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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上午，为期一周的“格桑
花拓展营”结束了，青海格桑花教育救
助会的秘书长徐来告别了来自青海黄
南藏族自治州的41名学生。他们是
格桑花自2014年开展拓展营以来的
第6批藏族学生。

通过活动，孩子们认识了解沿海
发达城市，从而挑战自我、增强自信
心、感受勇气和坚持，欣赏和青海不同
的美。同时在活动中他们学习和陌生
人沟通交流，把所遇所思结合起来，体
验生活无尽的可能。

徐来说，格桑花成立11年以来，理
念慢慢从慈善救助向素质教育转变。

过去：一年收到的公众捐
款高达1200多万

2006年，徐来加入格桑花，每年
都会去青海几次，寻找需要资助的藏
族孩子，一天要跑好几个学校。由于
通讯不发达，路途遥远，工作开展很缓
慢。“一进山就没信号，为了确保联系
到校长，我们会把学校老师、厨师，甚
至校长的亲戚的电话都要来。”徐来
说，有时还要托教育局的人下乡带话，
等他们回到县城再把回复转达过来，
办事效率极低。

此外，还要面对藏民理念不同带
来的麻烦。徐来说，为了确保资助资

金透明，他们需要拿到资助的家庭进
行拍照、签字，这些是为了资助者交
代。但藏民不理解，怕麻烦，在一遍遍
沟通之下，黄南、玉树等藏族自治州的
很多学校逐渐成为他们固定资助点。
去年结对资助了青海6600名孩子，一
年收到的公众捐款高达1200多万。

长达11年的努力，格桑花成为青
海最出名的公益助学组织，得到当地
政府认可，更收获了藏民的信赖。

现在：素质教育才是给孩
子的最大帮助

徐来说，格桑花的公益理念是：

不想再做捐款的搬运工，而是想给孩
子人生更多的可能。“教育不仅仅是
校本课程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品格的
培养、视野的开阔、能力的提升。所
以格桑花的项目设计更注重陪伴孩
子成长，促进他们自身能力提升、视
野的开拓、人格的健全、良好习惯养
成等方面，为他们提供成长所需要的
支持和帮助。”

拓展营项目因此成立，今年最重
要的就是城市探索项目。41个孩子
分为6组，徐来为他们设计了6条探索
线路，孩子们要自己找到目的地并完
成任务。“从未见识过城市的藏族孩子

连坐公交都不会，但通过一天的摸索，
6组孩子都顺利到达要去的地方，与常
州市民互动，对他们而言这就是一次
探险。”徐来说，有的孩子在荆川公园
与老人载歌载舞，有的甚至在红梅公
园与老外搭讪，一天下来每个人都开
朗了不少。

更多的素质教育是在青海当地完
成。找到有教育理想的校长，在学校
开展阅读项目；通过志愿者与老师对
接，在放映电影、卫生教育上监督和提
升老师的执行力；开发课件，并转变为
有当地特色的乡土教材……

未来：格桑花从优秀到卓越

徐来说，格桑花主要管理人员只
有几个，加上他们全国志愿者共 86
人，都是不拿薪水的，自称“长工”，拿
薪的执行团队有6个人。

人数虽不多，却取得不小的成
绩。在申请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景行”
计划时，格桑花深深打动了评委。徐
来今年6月去北京参加最后答辩，为
格桑花申请到136万元基金。“这个钱
是给公益组织自己的，帮助他们从优
秀发展到卓越。”

徐来说，从拓展营出来的孩子很
多考上了大学，他们觉得有无限可能，
内心有了目标，所以更加努力，这也让
他有了更多动力。“未来我将从具体的
事物中抽身，更多关注组织的发展，参
与到与西部对接和调研的工作上来。”

赵霅煜

今年是医院“内涵建设提升年”，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精神，加强医院干部队伍建设，提升
干部的管理能力，市七院从8月中旬开
始，先后组织77名管理干部分五批赴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进行为期一周
的跟班学习。

今年5月，市七院与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进行了集团医院签约揭

牌仪式。中大医院将发挥自身优势，
全面提升七院医疗、教学、科研、管理
等整体水平和医院综合实力。此次
市七院组织中层干部赴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跟班学习，是七院密切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联系、实现
双方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具体举
措，也是七院提升干部管理能力的创
新举措。

8月17日下午，2016年德安医院
新职工培训开班仪式在报告厅举行，
本次培训共245名新职工参加。

此次集中培训内容涉及医院行
政管理、人事管理制度、医疗护理核

心制度、安全生产、医院感染防控、继
续教育及职业道德、医德医风等方
面，涵盖面广，课程安排紧凑，旨在帮
助新职工尽快转换角色、熟悉医院和
融入医院。

由市疾控中心主办的常州市首届
“疾控创卫杯”绘画、摄影比赛日前圆
满结束。

本次比赛旨在进一步展示我市巩
固创卫工作新成果，掀起全体市民参
与创建新热潮，展示大家健康、文明素
养水平新高度。比赛期间，共征集原
创绘画作品251件、摄影作品71件。

以盲选形式经过专业评审，最终确定
48件获奖作品。其中，武进区星辰实
验学校九（八）班吴佳伟创作的《龙城
明珠西太湖，水天一色展宏图》获得绘
画作品一等奖；市卫生女知联集体创
作的《毅路有爱，健康相伴，行大运》获
得摄影作品一等奖。所有参赛作品获
奖详情请至市疾控中心官网查询。

格桑花的理念从慈善救助向素质教育转变

不做捐款搬运工，给孩子更多未来
为了增进各地区肾科学术交流，

分享最新学术动态，探讨CKD管理及
临床实践管理经验，日前市一院肾内
科举办了“CKD营养与管理”学术研讨
会。会上，来自苏北人民医院、徐州医
学院附属医院、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泰兴市人民医院
等多所医院的专家汇聚一堂，同台交
流，对CKD管理的难点进行了深度探

讨和分享。
目前，市一院CKD中心管理的患

者已达 180余人次。CKD管理着眼
于CKD 患者营养管理与监测，提升
CKD患者低蛋白饮食管理的意识与
实践操作能力，实现营养方案的个体
化，建立CKD管理路径，提高患者依
从性与自我管理能力，有效缓解CKD
进程。

近日，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评审结果揭晓，市二院获得6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基金项目资
助，其中面上项目4项，青年项目2项，
创二院历史之最，也是今年常州市卫
生系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最多的医院。

面上项目分别是由市二院院长
秦锡虎主持的“H3K27 组蛋白修饰
依赖的 Lnc-MyD88 及MyD88 双向
转录在介导肝癌免疫微环境中的作
用机制研究”，实验室戚春建博士的
主持“长链非编码 RNA-AL176457
在 β-葡聚糖诱导肿瘤驯化的树突
状细胞（TEDCs）功能逆转中的作

用”，神经内科周先举博士主持“海
人酸受体亚单位GluR6巯基亚硝基
化在癫痫发生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肾内科刘同强博士主持的“肢体缺
血预适应保护顺铂诱导AKI的新机
制 ：miR- 144 调 控 PI3K/Akt/
GSK3β通路”。

青年项目分别是由实验室冯同
保 主 持 的“Exosomes 介 导 Ln-
cRNA-LIN0047调控miR-124在血
管内皮细胞恶性转化中机制研究”，
骨科张强的主持“TGFβ/Smad3抑制
lncRNA-ANCR表达在干细胞错误
分化及钙化性肌腱炎中的作用及机
制研究”。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为了
更好地发挥党员的榜样和示范作用，
常州市中医医院外科党支部创新党员
管理模式，在各科室设立了“党员示范
岗”，全体党员带牌上岗，并举行了隆
重的启动仪式。

仪式开始，支部全体党员面对鲜红
的党旗首先重温了入党誓言，然后支部
书记宣读了“共产党员示范岗”实施方案
及公开承诺书，党员们纷纷在承诺书上
签字，新、老党员代表作了表态性发言。
最后院党委书记芮亚文作总结发言。

近日，市四院心内科医护人员携
手河海街道开展高血压一级预防工
程，走进富都小区为当地居民普及
高血压防治知识。当天下午，河海
街道富都社区活动室里，40多位居
民齐聚一堂，一起聆听了由四院心
内科主任徐正平带来的防治高血压
健康知识。

授课过程中，徐正平反复强调高
血压健康科普知识，并结合临床案例

向大家剖析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高血压
防治误区以及可能出现的危害。课
后，多名当地居民围着徐主任进行一
对一的咨询。

据悉，市四院心内科将携手河海
街道开展系列科普知识讲座，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传播健康知识，让更多人
能获得医学发展的成果，养成健康的
生活习惯，远离病痛，以实现共建健康
圈的目的。

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充分发挥典型案件的警示教育作
用，进一步推进医院党风廉政和行风
建设，提高广大干部职工及医务工作
者的廉洁自律意识和法制意识，8月17
日下午，市妇保院党委邀请常州市人
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黄为民
作《职务犯罪预防》专题讲座。讲座由
院党委书记张晨主持。院班组长以上
干部，党支部委员、党小组长，中层后
备干部及党员、医务人员代表120余人

参加了本次教育活动。
讲课中，黄为民处长结合实际，

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职务犯罪的概念
及相关法条，剖析了近年来全市，特
别是医疗卫生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
情况、特点及认识上的“十大误区”，
通过数据和典型案例“以案释法”，
分析了职务犯罪发生的主要原因及
案犯心理，并从建立和完善惩防体
系方面提出了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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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创卫杯”绘画、摄影大赛落幕

据日本 GIGAZINE 网站 8 月
21日报道，在运动员中，能够出战
奥运会的选手都是锻炼到身体极
限，也是运动员中顶尖的一种存
在。但虽然是不懈怠关注身体状
况的奥运会选手，他们对牙齿的
健康几乎都是疏忽的，比起一般
人牙齿不好的选手很多。通过牙
齿的健康，可以提升奥运选手的
体能。

出战奥运会的选手们都是训练
到身体极限的运动员，保持比奥运
选手强的身体，一般人是做不到
的。但是，关于牙齿健康程度这一
点，CDC研究表明，美国成人中大约
半数的人比奥运选手的牙齿健康。
而且，奥运选手3人中就有1人患有
牙龈炎。研究表明，运动员忽视了
牙齿健康的保持。

上述研究论文的共同作者伊
恩.尼德满博士向Ars Technica
杂志说明了奥运选手面临的关于
牙齿健康的危险情况。伊恩说，在
非常严格的训练中，大量数据说明
对免疫有不好的影响。另外，该博
士还提到，运动员们长时间持续口
中脱水的状况，这样保护牙齿的唾
液减少，对运动员的牙齿也造成了
伤害。

据伊恩博士介绍，令人吃惊的
是，尽管很多奥运选手都受到牙齿
健康的危害问题，但是他们几乎都
没有接受过牙齿护理。很多富裕国
家的运动员也不重视牙齿护理。据

说以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
的约300名选手为对象，做了问卷
调查，其中9%的人至今都没有看过
牙科医生。

另外研究还表明，牙齿健康问
题在世界各国的奥运选手中普遍存
在，运动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的在这方面都没有区别。

有关出战奥运会这种最高级
别运动员的牙齿存在健康问题的
原因，伊恩博士认为，或许是因为
运动员集中训练，使得去其他服务
的机会被剥夺。虽然训练中医学
的知识被经常灌输，在医疗上注意
起来，但是牙齿护理还没有开始被

认可。
伊恩博士说：“选手们也许没有

（去牙科治疗的）时间。也许没把它
放在第一位。”

但是自伦敦奥运会以来，运动
员的体能提升结果使得牙齿护理的
重要性被重新认识。美国运动牙科
学院(ASD)向美国的奥委会(USOC)
提出了维护牙齿健康和加强程序的
实施，消除了女子曲棍球队95%的
蛀牙问题。ASD的里克·诺鲁顿牙
科医生考虑了牙齿健康程度对运动
员体能的影响，让败者成为金牌得
主的可能性。

来源：环球网

糖尿病多饮多尿，很多糖友不敢喝
水，即使口渴难耐，也刻意限制水量，其
实这是误解。

糖友不仅不应克制饮水，还要补
充更多的水分。正是因为糖友出现多
尿，水分流失，口渴，更需要及时补充
水分。

喝什么水好呢?需要提醒的是，糖
友不宜将碳酸饮料、啤酒等当作常规饮
料。白开水和矿泉水是补充水分的首
选。有效的饮水是一口气将一杯约
200~300毫升的水喝完，这样才可以让
身体吸收利用，而不是随便喝两口了
事。还有，不必等到口渴才喝。那样不
一定解渴，也达不到补水的效果。最佳
的饮水时间是空腹，水直接在消化道中
被吸收。

此外，牛奶和豆浆含有蛋白质等营
养成分，还可补充钙质，提倡糖友适当
补充牛奶和豆浆。茶水含有茶碱、维生
素、茶多酚和微量元素等物质，健脑提
神，利尿降压，适当饮用，有好处，不会
影响血糖控制。当然，睡前和服药的时
候，最好不要喝茶，以免影响睡眠和药
物效果。

来源：健康时报网

日媒：

奥运选手的牙齿健康程度
比一般人差

医院story

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是工作的
动力！

为更好地营造医院“家”文
化，近期，市妇保院工会、保健部、
团委联合开展了“快乐相伴 健康
成长”暑期职工子女进医院系列
活动，内容包括“学龄儿童注意
力”测试评估、“与父母一起工作
的时光”职业体验和“导医导诊”
志愿服务等，使该院职工子女，在
参与、体验、奉献和汗水中体会父
母的辛苦、成长的意义。

8月 19日下午，“与父母一起
工作的时光”职业体验暨第三期
职工家庭日活动中，在医院相关
科室人员、志愿者及职工子女的
积极参与下，此次系列活动达到
高潮。31位职工子女怀着憧憬走
进医院，与父母一起，用心感受爸
爸妈妈工作的辛勤付出和温暖爱
心。活动中，大家观摩学习了给
宝宝换尿裤、包蜡烛包、抚触等照

顾新生宝宝的技能，听取了口腔
科蒋志俊医生、儿保科孙燕医生
所作的爱牙护牙及安全防护知识
讲座。在分享，才艺 show 环节，
孩子们的童言挚语、才艺表演更
是精彩不断，现场充满了笑声和

掌声。最后，院工会主席肖燕代
表医院送上祝福，希望孩子们努
力学习、健康成长、孝敬父母，并
成为爱和健康的传递者，共建妇
幼美好大家庭！

妇幼宣

快乐相伴 健康成长
市妇保院暑期组织职工子女进医院

白开水和矿泉水
是糖尿病人
补水首选

美国MSN网站健康栏目通过研
究对比世界各地的饮食习惯，近日总
结出一些值得人们效仿、借鉴的健康
食物。

冰岛:新鲜的鱼肉
每天食用大量新鲜的鱼肉（如鳕

鱼、鲱鱼）让冰岛菜肴成为世界上最健
康的饮食之一。

瑞典：黑麦面包
瑞典人的饮食没有大量的蔬菜，但

他们通过食用健康的、富含膳食纤维的
黑麦面包得到了弥补。

中国：小白菜
这种蔬菜在中国广泛食用。它含

有数量惊人的、具有抗癌作用的抗氧化
剂，以及维生素C、维生素A、维生素K
和多种B族维生素等。

希腊：蚕豆
希腊人食用蚕豆已经有几个世

纪的历史了。它是蛋白质和膳食
纤维的优质来源，同时含有大量的
叶酸和 B 族维生素；血液的形成、
认知功能和能量补充都需要这些
营养素。

西班牙：杏仁
西班牙人爱吃的天然杏仁能降低

胆固醇含量，预防心脏病。
意大利：番茄
意大利美食中的明星成分（橄榄

油、大蒜和番茄）都具有难以置信的
健康效用。煮熟的番茄中含有大量
的番茄红素，它能预防乳腺癌和前列
腺癌。

（下转B8版） 本报综合

世界公认的
13种健康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