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嘉奖这一年来用实际行
动关注城市发展，关心周围人和
事的成都学生志愿者，2018“教
育影响城市”EPC成都基础教育
年度盛典，首次设置了“志愿服务
公益奖”。这些志愿者以志愿服务
的形式，深度参与到城市治理和
社区服务当中，践行着天府文化
的“友善公益”，并将志愿服务的
精神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而从2018年12月11日起，成
都市中小学生志愿者有了统一的
标识——“金丝带”。它宣告着成
都市中小学生志愿服务日的正式
成立，即今后每个月的11日，都是
成都中小学生志愿服务日，这一
天，同学们将系上金丝带，利用课
余时间，走进成都的街头巷尾及
社区院落等，开展丰富多样的志
愿活动，投身公益，为城市变得更
加美好贡献力所能及的一份力
量。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群人，他们
在街头擦拭共享单车，或者进入社
区敬老院送去温暖。哪里有需求，哪
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名字--志愿者，在成都洞子口
职高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取名“锦
城卫”，其寓意城市的小护卫，他们
奔走于大街小巷，如同城市里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光彩夺目。

锦城卫自成立至今已有近400
名学生加入，而获评2018四川省最

美中职生（标兵）的17岁少女房晋便
是其中一人。

2016年，房晋考入了洞子口职
高，初入学校“中职生”的标签在她看
来有些困惑，“觉得是不是中职生就
比普通高中生低一点，有时也不敢去
表现自己，总有些自卑心理在作祟。”

起初的迷茫和彷徨，在房晋看
来，好似成长路上的一次破茧。她告
诉记者，高一那年，学校创设了锦城
卫志愿者团队，自己起初抱着锻炼

自己的心态加入了组织。在一次护
卫单车文明行动的启动仪式上，代
表锦城卫团队宣誓的学姐让她甚是
羡慕，“我自己胆子比较小，我渴望
像她一样展示自己。”

于是，仅“点头之交”的学姐不
知不觉中，就成了房晋学习的目标，
与其他志愿者一样，利用周末时间
去到敬老院或是去著名景点担任文
明劝导，便是志愿服务的主要内容，

“别人周末睡觉或是做其他事，而我
们却在到处忙碌，最开始我有过迷
茫，我甚至也曾将志愿服务当作是
学校布置的任务，现在回想，觉得那
时候的自己还是有些幼稚，”谈话
间，房晋笑了起来。

“当一名志愿者，并不是单纯的
完成一件任务，他需要每一个人都
足够的耐心和爱心，”她告诉记者，
自己在担任志愿者期间留下来不少
难忘的瞬间，一次是在敬老院，一次
是在武侯祠博物馆。

“有一次在敬老院做完志愿服
务，老奶奶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她
说希望我们多陪陪她……”说到这
里，房晋深深吐了一口气，以此缓解
自己的情绪，“只要我们多一点用

心，他们就会很开心。”
武侯祠博物馆与外地夫妇的偶遇，

房晋热心为两人讲解了三国文化也介
绍了成都，在两人参观完后那一句“因
为你们，让我们感受到了成都的温暖”
让她久久不能平息，“我们没有大的作
为，仅仅是做力所能及的事就能让他们
感到温暖，这便是我的成就。”

相比入校时的胆小，如今的她，
多了一份自信。仅在2018年，房晋荣
获四川省最美中职生（标兵）、成都市
社区志愿服务十大感动人物、全国最
美中职生候选人等多项荣誉。此外，
教育部公布的2018年全国中小学德
育工作典型经验名单中，400个中小
学德育工作典型经验入选，成都市第
四十四中学校便是其中一个。

2019年房晋将备战高考争取继
续学习的机会，而这一年她也将离开
锦城卫志愿者，但锦城卫的精神将伴
随着她继续前行，“不论以后身在哪
里，我都会用心做好志愿服务，就像
爸爸妈妈说的那样‘勿以善小而不
为’，同时，我也想告诉学弟学妹们，
我们是中职生，但我们并不差，无论
身在何处，摆正自己的位置，努力做
好每一件事，我们也会发光发亮。”

●推荐单位：
列五中学
●推荐对象：
列五中学“蓝叶志愿者协会”
●推荐奖项：
2018“志愿服务公益奖”

5年，1600多名志愿者加入
他们在志愿服务中体味幸福

2013年，列五中学“蓝叶志愿者
协会”成立，作为学校的一个志愿者
社团，5年多来，该协会一共有1600

多名志愿者加入，共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100多次，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达
400多个小时，受益对象1000多人

次，实现了志愿服务活动的常态化
和有效化。

据了解，该协会的所有志愿服务
活动几乎都由协会学生自发组织，这
对于学业繁忙的中学生来说，十分难
得。然而在“蓝叶志愿者协会”副社长
周于杰看来，将时间花费在志愿服务
活动上并不会影响其学业的发展，相
反，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他自身也
收获了快乐，获得了心灵的一份宁
静，这样的状态反而更加有助于学习
的进步，“我认为，参与公益活动和努
力学习，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伍怡桥加入“蓝叶志愿者协会”
已有一年，这一年来，她一共参与了
3次该协会的志愿服务活动，其中，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活动是去到龙泉
驿区养老中心进行公益服务。在一

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奶奶房
间，她一走进去，老奶奶便将她认成
了自己的孙女，十分高兴。当时，老
奶奶的子女也在一旁，他们没有去
纠正老奶奶认错了人，还邀请伍怡
桥一起来拍一张“全家福”，让老奶
奶开心。“对于老奶奶而言，其实我
就是一个陌生人，然而我却在那个
时刻给她带去了温暖和快乐，这件
事对我的触动特别大，我觉得很幸
福，同时也意识到了参与志愿服务
的价值所在。”伍怡桥回忆说，未来，
她将不忘初心，将志愿服务作为自
己的爱好和信念，系上耀眼的“金丝
带”，坚持做一名优秀的志愿者，将
友善公益的志愿精神传递给更多
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许雯 张瑾

●推荐单位：
成都市第四十四中学
（成都市洞子口职业高级中学）
●推荐对象：
锦城卫志愿者
●推荐奖项：
2018“志愿服务公益奖”

候选故事展播候选故事展播：：

帮助别人，成就自己
天府蓉城留下“锦城卫”身影

解码2018“教育影响城市”EPC成都基础教育年度盛典之“志愿服务公益奖”

投身志愿服务 弘扬友善文化
成都中小学生志愿者有了共同的名字——“金丝带”

为了鼓励广大中小学生以志愿服务
的形式，参与到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中
来，让校园德育升级为生活德育，让志愿
服务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日前，成都市
教育局、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委员会、成都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
青团成都市委员会，联袂推出了天府学
堂·金丝带计划——新天府·少年“治”成
都市中小学生志愿服务日大型城市公益
活动，并将每个月的11日定为成都市中小
学生志愿服务日，届时，同学们将在手臂
上系上金丝带，走进成都的大街小巷和社
区院落，参与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

“成都正在大力推进‘三城三都’建设，
努力把成都建设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
名城，而友善公益的气度与修养，正是一座
文化名城应有的城市文化内核。”天府学堂·
金丝带计划相关负责人表示。

活动当日，“金丝带”首批成都中小学
生十大志愿服务行动计划也进行了发布，
包括：“老区换新颜，金丝带志愿者参与老
旧城区改造建设”“美丽成都巷，金丝带志
愿者参与背街小巷整治行动”“共创特色
街，金丝带志愿者参与特色街区创建行
动”“社区加油站，金丝带志愿者参与社区
服务提升行动”“平安大成都，金丝带志愿
者参与平安社区创建行动”“美丽公园城，
金丝带志愿者参与城市环境保护行动”

“城市讲解员，金丝带志愿者参与人文地
标导览工作”“爱心满蓉城，金丝带志愿者
参与城市慈善活动”“跟党进社区，金丝带
志愿者参与社区党组织活动”“渠道宣传
员，金丝带志愿者参与网络理政宣传工
作”等十大友善公益主题。

未来，在天府学堂·金丝带计划的引
领和指导下，通过开展志愿者服务等系列
活动，全市将组建起一支庞大的中小学生
志愿者队伍，建设出一个完善的城市志愿
者服务体系，让公益进入中小学生的日常
生活，成为广大天府少年的日常习惯，让
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精神融入中小学生
的每一步成长。

志愿服务十大行动计划
涵盖城市建设环境保护

第四十四中学锦城卫志愿者代表房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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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名医大讲堂》邀请到了四川
省医师协会健康管理学分会会长、四川省医
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玉
萍来给大家讲一场“科学体检课”。

体检到底“检”的
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知道体检的目的。体检
是为了帮助大家了解自身健康状况，进行
自身健康管理的检查！“体检的目的是减
少重大慢性病的致残率和致死率。”刘玉
萍教授介绍，体检是为了筛查机体的各系
统疾病或疾病风险，如果你的身体出现各
种明显症状和不适时，进行体检已经不能
解决问题，这时应该做的是去看医生。

说起体检，很多人头疼，套餐那么多
该怎么选？价格越贵、检得越全面的就越
好吗？非也！体检内容不是单纯项目的累
加，也不是做得越多就越好。

体检健康，却查出癌？
是你的体检方式不对！

01 你有制定个性化体检项目吗？
体检首先需要考虑个人家族史、生活

史、疾病史、工作环境、文化背景、经济状
况等定制个性化的、急需的体检项目。

在健康体检前，大多数人会先填写一
份包含上述问题的健康问卷表，以帮助医
生确定危险因素，制定体检项目，你需要
回答好以下这些问题：

1.告知医生自己是否有既往病史和家
族遗传疾病；

2.沟通已有的健康问题，如身体哪里
不舒服等；

3.沟通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生活方
式甚至工作状态等，如抽烟喝酒、工作加
班严重应酬多……让医生尽可能多地了
解可能潜藏的健康威胁。

刘玉萍教授强调，为对体检结果负
责，体检前的健康问卷最好认真负责地如

实填写，最后再根据医生评估和建议选择
适合自己的体检项目。
02 你了解“1+X”筛查吗？

“1+X”筛查就是在筛查1（必选/常规
体检项目）的基础上，根据体检对象的个
人状况，有针对性的分别对X（按人体各系
统设计的专项体检项目）进行个性化体检
套餐设计，举例来说——

今年做呼吸系统专项筛查，明年做心
脑血管系统，后年做内分泌系统……这
样，以2-3年为一个周期，每年选择2-3个
系统进行体检，为受检者建立一套全身
的、系统的、完善的健康档案。

在X套餐的选择上，刘玉萍教授建议，
在个性化体检基础上，有相关疾病风险因
素的人群，应当有针对性地做重点筛查。

现在很多疾病并没有明显的症状显
示，但往往一发现就是晚期，如果体检时
不注重重点项目筛查，这些疾病很可能就
被漏掉了。

肺癌、大肠癌、胃癌、乳腺癌等这些
都是隐匿较深的大病，很可能查出来就
是晚期了，而平常的体检手段又很难发
现。以下人群最好通过这些专项体检进
行筛查：

肺癌：40岁以上所有人群或有家族遗
传史或长期吸烟史、高危职业接触史的人
都属于肺癌的高风险人群，应每年做一次
低剂量螺旋CT检查，因为低剂量CT是早
期筛查肺癌的最有效的手段。

大肠癌：每年一次的肛指检查可以发
现一半以上的直肠癌，没有大肠癌家族史
的人，建议从50岁开始每年进行1次大便
潜血检查+1次肠镜检查；高危人群（30至
40岁以上有消化道症状者、有大肠癌病史
者、结肠息肉、肥胖人群）应一年做一次肠
镜检查。

乳腺癌：40岁以下的女性腺体比较丰
富，首先推荐彩超；40岁以上的已婚女性
可选择做钼靶检查。

胃癌：40岁以上的人每两年查一次胃
镜，有胃癌家族史或在胃癌高发区居住的
人应一年一次胃镜检查。

这些体检误区
千万不要犯！
1.漏掉“低概率、低风险”专项癌症筛查

刘玉萍教授强调，尤其不应该漏掉那
些对某部分人而言，看似风险相对较低的
癌症筛查项目，比如女性的肺癌筛查。

刘教授举例，近年发现不少女性患者
在体检中筛查出肺癌的情况，据了解，这
些女性患者看似并没有肺癌的风险致病
因素（不抽烟，也不处于二手烟环境），一
般并不会特意去做肺癌方面针对性筛查，
却在体检时查到肺癌……

因此，刘玉萍教授建议大家，最好不
要根据自我经验判断错过任何一项检查。
2.放弃“让人难堪”的体检项目

此外，一些体检项目需要暴露隐私部
位或有疼痛等不适，如肛门指检、胃镜、妇
科检查等，很多人会自动放弃，这很可能
贻误大病，真的非常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刘玉萍教授举例，肛门指检这项检查
能检出50%~70%的直肠癌概率，是非常有
意义且作用巨大的检查，但在体检过程中
却很多人选择了放弃，非常可惜！

3.某些部位年年体检危害大
在人体中，有些部位是不适宜连年接

受体检的，如颈椎病的X线检查。刘玉萍
教授解释，颈椎病检查所接受的X光，其辐
射对甲状腺的影响非常明显，会有一定的
致癌作用。如若一定要做颈椎项目的检
查，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没有伤害的
项目替代，比如核磁共振。

拿到体检报告就完事了吗？当然不
是，体检后才是健康管理的新起点！这时
可以通过生活方式、饮食、运动等进行健
康管理。本次名医大讲堂，还通过网络直
播的方式，在新都区斑竹园卫生院和青白
江区大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两个分会场
进行多点直播。同时，也欢迎更多基层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入到成都商报·名医
大讲堂的直播中，合作报名电话（028）
6016 0000。

想听更多刘玉萍教授科普内容？扫码
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点击底部栏目
条的“名医大讲堂”，观看名医大讲堂现场
视频，并报名参加下期李虹教授关于结石
病的主题讲座。干货超级多，对男性女性
都很重要，错过就是损失哦！ （江瑾然）

如果你在某一时刻突然感到腰部疼痛难忍，且多伴
有尿频尿急尿痛和排尿中断等现象，就应该警惕泌尿结
石的风险了。

今天四川名医特别邀请到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泌尿
外科主治医师魏琪波，于15：00至16：00做客四川名医微
坐诊，如果你有各种关于泌尿疾病的疑问，欢迎在这个时
间段进入四川名医微坐诊直播间，向魏琪波医生提问。

泌尿结石通常表现为突发的腰部剧烈疼痛，疼痛多
呈持续性或间歇性；有时会伴随恶心呕吐，出现血尿或
脓尿，排尿困难或尿流中断等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感染
化脓，如果没有及时排出脓尿，甚至会导致感染休克。

影响结石形成的因素很多，包括体质、遗传、环境、
水质、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等，建议多喝水、别憋尿、多
运动，最好每年能够接受一次泌尿系B超检查，以发现是
否存在结石。

想知道更多的服务信息吗？赶紧关注“成都商报四川
名医”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目条的“我要挂号”，
根据提示进入“今日服务”，即可直通名医服务。（石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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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坐诊微坐诊//
腰部疼痛难忍还排尿困难？

请警惕泌尿结石！
四川名医“今日服务”直通泌尿外科医师为您答疑

根据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我国泌尿系结石年新发病
率约为150～200/10万人，其中25%的患者需住院治疗；
并且泌尿系统结石发病有地区性，四川是泌尿系统结石
的高发地区之一！结石是泌尿系统的常见病，可见于肾、
膀胱、输尿管和尿道的任何部位。一个小小的结石，可能
会引发肾绞痛、急性肾功能衰竭、肾功能丧失等症状，情
况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整个肾脏被切除。

近年来我国泌尿系统结石发病率呈显著上升趋势，这
种病虽然高发，但也可预防。哪些是泌尿系统结石的高危
人群？男性和女性又应怎样有效地预防泌尿系统疾病呢？

下周三，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教授、博士生
导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中华医
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
医师分会副会长，四川省医师协会会长，四川省医学会
泌尿专业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师协会泌尿外
科分会会长李虹作客名医大讲堂，给我们聊一聊，关于
泌尿系统结石的那些事儿！大咖坐镇，干货超级多的讲
座，对男性女性都很重要，错过就是损失噢！

■活动时间：1月9号（周三）下午2点开讲 ■活动
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街1号 亚太大厦4楼成都商报
四川名医健康教育基地（地铁3号线、4号线市二医院站
B口出）请扫码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点
击底部栏目条“名医大讲堂”，报名参加讲座吧！

下期预告下期预告//
这种结石很“偏爱”你，
华西医院李虹教授教你这样避免！

年年体检，却查出癌症晚期？
省医院刘玉萍：漏掉这些检查，体检等于白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