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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中蒙医医院
广泛推广使用三伏贴“冬病
夏治”受到百姓认可

养生健康

健康周刊

（2版）综合

不想比别人老得快
这 5种食物千万要少吃

本报讯（记者 李艳红）河南暴雨牵

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内蒙古人民也牵挂

着河南同胞，助力抗灾。7月 27号下午，

一辆满载牛肉干、饮用水、大米等救援物

资的爱心车辆，从呼和浩特市出发，驰援

河南。

河南的暴雨灾情牵动着社会各界，

除了捐赠物资，还有不少爱心人士陆续

到河南参与援助工作。7 月 27 号下午，

两支共计 30 人的青年志愿者队伍，开

车从呼和浩特市奔赴河南郑州市和新乡

市。

7月 28 号凌晨四点多，志愿者们到

达河南，在经过简单休息以后，他们就投

入了工作。

有的志愿者还在赶去的路上，还有

些志愿者已经结束任务返回自己的工作

岗位。

7月 25 号呼和浩特市志愿者张雄、

党宇等一行十人结束救援任务返回途

中，还收到了新乡市应急救援指挥部发

来的感谢信。

记者在自治区红十字会了解到，截

至 7 月 26 号，自治区红十字会系统已

经接受河南省洪涝灾害捐赠款物

248.28 万元，截至 27 号，拨付至河南省

188.06 万元，目前款项还在按照捐赠者

的意愿陆续拨付当中。

来自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的王兆建在

西宁做了 22 年儿科医生，但她却有十

多年没有收治过儿童肿瘤患者了。

青海大部分地区医疗条件落后，也

缺少有经验的儿童肿瘤专家。当家里孩

子得了癌症，有条件的会到大城市看大

医院，条件不好的就只能把孩子带回

家，放弃治疗。

去年 10 月，王兆建与科里另外两

名护士一起在山东肿瘤医院参加了一

项为期 6个月的进修，学习实体肿瘤的

诊断和治疗。她将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带

回青海，希望未来能减少家乡儿童癌症

的误诊，让患儿家庭免于长途奔波。

王兆建是中国拾玉儿童基金会于

2020 年启动的“医护进修”项目的受益

者之一。该项目旨在帮助培养中国西部

地区的儿童肿瘤专业医生，牵线搭桥并

资助他们去东部省份的大医院进修学

习。

“捐钱支持一个孩子的治疗，能改

变一个家庭的命运；捐钱支持一个医生

的培训，就能改变一个地区无数家庭的

命运。”基金会创始人、癌症科普作家李

治中说。

儿童肿瘤并不是小一号的成人肿

瘤。“它的生物学特性和成人的很不一

样，所以医生必须区别对待它们。”李治

中说。

儿童癌症的治愈率远高于成人，这

让李治中相信，只要尽早发现并得到治

疗，大多数儿童癌症都有治愈的潜力。

中国每年 15 岁以下儿童恶性肿瘤

新发病例约 2.5 万例。同时，中国也面临

儿科医生严重短缺，西部地区尤为突

出。

拾玉儿童基金会与山东大学进行

了一项调查，发现截至 2019 年，青海只

有 36家医院有独立的儿科科室，儿科

医生（含助理）489 人，仅占当地医生总

数的 3.24%。

王兆建进修的地方是山东肿瘤医

院，这是中国少有的设有独立的儿童肿瘤科

室的医疗机构，每年收治近万名患儿。

刚到山东，王兆建就感到“震撼”。

她在这里一天看到的儿童肿瘤病例，比

她在家乡一年看到的还多。

她每天跟着其他医生一起查房，看

病人，记录一些她以前未曾接触过的化

疗药物。

这位 47 岁的医生并不奢望自己立

即成为一名优秀的儿科癌症专家，但她

希望自己至少先学会做出准确的诊

断———当一个孩子来就诊，发现了一些

症状时，她能判断出是否有肿瘤。

确诊是儿童肿瘤治疗的第一个难

关。由于对儿童癌症缺乏系统认知，在

中国实体瘤患儿平均要到 3 家医院才

能得到确诊。

过去，如果遇到一个孩子有腹痛，

她会判断可能是肠套叠，这是一种常见

的儿科疾病。但经过在山东的学习和实

践，她才意识到，反复出现这种症状的

孩子有可能患有肠道淋巴瘤。

她告诉自己今后遇到类似症状的患

儿时，有必要要求做进一步的 B 超检

查。

在山东六个月的时间里，她参与治

疗了 300多名癌症儿童。更让她欣慰的

是，她和同事的努力已经开始在家乡产

生效果。

几天前，王兆建遇到了一名 5 岁藏

族男孩患有横纹肌肉瘤。此前她对这个

病并不了解，更谈不上向患者家属提供

什么有用信息。

但她在山东遇到过一些横纹肌肉瘤

的病例，并在进修期间学会了如何治疗。

当男孩的父母来到她的办公室，王兆建

不仅向他们清楚地介绍了疾病，还提供

了一些治疗建议。

“我更自信了。”王兆建说，“我再也

不担心遇到这种重症病例了。我知道该

如何检查和治疗。”

据新华社

食品安全是推动实施健康中国行

动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日前

在第三届健康中国与食品安全高峰论

坛上，专家表示，坚持农业绿色发展是

人民营养健康的前提和基础，要不断

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坚决守护好

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李春生日前表示，食品安全要

保障农产品食品的数量充足和质量可

靠，想要人民群众吃得放心，源头把控

不可松懈，要用科技研发和创新推动

农业绿色发展，将新技术、新品种、新

装备作为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人工

智能设备等应用，为农业绿色发展提

供强大动力。

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张合成说，

农产品质量安全既要保数量，也要保

多样、保质量。从数量看，农产品供给

总体呈紧平衡状态，除了主粮品种之

外，一些品种阶段性过剩和短缺同时

存在，一些品种卖难和买贵同时存在。

随着收入结构变化，消费者需求更多

样化、个性化，也对品质结构提出更高

要求。如何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

度满足农产品消费的多样性，是农业

结构调整的重要问题。因此，要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标准化生

产。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主任张华

荣介绍，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一

方面要大力推进标准化绿色化品牌化

生产，实现生产源头可控，另一方面要

推进专项整治，建立健全监管体系和

可追溯体系，把牢从农田到餐桌的防

线。下一步，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和

品牌强农，切实保障农业健康发展和

公众“舌尖上的安全”。

本次论坛由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

主办，主题为“筑牢食品安全底线、助

推乡村全面振兴”，论坛上发布了

2020 全国乡村振兴优秀案例。

据新华社

薯片、饮料、饼干……这些味美的食品往往隐藏着高盐、

高油、高糖的风险。近日，在食品包装正面标识学术会议上，专

家介绍，83.9%的公众每月至少购买一次预包装食品，倡议积

极推动在食品包装上使用“包装正面标识”信息，帮助消费者

快速选择健康食品。

国家卫健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食品营养处处长

徐娇表示，高盐、高油、高糖的摄入是引发肥胖、心脑血管疾

病、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和癌症的危险因素。食品包装正面标

识可以引导消费者选购相对健康的预包装食品，改善个人饮

食结构，促进人群健康。

记者了解到，食品包装正面标识体系是指位于食品包装

正面（在主视野中）的营养标识体系，通常以图形的形式，简

单、直观地呈现产品的盐、糖和脂肪等营养素含量或营养质量

信息。

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张娟表

示，我国公众预包装食品购买较为普遍，83.9%的公众每月至

少购买一次预包装食品。但是群众普遍对食品的营养价值缺

乏辨别能力。

专家介绍，食品包装正面标识是一种更快、更容易理解的

标识形式。它可以迅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并帮助他们快速

看出一种食物中与慢性病相关的营养物质含量的高低。

“全球已有 50多个国家使用政府支持的食品包装正面标

识体系。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采用简单实用的评价型正面标识

来帮助公众简单、快速地选择更健康的食品。”世界卫生组织

驻华代表处技术官员崔莹说。

据新华社

内蒙古的志愿者、物资到了 “豫”你一起共扛风雨

专家建议加大农业绿色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社会力量助力改善西部儿童癌症诊疗 速食食品隐藏“三高”风险
专家倡议推动食品包装正面标识

内蒙古第二位
红十字工作者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记者 李艳红）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呼和浩特市百

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对标国际标准和国外先

进标准，发挥标准在企业标准化工作中的基础支撑和引领作

用，以先进标准引领质量提升，促进品牌创建，全面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日前，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举办了深入开展

2021 年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和商品条码监

督检查培训工作会议。

会议主要培训内容有对标达标的基础知识和政策解读、

对标平台操作流程、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检查制度、

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平台操作流程，对信息平台的填报和

对标方案的编写进行详尽地演示。对如何使用商品条码、商品

信息展示服务、商品条码与食品安全追溯三大内容进行了深

入浅出地讲解。总结了企业在信息平台录入操作时可能遇到

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此次培训进一步拓宽了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的标准化

业务知识，营造了企业对标达标、学标准用标准良好氛围，对

提高企业标准化意识，切实加强企业标准化工作，促进企业高

标准、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会议强调，瞄准先进标准提升水平，促进产业发展质量整

体跃升，培育形成以技术、标准、品牌、服务为核心的质量优

势，是任何一个企业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不可逆转的潮流。谁

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技术和经济竞

争的主动权。立足提升优势产业，坚持分层孵化、先进带动，发

展标准化服务机构支撑队伍，动员全市各界积极参与到这项

活动中来，培育出更多的优势产业、优势企业，促进形成一批

特色鲜明、质量效益一流的世界级优势产业集群，以及形成一

批标准水平领先、标准品牌彰显的优势企业，培育一批质量标

杆企业或质量获奖企业。深入实施标准引领、科技创新、品牌

带动等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行动，持续把“标准化 +”作为传

统产业改造提升的驱动器和创新企业培育的助推器，全力推

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呼和浩特：
开展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
和商品条码监督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