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8月1日 星期二

编辑：夏敏 B7健康风采

本专栏由常州市红十字会、江南银行特约刊登

卫生监督之窗

为进一步加强夏季游泳场所卫生
管理，防止游泳场所健康危害事故的
发生，切实提高我市游泳场所的卫生
管理水平，保护游泳者身体健康。近
日，省、市、区卫生监督机构对全市所
有游泳场馆开展了专项整治和双随机
监督抽检工作。上周五，第一批由江
苏省卫生监督所、常州市卫生监督所
开展的20家双随机抽检结果出炉。结
果显示，20个单位中检测指标全部合
格的有11家，另有9家单位不合格。

该项抽检检测的项目主要有6个，
分别是：细菌总数、大肠菌群、浑浊度、
尿素、PH、游离性余氯。不合格项目
主要是余氯、细菌总数、尿素三项。

检查结果出炉后，市卫生监督所9

家游泳场所负责人进行了集体约谈。
会上，市卫生监督所对本次泳池

水质抽检整体情况和抽检暴露出的卫
生安全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通报，
对抽检不合格原因进行了分析，对如
何整改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并明确了落实整改措施的具体时限。

市卫生监督所谈立峰副所长强
调，通过此次约谈，游泳场所经营单位
必须牢固树立卫生安全第一责任人意
识，进一步加强卫生管理，落实整改措
施，规范池水净化消毒，规范自检、增
添快检设备、定期补充新水，并严格控
制入池游泳人数，确保泳池水质符合
国家卫生标准。

下一步，市卫生监督所将对整改
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同时对本次
被约谈的抽检不合格单位再次进行游
泳池水质抽检。 卫监

身穿红马甲，戴一副黑框眼镜，一
开口就笑，这是陈浩给人的第一印象，
憨态可掬，像一只敦厚老实的熊猫。

在工作中，他是常州润驰液压设
备有限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1992年
出生，年纪不大，任劳任怨，像一只沉
默不语的熊猫。

而谈起心爱的献血，陈浩的话，会
明显多起来，踏入社会时间虽然不长，
但陈浩的献血史却不短了，他累计捐
献全血12次，总计4600ml，成分血2

次，2个治疗量。

与无偿献血结缘

2010 年 10 月，
刚踏上工作岗位的
陈浩，偶尔和朋友在
南大街逛街时看到
献血车，一个月前，
他刚过完18周岁生
日，当下决定撸起袖
子用献血的方式庆
祝自己成年。

在采血护士与
志愿者的陪伴下，陈
浩完成了人生第一
次献血，填表登记—
体检化验—捐献血
液—领取献血证，整
个流程耗时约20分
钟。用20分钟可以
挽救一位患者的生
命，在献血前这是陈
浩没有想到的事，从
此陈浩与无偿献血
结下了不解之缘，成
为一名定期献血者。

志愿之花绽放

与采血护士和志愿者们接触次数
多了，陈浩慢慢明白：一人献血百次，
不如百人献血一次，更不如百人献血
百次，无偿献血事业仅仅依靠少数人
参与是不行的。

2012年7月，已献血满三次的陈
浩刚好符合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工作者
标准，于是他决定像诸多无偿献血志
愿工作者一样走上宣传岗位，为无偿
献血事业尽一份力。

经过系统培训、考试合格并由

星级志愿者带教并综合考评通过
后，陈浩正式成为常州市无偿献血
志愿服务总队注册志愿者，加入了
这个大家庭。此后，他尽己所能，利
用业余时间参加无偿献血志愿服
务，宣传正确的无偿献血知识、服务
献血市民、招募献血者。迄今，陈浩
累计参加无偿献血志愿服务362小
时，已达到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
三星级志愿者标准。

创建熊猫血救援群

第一次献血时，陈浩就知道，自己
拥有罕见的熊猫血——Rh阴性血。
拥有稀有血的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在
汉族人中仅有千分之三的比例，这个
认知，也让陈浩肩上的使命感更强了。

常州市中心血站建有稀有血之
家，定期组织稀有血联谊活动，为全市
稀有血提供沟通渠道。2015年8月，
在血站的支持下，陈浩建立了常州熊
猫血应急救援微信群和熊猫妈妈备孕
交流微信群，在群里陈浩和血站工作
人员、志愿者一同
为这个大家庭的成
员服务、普及稀有
血常识。

此前，2013 年
8 月，陈浩接到常
州市中心血站电
话：一位稀有血小
朋友得了白血病急
需用血，当时在沭
阳老家的他挂了电
话立马赶回常州，
经过化验合格之
后，为患者捐献了
血小板。那是陈浩
第一次献血小板，

过程略长，他也特别新奇，不过，等
待的过程中，他慢慢收起了好奇心，
牵挂着那名小患者，希望小朋友早日
康复。

近期，连续的高温天气使我市献
血量明显下降，而因假期原因择期手
术却有所增长，目前血站各血型库存
处于偏少状态。陈浩和其他志愿者一
起，都很焦心——他们不时通过各种
途径，呼吁广大市民捐献少量可以再
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采访最后，陈浩说，有时候看到
朋友圈有人求助稀有血型，他很想告
诉大家，遇到稀有血患者需要输血的
情况，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
过主治医师或医院输血科向血站申
请，而不是在网络中各种信息狂轰滥
炸。血站在接到用血申请后会以最
快的速度将血液送往医院。如果库
存不足，血站会直接联系相对应血型
的献血者捐献或向周边城市血站紧
急调剂。

刘星 沈芸

抽检单位
常州新北万达广场投资

有限公司万达喜来登酒店
常州斯特普斯体育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天宁区天宁泓康浴室
常州奥体少体校场馆

管理有限公司
常州亚细亚影视城

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奥体场馆管理

有限公司
常州富都大酒店

有限公司
常州英派斯健身
俱乐部有限公司
常州市万豪游泳
健身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区通江中路88-1号

常州市钟楼区通江南路
98-39、41号

河海东路56号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

健身路27号

常州市钟楼区怀德北路29号

常州市新北区晋陵北路1号

常州市新北区通江大道398号

常州市罗汉路8号

新北区黄河西路239号
天宇购物广场4号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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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陈浩——

行走在公益事业路上的“熊猫”
眼下献血量明显下降，他希望大家踊跃捐献

专家介绍：

俗话说，“七月流火，八月萑苇”。
最近的超高温天气，处处都是热浪袭
人。这对于小儿来说，着实是个挑
战。气候炎热，孩子易感到心烦不安，
于是会有夜啼或多动等症状。现在的
孩子多在空调房里养大，皮肤和身体
根本无法适应外界气温的骤然变化，
这些温室里成长的“花朵”，一旦遇到
太阳的曝晒，容易引起各种皮肤炎
症。同时因为孩子不适应炎热的气
候，还会加重因热而厥心的症状，导致
中暑、心神昏蒙等。

那么，如何让孩子健康地度过炎
炎夏日呢？

小儿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清热
解暑，健脾化湿，补益气阴，同时顾护
阳气。

夏季人体阳气浮越于外，伏阴在
内，气血运行亦相应地旺盛起来，如果
过度贪图寒凉，嗜食冷饮，容易损伤阳
气。因此，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仍然
要注意保护体内的阳气。所以《黄帝
内经》中也特别告诫要“春夏养阳”。

具体要做到饮食、起居、运动、情
志四个合理。

夏季饮食原则

1、以清补为主基调；2、适当吃苦
味、酸味和辛味食物；3、注意补充盐分
和维生素；4、不可过食冷饮和饮料；5、
夏日勿忘补钾；6、注意饮食卫生；7、酌
量增加蛋白质的供应。

生活起居调养

1、坚持每天早晨用冷水洗脸，按
摩鼻旁穴位迎香，四白等，锻炼小儿的
耐寒能力；2、晨起和入睡前用盐开水
漱口，水温与室温相等，以冲洗口腔内
残留的细菌；3、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每
天至少通风半小时以上；4、注意保暖
防寒，尤其要注意腹部跟足部的保暖，
适时增减衣服，而在白天活动时不要
穿戴太多，以防出汗多反而受凉；5、注
意休息，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6、少带
孩子到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7、正确
使用空调，预防空调病。

适当运动锻炼

夏季紫外线强度高，孩子应该在
每天的上午10点以前,或者下午5点
以后进行运动。可以让孩子去室内游
泳池进行适当的游泳。运动时间不宜
过长,强度不宜过大,做一些简单的有
氧运动即可。运动后应及时补充水分

和营养。

夏季中医养护

说到夏季儿童养护，不得不提中
医的“冬病夏治”疗法。

所谓“冬病”是指某些好发于冬季
或在冬季复发加重的疾病，“夏治”则是
选择在夏季气温最高、阳气最旺之时，
趁病情有所缓解，通过进行适当的治
疗，增强患者抗病能力，从而达到扶正
培本，增强机体抵抗力预防冬季旧病复
发或减轻其症状发作程度的目的。

“冬病夏治”最常采用的方法是
“三伏贴”。夏季三伏气候炎热，人体毛
孔开放，经络气血流通，有利于药物的

渗透和吸收，此时借“天之阳气”助辛温
香燥药物之威力局部刺激，鼓舞人体阳
气，使药物通过经络气血传导到病变所
在脏腑，通过调节肺、脾、肾功能，起到
温化伏痰，温阳补肺，扶助正气的独特
功效，使正气渐复，机体免疫力增强，从
治本出发控制和减少疾病发作。小儿
冬病夏治最为理想的是呼吸道疾病，适
应症主要有：反复呼吸道感染、过敏性
鼻炎、慢性鼻炎、慢性鼻窦炎、支气管哮
喘、慢性咽炎、慢性扁桃体炎、慢性支气
管炎、咳嗽变异性哮喘等中医辨证为阳
虚为主或寒热错杂的疾病，也适用于畏
寒、怕冷、怕风、冻疮、反复发作的荨麻
疹、慢性腹泻等疾病。

夏季小儿养护
杏林春满
常州市中医医院

王乐平 常州市中医院
儿科主任，主任中医师，教
授，钱氏儿科传人，江苏省中
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
会常委，擅长应用中西结合
和内外兼治的方法治疗各类
儿童疾病。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周
二、周四、周五、周六全天。

9家游泳场馆水质抽检不合格

链接：常州市游泳场馆抽检结果

本报讯 “哇！哇……”7月22日
凌晨3点25分，一个体重2600克、身
长48cm的健康男婴在市妇保院顺利
娩出。谁都不敢相信，就在几分钟前
宝宝竟还面临着窒息的危险。

在产妇分娩过程中，助产士发现
宝宝胎心率在第二产程宫缩时几次下
降，最低每分钟80次，宫缩过后恢复到
正常，发现这一现象后，助产士及医生
都提高了警惕，指导产妇分娩，给予会
阴侧切尽快结束了分娩。宝宝娩出
后，显赫的一个脐带真结出现在大家
眼前，很多人惊呼这是母子连心的心
灵感应，感叹这个脐带打了结的宝宝
平安降生的奇迹。

事后，据产科副主任医师孙彩凤
介绍，该产妇能顺利分娩是比较幸运
的。脐带打真结这种情况比较少，发
生率为0.3-2.1%，脐带真结是脐带异
常的一种，可引起胎儿急性或慢性缺
氧，甚至胎死宫内。脐带真结多为脐

带过长，脐带在宫腔内形成环套，胎儿
活动穿越环套所致。目前几乎所有的
产前检查都不能确诊脐带真结，多数
在分娩后确诊。

此外，孙彩凤还提醒广大产妇：1、
因脐带真结在产前往往不能发现，但
脐带缠绕大多可经产前超声检查诊
断，如果发现脐带缠绕，应在孕晚期及
分娩过程中加强胎心监护。临近足月
时一定要避免剧烈运动，胎教避免听
过于嘈杂的音乐，以免胎动频繁。2、
自数胎动是产妇监测胎儿在宫内是否
安全的一个重要方法。自孕30周以后
胎动逐渐规律，产妇要通过孕妇学校
等相关的知识培训学会自己监测胎
动。如果胎动特别频繁，表明胎儿特
别烦躁，有可能是缺氧前的早期信号；
或者胎动明显变弱、次数明显减少，有
可能存在胎儿缺氧甚至胎死宫内的风
险，均应立即到医院就诊。

（妇幼宣 沈芸）

脐带打结面临窒息
所幸宝宝平安降生

市一院召开“品管圈”质量管理竞赛活动中期推进会
7月14日下午，市一院“品管圈”质量管理竞赛活动中期推
进会在三号楼临床技能培训中心举行。工会主席曹龙华出
席会议并讲话，医务处副主任倪慧萍主持会议。会上，工会
主席曹龙华首先对去年医院“品管圈”活动取得的成果表示
肯定，并鼓励各圈利用先进的质量管理工具不断提升医疗
质量，为进一步提升医院管理水平作贡献。随后，胸外科

“超力圈”及药事科“蚂蚁圈”为大家作精彩的活动成果展
示。最后，倪慧萍对近期“品管圈”活动的进展情况进行总
结，并布置下一步的活动要求。

市二院举办江苏省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培训
班 7月28日至7月29日，由江苏省药学会药物临床评价
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共同主办的《药物临
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培训班》在市二院阳湖院区举行。本
次培训班邀请了中国药理学会药物临床试验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梁茂植教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GCP办公室
主任王慧萍教授、广东省药学会药物临床试验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洪明晃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临床药理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蒋萌教授等专家授课。专家们分别从 “药
物临床试验中研究者的职责和质量把控”、“临床试验机构
新增专业认定条件解读和准备过程中的注意环节”、“临床
研究主要伦理问题的审查”、“药物临床试验方案设计”、“药
物临床试验安全性评价及不良事件处理”、“药物临床试验
质量管理规范解读”等方面进行解读，结合他们在临床试验
实践、管理、核查中的经验进行授课。培训结束后，机构办
按照规定对培训学员进行了严格的试卷考核。

市四院神经内科午后健康小讲堂开讲 为了让更多的患
者及家属了解“脑卒中”，从而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更好地预
防脑卒中的发生，或者早期识别脑卒中从而降低死亡率和致
残率，市四院神经内科医护团队经过前期调研和充分准备，制
定了科内午后健康讲座计划，并于7月20日下午正式开讲。
当天下午，来自病区15名脑卒中康复期患者及家属走进科室
医生办公室参加了健康讲堂，科室副主任医师陈亚芳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为大家讲解了如何管理胆固醇，从而减少卒中的
复发。讲堂上，患者及家属认真听讲，并时不时提出疑问，均
得到了陈主任的一一答复。患者及家属认为这样的讲堂能有
效地帮助他们了解脑卒中的相关知识，对科室计划每周四开
展健康讲堂活动表示赞赏，纷纷询问陈主任，出院后是否也可
以回病区参加讲堂，得到肯定答案后，部分患者将科室的健康
讲堂计划用手机拍照留存，以提醒自己准时参加。

市妇保院举办共青团“一学一做”教育实践培训班 深入
开展“学习总书记讲话，做合格共青团员”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进一步加强团建工作，提高团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7月27
日下午，院团委组织举办了共青团“一学一做”教育实践培训
班。培训班上，中共常州市委党校基础理论和党史党建教研
室主任、副教授曹祖平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内涵，市二院省级青年文明号副号长、药剂科吴紫娟讲
述了青年文明号工作的创新举措及方法。最后，市一院团委
副书记贺胜男分享交流了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经验和体会。

市儿童医院迎接国家级健康促进医院工作督导 为顺
利建成常州市首批国家级健康促进医院，巩固和提升市儿

童医院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医院水平，市爱卫办组织专家，
对医院“国家级健康促进医院”工作进行督查和指导。7月
20日下午，专家组来到儿童医院听取了医院健康教育和健
康促进工作汇报。副院长赵静从医院概况、组织管理、健康
环境、无烟医院、健康教育等方面详细汇报了医院的健康相
关工作。汇报会后，专家组现场查看了该院新生儿科、儿童
健康研究中心、门急诊、三病区脑电图中心等，对医院的布
局、环境、色彩搭配和人性化禁烟标识表示赞赏。现场督查
后，专家组查阅了健康教育和禁烟工作台账。

市七院接受国家级健康促进医院市级督查 7月20日
上午，常州市爱卫办领导带队，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
等专家组成的督查组等一行4人，对市七院国家级健康促
进医院建设工作进行了督查。首先，市七院副院长孙骐从
医院概况、组织管理、健康环境、无烟医院、健康教育、亮点
工作等六个方面作了《常州七院国家级健康促进医院工作
汇报》。随后，检查组分别现场查看了医院血液净化中心和
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听取了相关工作介绍，检查医院控烟场
所、控烟宣传等工作，对病人进行了满意度调查。检查结束
后，检查组对检查结果进行了反馈，对医院做的相关工作予
以充分肯定，认为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精准度较高，同时也提
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战高温，行动在继续
7月26日上午，市一院心肺疾病诊疗中心党支部、心

肺中心二团支部志愿者们来到常州市经济开发区行政中

心，为该区各施工单位的100余位施工工人作高温防暑宣
教。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王强针对施工人员室外工作时间
长、工作强度大等特点，有针对性地讲解了防暑降温急救措
施、如何有效预防中暑、高血压患者夏季注意事项等，为保
障高温天气下生产安全打基础。

持续高温给医院很多特殊岗位上的员工带来了极大
的挑战，如烈日下的车辆协管员、60多度锅炉间内的工
作人员、燃气灶旁的食堂员工等。为保障他们的健康，以
便更好地服务于临床一线，市中医医院后勤保障部在营
养师的指导下为他们自制了绿豆汤、酸梅汤等降温解暑
饮品。这既是对高温岗位上员工的一种关心和敬意，也
是后勤保障部间接服务于临床和患者的一个举措。

市儿童医院自制剂作为对市场药品的“拾遗补缺”，
得到患者的认可和欢迎。近日，由于患病儿童门诊量居
高不下，自制剂
供不应求，制剂
人员冒着高温
加班加点。煎
药室的温度高
达40多度，消毒
室蒸汽腾腾，工
作人员汗如雨
下，依然坚守岗
位，做好儿童的
良心药。

“食物微量脂肪排行榜”中，茶类
脂肪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微量脂肪，
绿茶、红茶、乌龙茶尽被归入其中，但
缺少菊花茶。

研究显示，菊花茶中的微量脂肪
有可能让人体发寒，使免疫力下降。
中医就强调，有些茶饮属清热解毒的
药性，应该是在感冒或是感染期中饮
用，如平时喝太多，会让体质越来越
虚寒。菊花茶即属寒性，对中医所指
的“阳虚体质”就不太合适，不能长期
大量饮用。 来源：环球网

喝菊花茶时要警惕它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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