了一种口味问题，
但它还是有能量的。比如无糖馒头，其

主要成分就是碳水化合物。”解放军总
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教授陆菊明直
言：“什么叫代糖？就是代替糖的那种
成分，它带有甜味，但不是精制糖。”

何丽提醒，木糖醇、麦芽糖醇、甜
菊糖苷、罗汉果甜苷等代糖虽然只提
供甜味，不提供或者提供极少热量的
食品添加剂，但无糖食品特别是一些
面包、糕点等淀粉制品的碳水化合物、
脂肪含量和总能量并不低。

薛长勇表示：“代糖不会引起血糖上
升，它有甜味，没热量。现在的很多概
念，如0糖0卡0脂气泡水，主要成分是水
加甜味剂。尽管这种甜味剂都经过相关
部门批准，相对安全，但我们还是不提倡
多吃。因为它没有什么营养价值。”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内分
泌科主任母义明日前公开表示：“很多
研究发现，长期喝无糖饮料，如果它是

加了三氯蔗糖、阿斯巴甜、木糖醇等代
糖的饮料，它和含糖饮料在导致糖尿
病发生方面并没有本质区别。”

如此看，无糖食品就没价值了吗？
何丽表示：“无糖食品可以帮助我

们少摄入一些能量。因为添加糖对于
我们需要的营养素来说不是必需的，所
以说无糖食品帮助我们少摄入一些添
加糖，还是有健康意义的。无糖食品健
康不健康，要看它的原料是什么。”

针对健康减糖，薛长勇建议，无糖
人士在选用食物时，可以参考血糖指数
与血糖负荷进行食物摄入。血糖指数
即食物含糖量对血糖的影响程度，而血
糖负荷即所吃食物重量乘以血糖指
数。在食物摄入时，无论食物的组成成
分是什么，对血糖影响不大的这类低血
糖指数的食品，相对可以多食用。

来源：中国经济网

无糖食品真无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