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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今日是节气

中的"立冬#$这标志着冬季悄然来临!进入初冬

季节$冷空气活动逐渐频繁$此时正是中风%脑

溢血%心脏病等疾病的高发季节$提醒广大市民

应多多关"心#!

医生提醒$体质较差的老人%抵抗力弱的儿

童$应该坚持体育锻炼$增强体质$避免过度劳

累& 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服$ 预防感冒发

生$ 以免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 诱发心血管疾

病&定期体检$监测危险因素的相关指标$尤其

要关注血压%血脂%血糖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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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采集地!市中医院

采集时间!

#(!%

年
!(

月
$!

日
,!!

月
-

日

科别 门诊接诊总量 $人次%

肝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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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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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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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初冬时节$冷空气活动频繁$加

上草枯叶落$空气中过敏物较多$正是慢性气管

炎的高发期! 由于慢性气管炎对气候的变化较

敏感$且适应性差$因此要做好预防!

医生提醒$感冒是多种疾病的诱因$慢性支

气管也不例外!市民要根据天气变化增减衣服$

避免感冒& 居室要安静%卫生%无烟尘污染$阳

光要充足$定期开门窗$保持空气新鲜&香烟会

使支气管上皮受损$导致肺的防御功能降低$加

重呼吸道感染$ 诱发急性发作& 酒精会生湿积

痰$刺激呼吸道$使病情加重$因此$体质弱的人

要及时戒掉烟酒&适当锻炼身体$提高机体免疫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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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在市农业银行上班

的王先生在市中医院外科动了一次手

术"他被该院医护人员的贴心服务深受

感动"为表达谢意"给医护人员送红包

时又遭到拒绝# 感动之余"王先生给医

护人员写了一份感谢信$

日前"市民王先生因急性阑尾炎在

市中医院进行了治疗" 术后恢复良好"

但是由于其他原因" 一直无法下地"在

医院多住了半个月$ 王先生称"他入院

后"得到了全体医生护士亲人般的悉心

照顾"尤其是护士们"虽然干着最脏最

累的活"但每天都笑盈盈的"毫无怨言$

他说"好多病人的亲生儿女都没他们做

得好$他深深体会到了医生护士们工作

的辛苦"为了表示对护士长韩玉荣和外

科主任屈医生的谢意"特意给他们各准

备了
*''

元的%红包&$

当王先生带着感激之情送红包时"

中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当场谢绝"但王先

生还是想让家人请他们吃顿饭或者采

用其它的回报方式" 但都被一一拒绝

了$ 韩玉荣护士长向王先生耐心解释'

%为病人服务是我们医务人员应尽的职

责" 所以你就在这儿安心治疗吧$ &当

时" 王先生感动得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出院后"王先生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

饱含感激地写道'%市中医院外科的领

导及全体医务人员视病人为亲人"对我

们每一个患者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

爱"以最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一流

的护理精心诊治" 为我们消除痛苦"为

家庭带来了幸福(我怀着一颗激动的心

情"向全体医务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

采访中" 市中医院的医生介绍"他

们经常收到一些类似的感谢信"一封感

谢信虽然普普通通"在物欲横流的今天

看起来价值并不大"却能体现出浓浓的

医患情深$它既能表达患者的感激和赞

扬"也是对该院医务人员工作的肯定和

鼓励"同时也是一种鞭策和希望$

据了解"市中医院从建院起就开展

了医德医风建设" 坚决拒收患者红包"

成为该院所有医护人员共同遵守的纪

律$ $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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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事件

"

月以来$陕西延安%榆林%宝鸡等

多地的面皮% 羊杂汤等风味小吃中$先

后检测出被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罂粟

壳成分! 一些食客吃完后$在毒品尿检

中查出呈阳性!事实上$不仅是陕西$罂

粟壳入调料事件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曾

被发现!

据了解$罂粟壳是成熟的罂粟果去

掉籽后的部分$把它放在汤里$可使食

客上瘾或者对身体造成慢性伤害!早在

&'',

年$在卫生部发布的'食品中可能

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

品添加剂品种名单(第一批)*中$罂粟

壳就被列为非食用物质$禁止在食品中

添加! 然而$罂粟壳入调料的现象仍然

十分普遍!

监管者不能只当救火队员

罂粟壳入调料的现象"经新华社等

媒体曝光后"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讨

论$ 有业内人士表示"添加罂粟壳成为

一些餐饮店的%潜规则&"折射出我国食

品市场结构失调的问题"同时还暴露出

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短板$

罂粟壳入调料现象的普遍"凸显出

相关经营者的见利忘义! 利欲熏心!处

心积虑$ 因此"针对打击不法商家在食

品和饭食中随意添加罂粟壳的战役"必

不可少而且亟不可待$ 不过"对于违法

添加罂粟壳"严惩不法商家是远远不够

的"更要问责不作为的监管者$ 经营者

在食品!饭食中大肆添加罂粟壳"甚至

泛滥到成为%行业内公开的秘密&"这揭

露了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长期以

来落实不力$

中国青年网的评论指出"太多事实

都证明"如此普遍且长久存在的食品或

饭食添加罂粟壳)粉*的行为"绝对不应

该是经营者一方%在战斗&就能成功的$

我们在谴责作假经营者为利不顾群众

身体健康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为作假

坑蒙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帮凶们&$经

营者在食品和饭食中随意添加罂粟壳"

与其说是经营者见利忘义的结果"毋宁

说是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不力+纵容的结

果$ 就此意义上讲"没有切实有效履行

职责的监管者"成了经营者在食品和饭

食中随意添加罂粟壳)粉*不折不扣的

%帮凶&$

有评论还指出" 一个成熟的市场"

监管触角应是无处不在"监管因为自身

的专业性和职业性"起码应该时时跑在

媒体前$ 可事实却是"监管常常承担着

救火队员的角色"疲于应付各种突发事

件"在常态性的监管上做得严重不够$

要建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

知名时评员于文军指出"国内整体

消费水平偏低" 低端需求广泛存在"诱

发了市场机会主义的行为"这是添加罂

粟壳成为一些餐饮店的%潜规则&的客

观因素$添加罂粟壳成为一些餐饮店的

%潜规则&"既暴露出部分商家的%缺德&

与挑战法律底线"也暴露出食品安全监

管方面的短板$ 当然"国内食品生产经

营者呈%多!小!散!乱&的格局"产业结

构还有待提升"产品质量保障能力还不

强"这也是%罂粟壳加料&成为一些餐饮

店%潜规则&的又一原因$

于文军认为"从源头上杜绝%罂粟壳

加料&" 不仅仅是防范食品安全风险问

题"更是禁毒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应

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们在防范食品安

全风险问题与禁毒问题上" 并不缺少法

律法规" 关键在于落实" 在于推动建立

%社会共治&体系"提升基层监管能力$具

体地说" 就是要全方位地建立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格局"加快推动政府!社会!市

场!技术部门共同参与监管"从根本上解

决有限的政府监管力量与无限的监管对

象的矛盾$ 地方政府在杜绝 %罂粟壳加

料&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须主动出击

亮剑"有效监管和依法打击$

有业内人士指出"食品问题为什么

难治, 从根本上讲"源于社会重视度不

够$ 只有在商家头顶悬挂一顶%达摩克

利斯之剑&"形成市场!政府!消费者!技

术多位一体的%社会共治&网络"才能防

范食品安全于未然$

点评!非法食品添加$是近年来频

频曝光的问题$这给食品安全埋下了很

大的隐患$而类似事件一而再%再而三

地发生$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消费者

信心及食品行业的发展!堵住非法食品

添加$ 是公众的期待和监管部门的责

任$监管部门的监管要"给力#$坚决打

击违法经营者$ 倒逼市场主体向上向

善$在源头上控制问题的发生! $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