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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慈善总会药品援助项目举行广元发药点启动仪式

重疾及罕见病患
可在家门口领药
广 元 晚 报 讯（全 媒 体 记 者
任茂心）4 月 12 日，中华慈善总
会药品援助项目广元发药点启
动仪式在市中医院举行。
据了解，中华慈善总会药品
援助项目，是由中华慈善总会发
起，针对重特大疾病及罕见病患
者开展的慈善救助项目。药品
援助项目主要通过中华慈善总

会与世界知名制药企业合作，由
企业免费提供援助药品，对贫困
患者提供免费药品援助，帮助他
们减轻经济压力、缓解疾病痛
苦、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周
期。
本次在广元设立发药点，是
由市民政局前期与中华慈善总
会积极对接，由广元市慈善总会

作为药品援助项目合作单位，与
中华慈善总会签订项目合作协
议。发药点设在广元市中医院，
辐射区域为广元市及川陕甘结
合部，主要发放格列卫、达希纳、
易瑞沙 3 种药品。
本次发药点的设立，一方面
能使贫困的癌症患者得到救治，
另一方面能为领药的患者及家

庭带来极大的便利，免去患者及
家属以往每月长途奔波到成都、
重庆领药的辛劳。目前，发药点
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硬件已
经通过中华慈善总会相关人员
验收。近期中华慈善总会第一
批援助药品将抵达。据初步估
算，中华慈善总会每年为发药点
免费提供近千万元药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提醒

16 岁以下不宜染发
染发烫发不宜同期进行
随着人民对美好生
活需要的日益增长，染发
类化妆品的使用逐渐增
多，且在化妆品不良反应
监测工作的持续开展下，
因使用化妆品产生不良
后果的问题也随之显
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日前发布提醒，呼吁广
大消费者应选择正规、合
法渠道购买染发类化妆
品，并选购标识清楚的产
品，同时建议“16 岁以下
消费者不宜使用”
。

严 重 报 告 总 数（45 份 ）的
55.56%。
主要的不良反应以化妆
品接触性皮炎和化妆品毛发
损 害 为 主 ，引 起 化 妆 品 荨 麻
疹、化妆品光感性皮炎、化妆
品痤疮等。

16 岁以下青少年不宜使用
消费者应选择正规、合法
渠道购买染发类化妆品，并选
购标识清楚的产品。
同时，使用前应详细阅读
产品说明书，建议进行皮肤测
试。
特别提醒，染发类化妆品
不可用于头发以外的其他部
位 ，16 岁 以 下 消 费 者 不 宜 使
用，染发与烫发不宜同期进行。
消费者在使用时需佩戴手
套、耳套等防护措施，染发时避

市第一人民医院
心血管技术专科
本土团队加速成长
广元晚报讯（全媒体记者 任茂心）
4 月 13 日，在 2018 年全市医疗管理暨
改善医疗服务工作会议上，因市第一
人民医院 2017 年在医疗总费用、门诊
次均费用、住院次均费用的控制方面
以及对口帮扶等多项工作中表现突
出，
获市卫计委表扬。
据了解，市第一人民医院于 2016
年 3 月与北京常春藤医学高端人才联
盟建立了“心血管中心”技术合作，实
现广元与北京心血管技术专科强强联
合。两年来，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专
科本土团队加速成长，在过去独立开
展心脏瓣膜置换、先心病修补术、心脏
肿瘤切除等基础上，已能熟练开展法
乐氏四联征、主动脉成型术、超声引导
下先心病介入封堵术等多项高难度手
术。专科品牌效应日益凸显，区域广
大患者广泛受益，在家门口就可以得
到高端医疗技术服务，有效减少患者
外出就医的困难，大大降低了医疗费
用及就医负担。

市精神卫生中心四病区
获省级荣誉称号

染发类化妆品可能导致皮炎
据介绍，染发类化妆品是
一类具有改变头发颜色作用的
特殊化妆品，使用后可能引起
不良反应。2017 年国家化妆
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中共收到
染发类化妆品不良反应/事件
报告 2688 份，占特殊类化妆品

医卫动态

免染发产品和皮肤接触，可使
用凡士林等涂抹在易于接触染
发产品的皮肤部位；使用后，应
注意观察自身状况，尤其是头、
面部等是否有皮疹、瘙痒、灼烧
感等或其他异常情况；一旦发
生不良后果，应立即彻底清洗，
并避免再次接触此种染发产
品。
若怀疑化妆品产品质量存
在问题，可拨打投诉举报电话
12331 反映情况。

相关案例

染烫 8 小时 一头秀发干枯如草
看着自己如枯草般的头
发，徐女士很后悔去美发店染
发。节前，她向江苏省扬州市
邗江区市场监管局反映，染发
不仅弄坏了头发，还出现头晕
等症状。近日，记者从扬州市
食药监局了解到，去年扬州市
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 279
份，其中不少涉及染发类化妆
品。
因为清明小长假要回老
家，徐女士想给自己的头发换
个“造型”。于是来到家附近的
美发店染发，可令她没想到的
是，经过近 8 个小时的烫染后，
头发竟成了
“枯草”
。
“本来打算把头发染成桃
木色，换个新形象，结果成这
样。”徐女士说，总费用 1000 多
元，包括冲色、去味等。从中午

吃过饭后开始做，到晚上 8 点
多才结束。
“做的时候就感觉药水味
道重，呛人，头有点晕。发型师
说，洗掉就没事了。”待冲洗完，
徐女士发现，头发几乎粘成一
团，像“草”一样。对此，发型师
解释，徐女士头发并没染坏，他
们使用的染发剂本身没问题。
不过他也承认，头发在药水里
浸泡可能有点过度了。
其实，染发造成的损害并
不少见。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官
网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去年
全国共收到染发类化妆品不良
反应报告 2688 份，占全部特殊
类化妆品的 21.02%。主要以接
触性皮炎和毛发损害为主，其
次为荨麻疹、光感性皮炎、激素
依赖性皮炎、
痤疮等。
欣华

广元晚报讯（全媒体记者 任茂心）
4 月 13 日，省总工会授予市精神卫生
中心四病区“五一巾帼标兵岗”荣誉称
号。
据了解，该科室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共有医护人员 23 人，75%为女性，
大多为 80 后和 90 后的医护人员，科室
主要收治精神分裂症、脑器质性精神
障碍、偏执性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
障碍、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癫痫性
精神病等各类精神障碍的患者，为他
们提供早期筛查、诊断、干预治疗和护
理。近年来，该科室医护人员先后获
得“优质护理服务先进集体”、市级“先
进个人”，助力科室成功创建省级甲类
重点专科，受到病员及家属、同行的交
口称赞。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疾控大讲堂”首期开讲
广元晚报讯（全媒体记者 任茂心）
日前，市疾控中心“疾控大讲堂”首期
开讲圆满举行。该中心副主任医师、
检验科梁秀川科长讲授《二级、三级抽
样方案》，就食品、饮用水等检测的抽
样方案和依据、国际国内标准、方案选
择、方案流程和微生物对人体的危害
程度等内容，结合工作实践做了详细
的阐述和分析。
据了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
控大讲堂”是中心内部学习提升的培
训平台，将根据工作情况定期和不定
期举办，由中心干部职工自己讲授，内
容覆盖中心所有业务工作，并涵盖思
想政治和行政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