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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倡导论坛在京举行
每年的 8月 1日 -7日是世界
母乳喂养周。昨日，中国营养学会
携手达能纽迪希亚联合主办的
“母
乳喂养 +点亮生命之光”—母乳
——
喂养研究发布会暨母乳喂养倡导
论坛在京举行。中国营养学会的领
导、理事、妇幼营养专家及各省营
养学会理事长、秘书长近百人参
会，共同响应今年世界母乳喂养周
“Breastfeeding:foundationof
life”（母乳哺育:生命之根）的主题，

呼吁公众给予母乳喂养更多的理
解和关怀，以期改善中国母乳喂养
现状。会上，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
养分会主任委员汪之顼教授特别
分享了“乳母膳食与母乳成分及行
为研究”，介绍了母乳膳食的现状
以及存在的问题。会议着重倡导母
乳是生命初始最重要的食物，是健
康成长的基石，共同关注哺乳期妈
妈的身心健康，并建议大众为母乳
妈妈营造理解、包容、关爱的气氛。

GSK 中国助力
“扶贫攻坚 健康同行——
—肝炎健康促进与防治项目”

7月 29日，由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指
导，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主
办，GSK中国公益支持的“扶
贫攻坚 健康同行——
—肝炎健
康促进与防治项目”启动会在
京举办。该项目计划通过 3年

全国“心电一张网”项目在京启动

近日，全国心电一张网项目发
布会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葛均
波、霍勇、陈韵岱、林先和等心血管
界领军人物出席并发表讲话。心血
管健康联盟秘书长方唯一教授主
持会议。心电一张网是由中华医学
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全军心血管内
科专业委员会、中国心血管健康联

盟打造，心韵恒安医疗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受托筹建运营的心血管
预防专业网络，通过监测预警有效
降低潜在胸痛患者的疾病发生率，
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协调沟通效
率、缩短患者发病到再灌注时间，
从而有效降低死亡率，提高心血管
的防治整体水平。

时间在新疆、云南、广西等 12
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不低于 30
场次肝炎防治专家组下基层
活动，通过专家深入西部基层
开展健康促进与技术支持，提
高西部地区肝炎防治水平和
公众健康意识；同时，在北京、

上海、广州、成都设立肝炎防
治技术骨干培训基地，为西部
地区培训 300名技术骨干，带
动当地肝炎防治技术水平提
升，规范化乙肝患者的治疗，
最终实现 2030年消除病毒性
肝炎危害的目标。

第三届中华燕窝鲜炖大赛在北京举行

近日，由全国城市农贸
中心联合会燕窝市场专业
委 员 会（简 称 国 燕 委）主 办
的“ 大 洲 新 燕 杯 ”第 三 届 中
华燕窝鲜炖大赛在京举行。
大赛旨在弘扬中华燕窝美
食养生文化，促进燕窝产业
链的健康、多元发展。本次

大赛由大洲新燕 （厦门）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冠名。比赛
邀请到国内外顶级专业评
委，并现场随机抽选出数名
观众评委，他们从选手作品
的 色 、香 、味 以 及 操 作 手 法
和营养价值几方面，逐一做
出评判。活动最终角逐出

一、二、三等奖，最佳创意奖
等四个奖项。国燕委理事长
马增俊及驻华使节、嘉宾代
表、赞助商代表，为获奖选
手颁发奖杯和获奖证书。大
会还宣布第四届中华燕窝鲜
炖大赛暨全国燕窝鲜炖选手
海选活动即日起启动。

特应性皮炎诊疗中心落户北大第一医院

由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
进会皮肤科分会支持的特应性皮
炎诊疗中心，近日在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皮肤科挂牌成立。该院皮
肤科科主任李航教授、过敏性皮
肤病专业组负责人刘玲玲教授、
赵嘉惠博士出席仪式。该中心是
华北地区第一家挂牌成立的特应

性皮炎诊疗中心，旨在为华北更
多特应性皮炎患者提供规范化诊
疗。特应性皮炎又叫遗传过敏性
皮炎，属于常见过敏性疾病，是有
遗传倾向的慢性、复发性、瘙痒
性、炎症性皮肤病。其病因复杂，
包括外部诱发因素、皮肤屏障问
题和遗传因素。

2018 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工程示范企业经验交流会在京举办

近日，2018年全国食品安
全宣传周在京举办，由国务院
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指导，
中国烹饪协会主办，餐饮业食
品安全促进中心承办的“2018
年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工程示

范企业经验交流会”同期举行。
会上，中国烹饪协会与联合利
华饮食策划共同发布了餐饮业
食品安全促进中心 2017年度
画册《撸起袖子加油干，助力餐
饮食品安全》，盘点了促进中心

成立以来在餐饮食品安全领域
所做出的努力。此外，作为促进
中心联合发起单位，联合利华
饮食策划积极深入参与并全力
支持“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工
程示范企业”遴选工作。

健康帮扶 我们还要做更多
—北京安贞医院神经外科阚志生主任寄语
——
“同心·共铸中国心”甘南行
7 月 7 日 -15 日，2018“同
心·共铸中国心”甘南行大型医疗
公益活动走进甘肃省甘南藏族自
治州， 参与此次公益活动的医疗
专家们来自全国各地各级医疗机
构，各自专攻领域不同，他们被分
为 16 个专家团， 分批次深入到
甘南州的七县一市， 为当地患者
提供一对一的医疗服务。
他们中不乏已经参加过多次
公益医疗活动的专家学者， 来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神经外科的阚志生主任就是其中
一位。此次，阚志生主任在“同心·
共铸中国心”的公益活动中，克服
身体不适等问题，悉心问诊，帮助
藏区群众解除病痛， 提高健康意
识，展现出大医精诚、悬壶济世的
精神， 在甘南这块热土上播撒下
了爱心。

阚志生主任克服高原反应参加义诊

克服高原反应
坚持开展义诊

今年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安贞医院神经外科的阚志生主
任第一次参加“同心·共铸中国
心”的公益活动，不过在公益领
域，他已是资深志愿者，此前，阚
志生主任的公益医疗足迹已经踏
阚志生主任与同行义诊专家合影
遍了西藏、四川等地，还曾参与玉
作为专攻神经外科的知名专家， 南州碌曲县郎木寺镇为当地群众
树抗震救灾等活动。
此次 2018“同心·共铸中国 阚志生主任担任了医务专家志愿 开展义诊活动。
7月 7日，阚志生主任带领
心”甘南州大型医疗公益活动中， 者“红三连”的“连长”，率队到甘

同组的专家医师们从北京出发，
抵达甘肃省兰州市后，又乘大巴
前往甘南州碌曲县。经过前后三
天舟车劳顿，阚志生主任一行终
于在 7月 9日到达青藏高原东
北边缘的碌曲县郎木寺镇。
郎木寺镇的海拔超过三千
米，不少专家志愿者都出现了高
原反应，阚志生主任也不例外，但
他还是表示可以坚持，短暂休整
后，就带领专家团开始了当地的
义诊活动。
碌曲县郎木寺镇的常住人口
超过四千，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听
闻有来自北京的专家坐诊，不少
当地居民都携家带口驱车赶到了
义诊点。阚志生主任和其他医务
志愿者们迅速投入工作，忙碌了
一上午才得空休息。
看病同时教患者
简易治疗方法

根据阚志生主任的介绍，高
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胃肠道
疾病等是当地的常见病。由于
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也有很多
居民并没有主动看病就医的意
识，再加上 CT机等医疗器械的
缺失、语言不通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义诊任务并不轻松。针对
这种条件，阚志生主任和其他
医务志愿者们在义诊活动中，
仔细询问患者情况，提供合理

有效的解决方案。
当天，有一位病人前来咨询
困扰自己多年的偏头痛病症的
治疗办法，阚志生主任耐心讲
解，不仅向患者普及了相关病症
的常识，还教会了患者通过按摩
穴位缓解疼痛这种简便易行的
治疗方法。
希望建立更可持续的
帮扶手段

谈到第一次参加“同心·共铸
中国心”公益活动的感受，阚志生
主任表示，
“同心·共铸中国心”这
种公益服务模式很好，医务工作
者通过参与公益活动，可以深入
基层，从中也收获良多。
同时，阚志生主任也提出了
如何更好开展健康帮扶的建议，
“对于当地患者来说，义诊只是
最传统的方式。我们应该建立更
加长远、可持续的合作模式，比
如培训当地医生、提供远程问诊
服务等，从源头上解决藏区的医
疗问题。”
对于公益医疗服务的未来，
阚志生主任认为，“ 这需要来自
北京乃至全国的医疗机构，借助
公益组织的平台与藏区开展长
期合作，需要更多人的努力和坚
持，才能真正改善藏区人民的健
康状况。”
（李重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