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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囊萤照读
——乡村儿童阅读支教计划
启动仪式在邹区中心幼儿园
顺利召开。该计划旨在通过
专业老师和社工带队，青年志
愿者和社会家庭志愿者共同
参与，针对钟楼区乡镇区域内
适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困
境儿童，围绕阅读习惯养成、
儿童安全自护和传统文化传
承等主题，开展长期支教服
务，从而照亮这些孩子的阅读
成长之路……邹区、西林、新
闸的多个行政村成为首批试
点服务站点，今后，这个活动
将向更多乡村推广。

作为活动承办方，钟楼
区糖糖成长互助促进会也
是在连续三年开展流动儿
童阅读服务的基础上，第一
次尝试这样深入而持久的阅读支
教计划。事实上，从其前身糖糖网
诞生以来，钟楼区糖糖成长互助促
进会早已升级换代。

在常州妈妈圈里，糖糖网小有名
气，创始人刘俊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糖
爸”，他最初是为了记录女儿“糖糖”的
成长历程，方便与妈妈们交流母婴问
题，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后来发展越来
越壮大，繁忙的医务工作之外，在公益
事业上“糖爸”逐渐对自己有了更高的

追求。
2013年，蒲公英计划横空出世。

在“糖爸”的带领下，追随者主动转变
身份，从志愿者、组织者，到项目设计
者，从服务自己的孩子，到网友家庭，
再到外来工子女家庭。回头看，“糖
爸”坦言，行动远没有思考走得早，他
感慨，城市孩子需要的，外来孩子更需
要，大家一心想着用网友志愿者和妈
妈们的力量，一起做公益服务。当时
大家对公益项目的概念还很懵懂，只

是单纯觉得应该做点社么，也可以做
点什么！

蒲公英计划是“外来工子女阅读
帮扶计划”，以2-8岁外来工子女家
庭为主要服务对象，在社区内开展宣
传，倡导读书——组织专家讲座，传
播亲子阅读和科学读书理念，将绘本
微信化，每周推荐读书，方便阅读；对
于没有书可读的少年，借助社会力
量，建立蒲公英图书馆，每周开放，免
费阅读，组织二手市场活动，捐赠、交

流书籍，志愿者定期带书前往外来工
幼儿园开展课后阅读活动，诸如此
类。一年后，蒲公英计划共举办101
场活动，出动志愿者623人次，服务
1200个家庭、2681人。蒲公英计划
实施中，糖糖成长互助促进会吸引了
众多志愿者，有大学生、幼教专家、专
业社工等人。

蒲公英计划也获得了社会和政府
的认可——2013年江苏省社会组织
社区公益服务创投大赛创意项目奖、
2014年江苏省百优志愿服务项目“小
薇奖”重点项目奖等。

“蒲公英”之后，更专业更急迫的
“小雨伞”亮相了。这一项目，是通过
多种趣味性和互动性活动形式，让孩
子从故事中逐步树立安全防护意识，
在游戏娱乐中受到教育，在情景体验
中学会自我保护。项目于2014年11
月到2015年10月开展，总计开展32
场次活动，服务600余个家庭，活动参
与人数超过1360人（次）。与钟楼区
妇联合作，印制《小雨伞》安全防护手
册，发放500本给外来工子女家庭。
本项目为2014年江苏省社区公益服
务大赛中标项目。

从一个自娱自乐的网站，到集合
社会诸多力量的公益机构，“糖爸”
自己也没想到，未来的路该如何走，
他和他的团队，都在摸索，不过有一
点是肯定的，不忘初心，不断改进，
做特定群体真正需要的公益项目，他
更希望在未来的路上有更多的家庭
参与，志愿服务的理念更要从孩子开
始培养。

沈芸

本报讯 年过半百的徐老先生是
膏方拥趸，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都会
去医院开膏方调养。但今年有些特
别，上半年确诊患上糖尿病，这让他颇
有疑虑：糖尿病患者能吃膏方吗？吃
了会不会血糖更高？

“市民认为膏方好，但不适合糖尿
病人，主要还是由于大家对膏方的制
作存在认识误区，认为只要是甜的东
西就不合适糖尿病患者。”圩塘卫生院

主任中医师陈敬鸿介绍说，实际上现
在已经有专门针对糖尿病患者的膏
方，圩塘卫生院每年开出的800多料
膏方中，开给糖尿病患者的就有100
多料。

“传统膏方在制作时，多数会加饴
糖或蜂蜜等，来改善口感、补虚缓中，
同时也是为帮助收膏。但给糖尿病患
者服用的膏方，会用元贞糖、木糖醇等
甜味剂替代饴糖等。”陈敬鸿说，以元

贞糖为例，甜度高，但是热量小，同样
可以改善膏方口感，但对糖尿病患者
却不会造成额外负担。差别只在于元
贞糖没有黏性，对于收膏来说会比较
困难，很考验熬膏师傅的功力，并且收
膏时间也较长，往往会多20来分钟。

糖尿病患者如果要服用膏方，陈
敬鸿的建议是，开方前一定要带上近
期检查结果，同时和医生充分沟通。
理论上，在糖尿病病情发展的不同阶

段，可选用不同膏方。如果担心膏方
不适合，可先用“开路方”，为消化吸收
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观察服用反应，以
便在膏方中选择针对性较强的药物，
取得更理想的效果。在服用膏方期
间，还应密切关注血糖变化，如果出现
血糖波动、急性并发症，又或者病情没
有得到有效控制，应立即停服膏方，到
医院就诊。

（周茜 徐丹）

初心依旧，想法扩容、做法改进

从互助性社团到助他性公益组织
——3.0版本的钟楼区糖糖成长互助促进会

本专栏由江南银行特约刊登

糖尿病患者能吃膏方吗？

不同阶段可用不同膏方

为推动胃肠肿瘤规范化诊疗及微
创技术应用的学术交流，日前，由常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主办的第五届普外科
微创高峰论坛（2016常州）暨江苏省第
一届加速康复外科学术会议以及常州
市第二届胃肠外科学术会议在市二院
阳湖院区举行。来自省内外各级医疗
机构的近200名医务人员参加了本次
论坛。

在会议特别设置的院士论坛上，南
京军区总医院黎介寿院士分享了多年
推动和开展加速康复外科的经验。江
苏省人民医院徐泽宽教授，青岛大学附
属医院周岩冰教授，鼓楼医院管文贤教
授，南京军区总医院嵇武教授和江志伟
教授等十余位国内知名专家围绕加速
康复外科和腹腔镜胃肠肿瘤规范化治
疗的主题分别做了主题演讲。

日前，常州三院举办题为“家风润
泽，笃行致远”道德讲堂活动，医院领
导、全体党员和班组长以上干部共200
余人参加。

此次道德讲堂通过观看视频《周
恩来的家风家规》，重温了周总理严
慈相济、公私分明的清廉家风故事；
通过事迹宣讲《优良家风就在你我
身边》，讲述唐风雷、华迎、曹琪等家
庭朴实感人的美德故事，展现了医
院不同岗位上职工善良、真诚、无

私、博爱的精神风貌。在百姓视角
环节，由常州滑稽剧团带来的原创
小品《马家的烦恼》在戏谑笑闹中针
砭时弊，大家感受不同家庭教育理
念的同时，也对自己的家风有了对
比和审视，在笑声中受到启发，得到
教益。

本次道德讲堂，让大家在润物无
声中感受了良好家风的力量，心灵得
到了净化，并在发善心环节纷纷畅谈
各自感悟和体会。

日前，由市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
李红波副主任医师牵头组织的《头颈
部肿瘤的治疗新进展》市继教项目学
习班成功举办，来自全市各大医疗单
位放射治疗专业医师及物理师200余
人一起参与了本次学术讨论。

学习班上，来自医院肿瘤内科、
放射治疗科、头颈外科等多学科专
家共商头颈部肿瘤规范化治疗新进
展。他们在讨论中指出，头颈部肿
瘤的影像诊断是正确制定头颈部肿
瘤治疗方案的基础和保证，是正确
制定头颈部综合治疗方案的前提，

多学科综合诊疗头颈部肿瘤，可以
提高患者对治疗的耐受性，提高患
者生存质量。

根据国际流行病学研究机构提供
的资料，我国今年头颈部肿瘤的年发
病率为15.22/10万，占全身恶性肿瘤
的10%。本次学习班将有利于提高临
床肿瘤专业人员对头颈部肿瘤治疗的
研究新进展的认识和理论水平，从而
能帮助头颈部肿瘤患者制定个性化的
诊疗方案，提高头颈部肿瘤治疗的效
果，降低副反应，提高精准度，提高生
存质量。

近日，市妇保院特邀上海复旦大
学教授，“比较文学”教研室主任梁永
安作题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医学的人
文精神》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工会主席
肖燕主持。

梁教授从中国发展现状及趋势，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历史传统以
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间相互
作用、相互关系等方面阐述了国学
中的生命感悟及医者的人文理念、

价值追求。整个报告对医务人员如
何把传统文化融入日常医疗工作
中，体现以人为本的医学人文精神，
更好地实现医学价值具有很好的指
导意义。

本次讲座是医院干部讲堂的第十
五讲。院护士长以上干部，党支部委
员，中层后备干部，工会、共青团干部
以及医学人才、助产士班学生160余人
聆听了讲座。

儿童疾病起病急、变化快，严重
程度高，所以，在儿童就诊中，急诊
占了很大的比例。为提高我市儿科
医生对儿童急诊的诊疗水平、加强
儿科医务人员的沟通与协作，更新
儿科急诊医学的急救理念，推动我
市的儿童健康事业的发展。日前，
市儿童医院举办市级继续医学教育
项目《小儿急症救治进展学习班》，
来自全市各医疗单位的 160 余名医

务人员到场参加。
省儿科急诊重症医学领域著名专

家、南京市儿童医院喻文亮教授精彩
演讲了《呼吸衰竭如何定义和管理》；
市儿童医院钱金强教授通过《儿童超
高热的急救和处理》讲授，为大家解答
了儿童超高热在临床治疗中的困惑；
心脏科副主任李晋德、儿外科副主任
董武、急诊科副主任李亚民先后分享
了各自的诊疗经验。

为明确原发性高血压与继发性高
血压的鉴别诊断，规范继发性高血压
的治疗，日前，市七院举办了《继发性
高血压的临床实践》市级继教班，来自
全市各级医院的200余名医务人员参
加了会议。

在本次学习班上，东南大学附属
中大医院主任医师汤成春、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主任医师沈
成兴、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孙建
辉、七院院长罗立波，分别就《冠心病
的诊断方法及其评价》、《PCI的进展》、
《高血压的诊断与规范化治疗》以及
《继发性高血压的诊治进展》为主题与
学员们展开了交流，分享、探讨了继发
性高血压及相关疾病诊疗新进展。

10月26日上午，省严重精神障碍
管理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督
查组一行三人到德安医院，对我市相
关工作进行检查指导。省督查组听取
了常州市及武进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管理治疗工作的整改落实情况以及具
体的工作进展汇报，对德安医院重性
精神疾病患者健康管理、随访服务、病
人登记与上报等进行了督导检查。考
核组一行对医院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健
康管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指
导性意见和建议。

同日上午，省卫计委护士临床工
作能力考核专家组一行三人来到德
安医院，对该院精神科护士临床工作
能力进行专项考核。此次检查分为
临床实践能力和理论两部分，专家们
通过查阅资料、实地查看、个别访谈
等，对护士的病情观察能力、规范操
作能力、应变处理能力、表达沟通能
力、专业知识点掌握、人文关怀能力
等进行了全面考核与评价，同时针对
考核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点评和
指导。

市二院举办

第五届普外科微创高峰论坛

市三院举办

“家风润泽，笃行致远”道德讲堂

多学科专家

共商头颈部肿瘤规范化治疗

市妇保院举办人文精神讲座

更新儿科急诊医学的急救理念
市儿童医院举办小儿急症救治进展学习班

市七院举办

《继发性高血压的临床实践》市级继教班

德安医院

接受省级专项考核与检查

本报综合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落实强基层医改工作任务，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增强群众
就医“获得感”，10月22-24日，江苏省
卫生计生委和江苏省总工会联合举办
以“竞技练兵，展我风采”为主题的全省
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活动。
经过层层选拔，常州市代表队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

通过笔试、技能操作、知识竞答等
多个环节的角逐，常州市选手凭借扎
实的业务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及

良好的心理素质，在激烈的赛场中展
现了常州基层卫生工作者的风采。钟
楼区永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蕾
获得“城市全科医疗组”二等奖和“江
苏省基层卫生技术标兵”称号、武进区
横山桥镇芙蓉卫生院吉红梅获得“农
村全科医疗组”三等奖、溧阳市南渡镇
中心卫生院刘眀佳获得“社区护理组”
三等奖，同时来自新北区西夏墅镇卫
生院的言凤华、查丽、徐涛三位同志获
得“团体优秀奖”。

（周茜 卫计宣）

常州市代表队

在全省基层卫生比拼中喜获佳绩

基层卫生

芽米是以特定水稻品种的糙米为
原料，经超声波洗涤、磁化水浸泡，在
发酵技术、酶技术、生物活性技术的帮
助下经怀孕式的萌发后，激活了糙米
中的营养成分，糙米中营养成分得到
了提升、细化，是经过特殊发芽工艺处
理过的糙米，简称芽米。

2000年发芽糙米是日本成功开
发了世界首创，它的前卫的亚健康理
念向人们展示了发芽糙米无穷的健康

魅力。发芽糙米在日本，韩国，新加
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已经流行和普及。有科学家预言:发
芽糙米可能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主
食资源。

大量的r-氨基丁酸（GABA）能抑
制中性脂肪达到减重目的。改善神经
性老年痴呆，缓解脑血栓，脑动脉硬
化，造成头疼耳鸣心律失常。能降低
血压，安定神经，克服儿童多动症状。
发芽糙米充满了对身体有益的营养成
分，在诸多的营养成分中特别引人注
目的是 γ —氨基丁酸，它是一种非蛋
白质氨基酸，人体神经营养素。长期
食用发芽糙米还能改善酸性体质，排
泄细胞内酸性物质，恢复受酸性物质
污染的细胞活性，从而使人体酸碱平
衡的调整变得简单，发芽糙米中含有
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促进肠道运作机
能，改善便秘，轻松排便，改变肠胃衰
弱。所以发芽糙米又是糖尿病人的首
选食品。

丰富的IP-6三烯生育酚有抗氧
化与抗癌成分，可预防癌症、缓和肩膀
僵硬，膝盖虚冷，腿部浮肿等症状，改
善过敏性鼻炎，贫血等。

可使发质强韧，有光泽并使易长

青春痘和粉刺的体质改变，让皮肤有
弹性，抑制肌肤的黑色素，美白肌肤。

发芽糙米所具有的排毒、养颜、增
强免疫力、防止肥胖都与上述物质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发芽糙米与糙
米、白米存有的不同之处在于，发芽糙
米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而加工的白
米主要是提供能量。

发芽（糙）米，最大特色是含有胚
芽，是一颗完整、有生命活力的种子，
专家称之为“活力营养米”。芽米口感
醇香，营养丰富，是不可缺少的天天米
食，功能性食品一个重要特征是必须
长期食用才能达到理想效果。芽米作
为主食食品很容易做到长期大量的摄
取，从而实现人们的健康和幸福。国
家营养改善办公室有位专家这样评
价：“袁隆平院士是解决了中国吃饱的
问题，芽米的项目是解决了中国不但
吃饱还要吃好的问题”，一旦项目推广
开来其贡献不亚于袁隆平！

糖尿病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本
地区发病率高达近8%，严重影响了居
民身体健康。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与一院内分泌科专家协作，开设
专家门诊，对糖尿病患者开展精确系
统治疗管理，并与常州佰龄芽米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以期给糖尿病患
者带来福音，带来健康。

一院内分泌科专家蒋晓红主任坐
诊红梅中心开展糖尿病精确化管理

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
展糖尿病防治健康宣教活动

糖尿病人的健康福音
降糖芽米的医食同疗

常州佰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以改善人类健康饮食为己任，
2010 年引进日本先进技术，研发
成功了神奇的活性芽米，并以此
为核心技术作为公司产品开发战
略，逐步开发以芽米为核心保健
功能的芽米黄酒、芽米饮料、芽米
方便粥等芽米食品，从而为改善
国人健康饮食贡献绵薄之力。为
糖尿病患者提供了降糖手段，自
然食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