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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美 之 心 人 皆 有

之，染发成为许多人改

变形象、追求时尚的不

二之选，尤其是逢年过

节， 染 发 的 人 更 多。

不仅为了遮盖白发，

很多年轻人也喜欢将

头发染成自己喜欢的颜

色， 时 尚 又 美 丽。 但

是染发的健康风险，

你有没有考虑过呢？

染发剂是怎么让头

发变色的？染发剂是一

大类特殊用途化妆品的

统称，按照《化妆品安

全技术规范》的定义，

染发剂是为改变头发颜

色而在化妆品中加入的

物质。染发剂按其对头

发着色时间的长短分为

暂时性染发剂、半永久

性染发剂、永久性染发

剂；按染发原理又可分

为氧化型染发剂和非氧

化型染发剂。目前，日

常使用的染发剂大部分

为氧化型染发剂。氧化

型染发剂染发的原理是

先使小分子苯胺类着色

剂前体与耦合剂渗透进

入疏松的头发内部，再

在氧化剂的作用下发生

氧化聚合反应，从而生

成不容易脱离头发的

大分子色素，封闭于

头发纤维内，使头发

长期显现相应颜色。

如 何 躲 开 染 发 皮

炎？皮肤科门诊经常会

接诊一些染发皮炎的患

者。染发剂中对苯二胺

就是比较常见的接触性

致敏物，易引发过敏症

状。染发皮炎属于接

触性皮炎，初次染发

者经 2-3 周致敏期后发

病，再次染发者可在接

触染发剂后 1-2 天内出

现症状，轻者表现为接

触部位红肿、丘疹、刺

痛、瘙痒等，严重者可

能出现水疱、糜烂、渗

出， 甚 至 泛 发 全 身。

染发剂会致癌吗？
会 加 速 脱 发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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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生】
【黑场 /恢弘音乐渐入 /泰山、汶水大景

+声效、中医相关镜头、新泰市中医医院场景

等 /解说】

巍巍泰山可鉴，华夏理瀹，源远流长。

汤汤汶水可鉴，国学大道，德润家邦。

灿灿国医可鉴，探秘求精，天人共襄。

岐黄问答至今，一脉相生的中医传承，历

经 5000 年荡涤，依然续写着令人叹为观止的

不老传奇。

30年，人生可称而立，这里，可见枯荣——

德厚术精，立院兴业，普惠民生；初心所系，

使命所当，逐梦所向……

【片头音乐 /动画状推出书法体标题 +声

效】

一路逐梦

——致礼新泰市中医医院 30 年

【背景音乐 /相关照片、视频、场景等 /

解说】

时间是线性的，也是最真实的记录者。上

世纪 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举

国上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医药工作自

不例外，“奋进”成为这一时期的“热词”。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逐步在全国展

开、中西医并重成为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

《中药品种保护条例》颁布……

1990年 10月 10日，平阳河西、府前街南，

一腔“奋起”之情，一个“奋进”之梦，连同

10 几间平房，撑起了新泰市中医医院的崭新天

地。

【同期 /医院老人 /穿插相关资料画面】

    （刚成立那会儿，还叫“门诊部”。由市

里专门抽调了 13 名中医业务技术骨干展开工

作。记得是当年 10 月 10 号，正式开诊营业，

有内科、治疗室、挂号室、药房等等。到了 11

月，新泰市卫生局出台了《新泰市中医院建设

发展规划》，在现址上建起了初具规模的新泰

市中医医院）

【背景音乐 /相关照片、视频、场景等 /

解说】

时间是无形的，也是最生动的书写者。30

年如歌，这里是“永远跟党走”的歌者；30 年

如梭，这里是“坚决不掉队”的逐梦人。

秉持“中医立院、质量建院、科技兴院、

人才强院、文化塑院、节俭办院”的方针，在

创业中前行，在变革中发展；坚持“中医保领先、

西医跟前沿、中西医并重”的发展理念，在传

承中积淀，在创新中进步，在完善中茁壮。

【背景音乐 /除相关照片、视频、场景外，

推出历任院领导和重要大事记两条平行时间轴

线，同时相应叠加动感字幕：“医疗技术突飞

猛进，医护工作全面发展，医疗设备种类齐全，

基础建设综合规范”等 /解说】

30 年，一直在担当。这是一段乐于付出、

敢于牺牲、善于积淀、勤于提升的历程；

30 年，一直在坚守。这是一段脚踏实地、

肩负责任、不辱使命、奋发实干的历程；

30 年，一直在逐梦。这是一段锐意创新、

树立形象、赢得口碑、打造品牌的历程；

【同期 /医院领导 /穿插相关画面】

（30 年过去了，真的是今非昔比。最初，

就是十几个人、十几间小平房；现在，院区占

地 70 多亩，业务用房 5万多平米，开放床位

705张，全院有38个临床、医技科室，19个病区，

实现了各部相连、流程便捷、就医方便、环境

优美的合理布局……这些，真是做梦都想不到

啊）

【背景音乐 /相关镜头等 /解说】

数字是直白的，也是最夺目的注脚。

是什么，造就了近 40 万人次年门诊量、

近 3万人次出院患者、近 8000 余台次住院手

术？

是什么，成就了 8个泰安市级中医重点中

医专科、3个省级重点中医专科、1个国家级

重点中医专科？

又是什么，托起了 5名新泰市拔尖人才、

1名泰安市拔尖人才、1名 151 岱下英才、2名

泰安市优秀中青年专家、1名泰安市名中医、2

名泰山医学家、1名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

是他，是她，是他……几多热忱，几多良

方，几多苦累。为大我舍小我，为大家舍小家，

桩桩件件，丝丝缕缕，虽轻犹重，如兰似锦，

汇聚成岁月在变、初心不改、青丝华发、担当

不歇的德厚术精、立院兴业、悬壶济世的不朽

根脉。

【背景音乐 /相关镜头等 /解说】

名医三指，便知全身脉症；药针石砭，可

疗千疾百患。如何让中医文化植根百姓生活？

又如何让芸芸众生分享中医精华？这是一个 30

年不曾间断的命题，更是一个 30 年不曾间歇

的作答！

作为立院之本，医院坚守中医药阵地，充

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不断提高中医药服务

能力，先后开展了 120 多种中医特色显著的内

病外治法，真正让国之瑰宝、世之福缘的中医，

惠及民生，成就大业。

——脑病科作为全国农村医疗机构中医药

特色优势专科，率先开展中药汤剂及中医外治

法、（针灸、物理因子、康复）三联神经贯通

疗法治疗中风，疗效显著。

——骨伤科采用传统小

夹板外固定治疗四肢骨折，

具有痛苦小、花费少等优点；

采用蜡疗治疗肢体损伤，操

作简便，效果明显。

——肝病科采用中药内

服、外治相结合的方法，开

展中药汤剂、穴位灸敷等特

色疗法治疗肝病、胃肠病，

疗效明显。

——肿瘤科采用健脾

方、生白方、利水方，减轻

患者放化疗副作用。

——产科开展中药满月发汗、艾灸治疗促

进术后排气，应用自制制剂“产后康复颗粒”、

“通乳颗粒”治疗“月子病”等，深受广大产

妇欢迎。

——妇科、针灸科、推拿科等，在治疗常

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等方面，充分显示了

中医药防病治病“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

【音乐 /核磁共振、CT、伽玛刀、彩超、

腔镜类、治疗仪医疗设施等相关镜头 /解说】

设施是生冷的，也是最出彩的华章。

在这里，不断引进的国内外高精尖设备与

不断提升的医疗技术并驾齐驱、相得益彰，确

保满足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诉求。

在这里，从层流净化手术室，到高标准

ICU 病房，再到高标准 LDR 整体产房……无不

体现着“质量是根、创新为本”“人文关怀、

跟上时代”的情愫与作为。

【音乐 /数字化场景 /解说】

在这里，随着医院数据中心、信息系统升

级改造、掌上医院、电子健康卡等互联网信息

与支付系统运用，让信息多跑路，让患者少跑

腿，预约、挂号、回访、查询、付费更便捷。

真正实现了信息资源整合最优化、工作效率最

高化、成本控制最低化、就诊流程高效化、决

策科学合理化。

【背景音乐 /相关镜头等 /解说】

集中医国粹，汇名家医术。开门办院，广

攀高亲。这是近年来，医院全面提升综合服务

能力推出的又一力作。先后与 10 余家国内、

省内知名大型中医医院、综合医院建立合作协

作关系，外聘50余位专家定期来院坐诊、手术、

查房、带教。

【同期 /相关业务专家】

（现在，医院可以开展如胸外科内镜诊疗

等一大批三级诊疗技术。独立完成显微镜下颈

髓肿瘤切除、全胸腔镜下肺癌支气管袖式切除

成形术等多例显微微创、腔镜、关节镜手术。）

【音乐 /相关镜头 /解说】

30年，担当开卷，30年，深情舒展；30年，

精医当先……连同寄于健康中国的太多情、太

多梦，且行且圆。

时至今天，身为中医、医疗、教学、科研、

急救、康复、保健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中

医医院，没有忘记来时路，没有忘却奋进史，

没有忘怀人间情。

再望泰山，更知厚德载物；再品汶水，更

知饮水思源。这里，通向文明；这里，通向康健；

这里，通向民心；这里，通向明天……

生命如车，健康留辙。逐梦不息，奔向又

一个 30 年。

一路逐梦
——致礼新泰市中医医院 30 年

山东省卒中中心专家组莅临我院现场评估审核

我 院 顺 利 迎 接 泰 安 市
公 立 医 院 绩 效 考 核

我 院 召 开 残 疾
评 定 工 作 座 谈 会

我院获评省级节约型
公 共 机 构 示 范 单 位

新泰三甲中医院

专为人民做贡献

环境优美风光好

松柏假山配喷泉

走进楼房举目看

百科门诊设施全

壁画墙报资料架

名医名方尽经典

古今中外新科技

各楼走廊布满间

整个医院成宝库

服务人民佑康健

医生和蔼来接诊

问长问短问平安

望闻问切配仪器

一丝不苟寻病源

高尚医德皆为好

全心全意为病员

激光微创超声波

无痛无伤除疑难

中西结合君臣配

双管齐下保周全

病房宽敞又明亮

冬暖夏凉真舒坦

生活设施样样有

胜似回到自家园

医生护士各司职

好似蜜蜂忙不闲

川流不息各病床

默默无闻做贡献

病房卫生搞得好

功劳当归保洁员

全院上下齐努力

人人都把身手显

手到病除真本领

神医华佗又出现

苦口良药驱病魔

健康一步一层天

效果为啥这样好

科技创新是关键

百病顽疾一扫光

喜笑颜开说再见

2020 年 12 月 15 日

住院有感

12 月 10 日，山东省卫健委脑卒中防治委员会认证专家

组一行 4人，在山东省卒中学会会长、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教

授周盛年带领下，莅临我院对卒中中心创建工作进行现场评

审。泰安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刘运林、山东省卒中中心

评审认证办公室主任张艳军及副主任张红梅等专家参加。我

院院长闫家平、副院长徐勤伟及相关科室、乡镇卫生院负责

人迎接检查。 

闫家平院长首先对评审专家组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表示将认真配合专家组现

场检查，以评促建，推动卒中中心建设。

我院脑病科主任张新就卒中中心概况、建

设进展、持续改进等方面做了细致汇报。

专家组组长周盛年对我院卒中中心建设工

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就脑卒中防治工程与

卒中中心建设进行培训授课。之后专家组

分四个小组，分别以现场审查、抽查病历、

资料核查、科室走访及访谈等形式进行实

地督导检查。 

在现场评估检查结束后召开的的反馈

会上，检查组一致认为，我院高度重视卒

中中心建设，将全院脑血管病相关优质医

疗资源整合，建立起一个包括急性期救治、

早期康复、二级预防、随访宣教等功能于

一体的学科联合体系。通过多学科的密切合作，健全卒中中

心建设制度，优化卒中急诊流程，制作醒目规范的标识，大

大缩短了患者救治时间，提高了卒中患者救治成功率。检查

小组还对卒中中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 

闫家平作表态发言指出，医院将以卒中中心评审认证为

契机，以建设区域卒中救治中心为标准，持续改进工作，不

断提高卒中救治规范化水平。 

自 2018 年 10 月开展卒中溶栓以来，我院领导高度重视

卒中防治中心建设，2019 年成立新泰市中医医院卒中防治

中心，定时召开卒中中心会议，加强各科室之间的协调配合，

完善脑卒中绿色通道流程，缩短 DNT 时间；定期院内检查，

完善各项制度及流程；完善脑卒中筛查与防治体系，积极推

进本地区的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作；通过院内、院外培训，

义诊宣传，媒体宣传等形式，提高医务人员及群众对脑卒中

的认识，提高医生对患者溶栓流程的掌握；派人外出进修，

提高我院急性脑卒中救治能力，通过康复的早期介入，及中

医中药的应用，致残率和致死率明显减少。

                                      （党办  展光保）

12 月 8 日，泰安市卫生健康监督执法局

党总支副书记邵峰为组长，一行 6 人莅临我

院，对公立医院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和综

合改革绩效情况进行考核。新泰市卫生健康

局副局长殷培文、医政医管科科长安军等陪

同，我院院长闫家平、副院长李振爽、林永

年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参加。

闫家平代表医院两委向考核组汇报了我

院健全完善现代化医院管理制度和提升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水平的情况。随后，考核组分

组深入科室，分别对党建、医改、绩效考核、

医疗质量管理、护理质量管理、医院文化建设、

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了实地考核检查，通过

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现场核实、走访调查

等方式，详细对照考核标准逐项逐条进行检

查，考核组对我院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及

综合改革落实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存

在的不足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闫家平表示，医院将以此次检查为契机，

继续以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为抓手，

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引向深入，认真落实现

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各项要求，全面提升医院

综合实力，满足群众医疗服务需求，为建设

健康新泰做出新的贡献。

近年来，我院扎实推进医院党委领导下

的院长负责制，不断完善医院领导体制，确

立了党委在医院的领导核心地位，领导班子

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建立健全医院

党委与行政领导班子议事决策制度。认真落

实绩效考核工作，专门成立了由绩效管理科

牵头，医务科、质控科、病案室、信息科、

药剂科、财务科、科教科、社会工作科、检

验科、设备科、门诊部、护理部、政工科、

中医基层指导科、医保科、总务科、放射科

等组成的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

组，制订了具体工作方案，明确绩效考核的

具体责任、重点内容和措施要求，确保考核

工作落到实处，全面提升医院管理服务水平。

                               （党 办）

12 月 24 日，我院与新泰市

残联联合召开残疾评定工作座谈

会，新泰市残联理事长韩延光、

副理事长陈振涛、宣传科长李虎，

我院院长闫家平、副院长徐勤伟

及脑病科、外三科、骨伤一科、

骨伤二科、眼科、口腔科等相关

科室负责人参加。

近日，我院被授予“山东省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荣誉称号。此次活

动由山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联合组织开展，

经过申报、创建、验收等多重环节，层层筛选，最终确定全省 76 家单位为

2019-2020 年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近年来，我院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从推动节约型社会和节约型机关建设

入手，强化组织领导，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深入开展勤俭节约、节能宣传教育，

切实提高全院干部职工责任意识和节能意识，把节能工作贯彻到日常工作的每

一行动之中，营造勤俭节约、节能减排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医院将继续巩固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成果，按照国家、省、市的相关要求，厉行节约，不

断加强制度建设，严格内部管理，一以贯之地抓好节能工作，坚持节能减排工

作常态化，发挥好示范作用，带动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工作生活方式，

助力生态山东建设贡献力量。                                   （党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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