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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自愿戒毒工作是造福
社会、造福人类的“阳光事业”

4月23日，湖南康达自愿戒毒中心被省禁
毒办批准授牌， 成为合成毒品成瘾治疗示范
基地。这是一件大事、幸事。

省禁毒办常务副主任、 省公安厅禁毒总
队总队长滕章贵说，挽救、帮助每一个吸毒人
员走出困境，对于个人、家庭、社会都有极大
的好处。世界卫生组织顾问、湘雅二医院精神
卫生研究所博士导师、教授郝伟指出，与传统
毒品海洛因、吗啡等相比，合成毒品危害性更
大，容易造成吸毒人员产生梦幻感、妄想症，
导致严重的精神病。 康达自愿戒毒中心负责
人李江红表示， 自愿戒毒工作是一件造福社
会、造福人类的“阳光事业”，愿意继续作出努
力与探索。

【忧思】 K粉、麻古、冰毒、摇
头丸等合成毒品危害性更大

禁毒、戒毒，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人
们对吸毒的危害有一定的认识， 但令人忧心
忡忡的是，社会各界对这种“毒性”的深度了
解几乎停留在“高层”，也就是停留在与禁毒、
戒毒相关的专业人士层面，“底层”也就是基
本群众却知之甚少 ，甚至一片茫然 。对毒品
与毒性的认知，很多人的脑海里还只有海洛
因的概念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吸白粉 ”。曾
有一副对联生动地描写吸毒对家庭造成的
恶果———“烟枪一杆未闻炮声震地打得妻离
子散 ， 锡纸半张不见火光冲天烧尽田地房
廊”。老百姓对吸毒是深恶痛绝的。

而毒品种类的扩大， 特别是合成毒品的
日渐泛滥，吸食合成毒品人员的日渐增多，更
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禁毒戒毒专业人士早
已发出警告， 处于长短不一潜伏期的吸食合
成毒品人员， 犹如一颗颗散布在社会各个角
落的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给社会带来严重
创伤。吸毒人员因精神病突然发作，导致行为

异常，砍死砍伤无辜人员的悲剧并不是个例。
海洛因、吗啡等传统毒品，吸食的人群较

前有所减少，K粉、麻古、冰毒、摇头丸等合成
毒品“来势凶猛”，甚至呈现“后来居上”的可
怕态势。省禁毒办掌握的资料显示，吸食合成
毒品的人员已经超过吸食传统毒品的人员，
日趋上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合成毒品比
传统毒品“来路更广”。海洛因被认为是“毒品
中的高档消费品”，价格贵，来路也比较隐秘
与狭窄 。而合成毒品来源与制作 ，相对 “简
易 ”，成本较低 。一些合成毒品 ，其原料来自
于药店的相关药品。药店与监管部门虽采取
“限购 ”措施 ，防止相关药品被提炼 、加工成
毒品，但收效不大。限购数量，但很难限制购
买人群。正由于合成毒品“来得方便”，其“普
及面”更大，危害性更深。青少年人群服食合
成毒品的现象 ，越来越严重 。合成毒品 “毒
性”更大，正基于此。

【建言】 禁毒、戒毒宣传力度
要加大，普及面要拓宽

包括传统毒品 、合成毒品在内 ，禁毒部
门的打击力度在加大，戒毒机构也在配合工
作，尽量将毒品的“毒性”予以控制。但禁毒、
戒毒的宣传声势不大 、普及面不广 。社会上
还存在着对毒品，特别是对合成毒品认识上
的盲区。街道、社区禁毒戒毒知识的宣传，有
些效果 ，但广大的农村存在很大的 “死角 ”。
庞大的流动人口与社会闲散人员，其不确定
性，给禁毒、戒毒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

治标 ，更要治本 。只有全社会达成对禁
毒 、戒毒的普遍认识 ，脑海里始终绷紧着一
根弦 ，及时教育 、警示身边的亲朋好友不吸
毒、要戒毒，才能真正摘除这个社会“毒瘤”。
而宣传的作用至关重要 。 滕章贵说 ：“人自
爱，人爱之。”很有道理。只有自爱、自重的人，
才能获得爱，才能感受爱。

链接:
合成毒品的危害

（一） K粉，化学名为氯胺酮，是一种具有

镇痛作用的静脉全麻药。 氯胺酮可以产生一
种分离麻醉状态，其特征是僵直状、浅镇静、
遗忘与显著镇痛，并能进入梦境、出现幻觉。

K粉的主要吸食方式为鼻吸。经常吸食会
对鼻粘膜造成严重的伤害，如鼻出血、鼻痒、
难受等，还会造成呼吸道的损害，严重伤害肺
部；会导致平滑肌痉挛，如胃痛、尿痛等；对大
脑记忆中枢造成严重损伤，记忆力严重下降；
k粉为晶状体， 被人体吸收后进入消化道，不
能完全被吸收， 进入狭窄的尿道，k粉晶体不
能顺利通过，引起尿频、尿急、尿痛甚至血尿
等情况。

K粉除了对生理造成危害，还会造成对心
理上的危害。长期吸食，会导致记忆受损，情
绪低落和疲倦，容易引起抑郁自杀行为；脾气
暴躁 ，容易发怒 ，惊慌失措 ，疑心重 ，冷漠偏
执，容易导致伤人、杀人等行为。

k粉俗称“迷幻药”，有致幻作用，经常在
娱乐性场所吸食，很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导
致强奸、 卖淫等行为发生， 严重扰乱社会秩
序。吸食k粉需要的毒资非常大，吸毒人常常
倾家荡产，很可能走向犯罪道路。

（二）冰毒，即兴奋剂甲基苯丙胺，其原料
外观为纯白结晶体，其丸剂有“大力丸”之称。
具有较强的成瘾性和依赖性， 是流行较多的
毒品之一。

服食冰毒，俗称“溜冰”。“溜冰”后需“散
冰”。服食冰毒者以青少年居多。

冰毒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有强大的兴
奋作用，它能使吸食者产生各种幻觉或妄想，
同时会降低患者的自我抑制能力。 很多情况
下，“溜冰”者性欲亢奋，容易冲动，会选择性
交来“散冰”，发生滥交。长期吸食冰毒，可能
导致男女不孕。

最容易引发的器官疾病为肾虚、 肾衰竭
等；还可能引起各种感染合并症，包括肝炎、
细菌性心内膜炎、败血症和艾滋病等。高剂量
或重复使用冰毒，可能产生中毒性精神病，出
现精神紊乱、幻觉、幻听、怪异思想及被害妄
想的精神病状态。现代医学称之为“苯丙胺精
神病”。

（三）麻古，系泰语的音译。其主要成分是
冰毒，是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外观与摇头
丸相似，属苯丙胺类兴奋剂，经化验含有甲基
安非他明和咖啡因，具有很强的成瘾性。

服用后会使中枢神经系统、 血液系统极
度兴奋， 大量消耗体力和免疫功能。 长期服
用，会导致情绪低落及疲倦、精神失常，损害
心脏、肾和肝，严重者甚至导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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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话题

核心提示 所谓 “合成毒品”， 是相对鸦片、 海洛因这一类传统麻醉毒品
而言的。 鸦片、 海洛因主要取材于天然植物， 而合成毒品以化学合成为主。
近20年， 合成毒品才在我国出现滥用， 并且大多发生在娱乐场所， 又被称为
“新型毒品” 和 “俱乐部毒品”。 合成毒品成瘾治疗， 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合
成毒品的危害， 需要加大宣传力度， 达到社会更广泛的认知。 禁毒戒毒， 任
重道远。

“四化一考”模式，是常德市在近年
来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基础上，深入推进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认识与实践
成果，从本质和规律上反映了学习型党
组织建设的基本要求。

“四化一考”模式的主要内涵
一是坚持学习全员化。 学习全员

化，就是把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全部
纳入学习计划，坚持全员学习、终身学
习的理念， 在全市各级党组织中形成
“人人都在学习、处处皆为课堂”的新风
尚。一是领导带头学。市县两级领导干
部带头抓、带头学。市委主要领导亲自
审定学习计划、主持学习活动。所有市
级领导带头参加电脑、英语和普通话考
试。2010年以来， 市领导到党校作形势
政策专题报告、赴全市各地作理论宣讲
120多场。二是集体专题学。市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每季度组织一次集中学习，邀
请省内外知名学者授课。三是党员普遍
学。 根据党员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不
断创新学习形式和学习活动载体，充分
激发学习活力，全市30万党员积极投身
学习热潮，书店、图书馆、博物馆等学习
场所明显升温。市新华书店去年销售额
近两亿元，居全省第二；市县城区图书
馆去年借阅量达400多万人次， 比2005
年增加一倍。

二是坚持学习组织化。 学习组织
化，就是坚持科学组织，努力创造学习
条件、营造整体氛围。一是分段推进。坚
持分阶段制定学习计划、 明确学习内
容。 全市各级党组织结合不同地区、不
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群体党员干部
的特点，分别制定了具体的学习工作计
划，量化了指标要求。二是分层组织。在
领导班子中，突出抓好党委中心组调研
式学习。市县两级领导班子成员每年下
基层调研不少于60天，每年围绕常德改
革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撰写一篇以上
调研文章；在干部队伍中，重点抓大规
模团队式学习培训。 三是分类引导。结
合各级党组织实际，分门别类确定学习
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明确重点解决的问
题，增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

三是坚持学习制度化。 学习制度
化，就是依靠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制
度将学习行为方式内化为组织和个人
的自觉行动。通过建立健全领导、考核、
保障三大机制，有力推进了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的常态化、长效化。一是健全领

导机制。 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组长，相
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建设学习型党
组织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成员单位的
具体职责，构建完整的工作体系。市委
出台《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
的实施意见》， 从制度层面将学习型党
组织建设升级为党建工作“一号工程”、
党委“一把手工程”和建设学习型城市
的“龙头工程”。二是创新考核机制。推
行单位考核“年度目标管理模式”，把建
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列入对区县 （市）
和市直单位的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内容，
单位年度考核不合格，取消党政主职当
年评先评优资格；推行全员考核“学分
制模式”， 对党员干部的考核考察，从
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扩展到德、
能、勤、绩、廉、学六个方面，个人年度学
分不合格，当年不能评先评优，不能提
拔重用。三是强化保障机制。将建设学
习型党组织工作专项经费纳入财政预
算，实行专款专用，为学习活动提供了
有力的经费保障。

四是坚持学习价值化。 学习价值
化，就是按照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
创业的要求， 把提高人的素质能力、实
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作为建设学习型
党组织的价值追求。一是以学习力提高
思想力。着眼于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经受“四个考验”、防止“四个危险”
的能力，着力构筑学习型党组织这个基
石，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坚
持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用党的理论
创新成果武装头脑，不断提高思想理论
素养和理性思辨能力， 在举什么旗、走
什么路、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前进等
重大问题上，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 不断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
2011年成功创建为全国文明城市。二是
以学习力提高创新力。通过学习创新知
识，培养创新风尚，实施创新战略，牢固
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自主创新
是第一竞争力的思想，认真落实一把手
抓第一生产力的工作责任。 近年来，该
市达到省先进水平以上科技成果有116
项，获省以上科技进步奖22项，被评为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三是以学习力
提高竞争力。 通过培养先进发展理念，
提升业务技能，促进自主创新，丰富发
展内涵，提高发展水平。近年来，该市工
业强市建设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全省
领先，各项社会事业统筹推进，城市综
合实力进入全国百强。

五是坚持以考促学。 以考促学，就
是启动压力机制， 用考试检验学习成
效。探索建立干部“考学”制度，为党员
干部持续学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是在考试内容的把握上注重科学性。
既注重干部对政治理论基础知识的掌
握，又着重考察干部运用理论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既注重干部对国际国内政
治、经济、社会等宏观形势的把握，又着
重考察干部对省情市情等具体情况的
认知。二是在考试组织过程中坚持严肃
性。立足于扩大普及率，对党员干部的
政治理论考试，采取分散普考和集中抽
考相结合的办法，由宣传、组织部门联
合组织，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三是
在考试结果的运用上体现导向性。将考
试结果与干部考核、 提拔任用挂钩，形
成注重学习的用人导向。

“四化一考”模式的理论价值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是一个新课题，

现阶段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待进一
步深化。“四化一考”模式不仅是学习型
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实践成果，也是对学
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有益理论探索，其理
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四化一考”模式是对学习型党组
织基本理念的具体化，深化了对学习型
党组织特征和建设规律的认识。“学习
型”这个词，基本含义指的是以持续学
习推动组织变革，进而不断创造优势和
未来的一种状态。就此而言，学习型党
组织的本质是创新，其核心是一个“变”
字。常德“四化一考”实践表明，在学习
型党组织的建设路径上不仅有 “型”的
存在，而且是“造型”的主战场。学习全
员化、学习组织化、学习制度化、学习价
值化、以考促学，不仅使全员学习、团队
学习、常态学习、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等
学习型组织的基本理念走向实践，而且
进一步细化、具体化了，并在实践中使
学习型党组织的组织优势、 制度优势、

实践优势等得到了较好发挥，取得了实
效，走出了特色，形成了模式。这表明，
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实践过程中，只要
能够充分反映学习型党组织的基本理
念、 遵循学习型党组织的运作规律、发
扬学习型党组织的功能优势，就有可能
造出“型” 来，而且这也是“造型”必须
遵循的重要前提条件。常德“四化一考”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实践与模式形成，为
各地各部门把握“造型”领域和“造型”
规律，进而走出贴近实际、富有特色的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之路具有重要启示。

“四化一考”模式是对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技术手段的创新，建构了一个清
晰的学习型党组织成长模型。基于组织
成长的技术创新，是组织发展壮大的重
要影响因子。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技术手
段创新，既包括应用现代科技建立起的
新载体、新平台等，也包括在学习方式、
学习氛围等方面取得的突破。前者可统
称为“硬技术”创新，后者可谓是“软技
术”创新。一般而言，在学习型党组织建
设技术创新方面，“软技术”创新往往较
“硬技术”创新具有更加突出的作用。常
德“四化一考”模式，就是学习型党组织
建设统筹“硬技术”与“软技术”创新的
一个样本。 学习型党组织所要求的学
习，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一种永
不满足、永不停滞的状态。从这种意义
上讲，任何一个学习型党组织在本质上
都是发展的，是一个发展型组织或者说
是一个成长型组织。就此而言，“四化一
考”实践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它通过技
术创新，特别是统筹“软技术”创新，构
建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学习型党组
织成长模型，为把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和发展规律提供了参考样本。常德模式
建构起的学习型党组织成长模型，从学
理上可归纳为“一个基点、一条主线、三
个基本面”，即基点是以考促学，主线是
学习价值化，三个基本面分别是学习全
员化、学习组织化、学习制度化。

“四化一考”模式是对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路径的有益探索，表明学习型党
组织建设能够开启一种适应知识经济
时代发展要求的党建新模式。建设学习
型党组织，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立
足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继承自身学
习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同时积极借
鉴学习型组织这一国际先进组织管理
理念，进行的一次重大的党建理论与实
践创新。在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中，有两
个问题学术界一直在关注：一是学习型
党组织理论在中国是否存在 “水土不
服”，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能否走出一条
具有自身特色的成功之路，即适应性问
题，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
般逻辑，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实践能否真
正建构起一种新的党建模式，即实效性
问题。“四化一考” 模式的成功实践，不
仅探索出了一条基层学习型党组织建
设的有效路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回应
了学术界的关切： 一方面，“四化一考”
模式表明学习型组织理论对学习型党
组织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建设学
习型党组织既要发扬我们党重视学习
的基本经验，又有必要从学习型组织的
理论与实践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四
化一考”模式也表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实践能够开启一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
发展要求的党建新模式。

“四化一考”模式的实践指向
“四化一考”模式作为常德学习型

党组织建设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成分，其
实践指向概括来说， 就是学以立德、学
以增智、学以创业。

一是通过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坚持
正确方向，力求学以立德。始终保持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是一个决意永葆先
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一以贯之
的政治本色。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深刻
变动，各种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
日益增多，在这种背景下，保持清醒政
治头脑，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特别
是要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作为向前、向
远、向深处看的有效抓手，牢牢把握正
确前进方向和优良传统，切实消解精神
懈怠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脱离群
众的危险。常德市在“四化一考”实践过
程中， 通过全员干部政治理论考试、后
备干部政治理论任职资格考试等抓手，
把科学理论武装摆在突出位置，把提高
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作为第一位
的任务抓紧抓好，努力确保党员干部在

复杂形势和干扰诱惑面前不迷失、不懈
怠、不错位，始终不渝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不
动摇，积极推动党员干部把学习成效转
化为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更加坚定的信念
和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通过把述
学与述职、述廉同部署、同考核，促使党
员干部自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把学习
作为政治责任，做到学以立德，并通过
学以立德， 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
政不忘公仆之心、 用权不为一己之私，
力求党员干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牢固
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

二是通过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大兴
学习之风，力求学以增智。信息化时代，
新知识、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许多
人遇到了老知识不管用、新知识不够用
的问题， 出现了程度不同的 “本领恐
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更加重视
学习、更加勤于学习、更加善于学习，更
加努力学习一切科学的新思想、 新知
识、新经验。常德市在“四化一考”实践
过程中，把学风建设作为关键环节抓实
抓好，在学习中央规定的五个方面学习
内容的基础上， 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
什么补什么，把学习与服务地区发展结
合起来、 与推动本单位工作结合起来、
与提升自身本领结合起来，统筹规划实
施“五学一推广”和“三学一有”等学习
活动， 提高了党员干部学习的系统性、
针对性和预见性，积极防范和应对可能
发生的“能力不足的危险”。

三是通过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推动
科学发展，力求学以创业。学习的目的在
于应用，在于指导实践。发展不是一劳永
逸的，一个地区的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
要想进一步取得更大的发展，必须通过
学习更新理念、打开思路、创造优势，借
以突破原有的发展模式，为新的发展积
蓄要素和力量。常德市在“四化一考”实
践过程中，把学以致用、学用结合贯彻始
终，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纳入科学发展
观考核评价体系、把党员干部的学习情
况作为绩效考评和选拔任用的重要标
准，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作为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主线的重要抓手，有力促使党员干部
把学习成果及时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的思路和举措。

（执笔：肖君华、金晓年、陈瑞来）

常德“四化一考”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湖南省委学习办、常德市委学习办

编者按 常德市积极探索贴近党员需求、富有实际成效的学习实
践新模式，初步构建了学习全员化、学习组织化、学习制度化、学习价值
化和以考促学的“四化一考”模式，探索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学习型
党组织建设之路。 在2012年4月7日召开的全国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理论
研讨会上，常德市主要领导作了《“四化一考”常德创学模式的实践探
索》的典型发言。根据省委学习办要求，本报今天刊发长篇理论通讯，介
绍常德创学模式的主要内涵、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向，以期推动全省学习
型党组织建设工作深入推进。

合成毒品“毒性”更大，
“瘾君子”当戒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段涵敏） 进入21世
纪，我省基本消除疟疾危害，但近年来，随着出
国务工、经商、旅游人员不断增加 ，输入性疟
疾发病人数呈现抬头趋势， 对公共安全构成
了严重威胁。记者今天从省卫生厅获悉，今年
全省已报告输入性疟疾病人数55人， 与2011年
同期相比，发病率上升78.1%。

4月26日是第5个“全国疟疾日”，今年的主
题是：消除疟疾，保障健康 。省卫生厅数据显
示 ，2011年我省报告的输入性疟疾病人数达
150人，其中恶性疟66人，较2000年上升83.3%，
且有4人死亡；2012年1月1日至4月23日， 报告
输入性疟疾病人数55人， 其中恶性疟32人，死
亡1人，尚无本土病例。与2011年同期相比，发
病率上升78.1%。

疟疾，俗称“打摆子”，是一种由疟原虫引
起，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的恶性传染病。省疾控中

心地方病寄生虫病科主任医师段绩辉介绍，患
者多在蚊子叮咬后的10至15天出现发热、发冷、
出汗、全身酸痛、呕吐等症状，一旦发病，如不及
时治疗，病死率很高。我国提出到2020年实现消
除疟疾目标，我省将目标提前2年，防控策略及
措施由“针对高发区，降低发病率”向着“针对每
个疫点，阻断疟疾传播”转变。

专家提醒，出国人员在出国前应了解所去
的国家或地区是否为疟疾流行区， 若要去的
是非洲、东南亚等疟疾高流行区，应了解疟疾
的传播以及预防措施，做好携带抗疟药、防蚊
用品的准备。 大批劳务人员的派遣单位应配
备专业医生，确保出国人员的健康。在回国旅
途中或回国后出现畏冷、 发热等症状应及时
去当地医院就诊，主动告诉医生发病情况、到
过哪些国家、在疟疾流行区居住时间、既往病
史、抗疟药治疗史等。

本报4月25日讯 （通讯员 刘阳） 近日 ，
衡阳市常宁中医院表示 ， 该院总结和发掘
“南詹正骨 ” 临床经验 ， 正式启动 “南詹正
骨” 申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南詹正骨 ” 起源于上个世纪20年代 ，
系湖南中医正骨 “南詹北张” 两大主流派之
一， 传承了上百年。 其特点是根据不同部位
的骨折 ， 按照稳 、 准 、 轻 、 快的治疗原则 ，
让骨伤患者在无痛或痛苦较轻的状态下手法
复位， 然后采用中国南方分布广泛的杉木皮，
经过自制芳香消毒药水、 消瘀酊喷洒制作而

成的小夹板外固定， 结合自创的骨伤系列中
成药， 疗效好， 且费用低廉， 避免了开刀做
手术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深受广大骨伤患者
的青睐。

据悉，常宁市中医院在继承“南詹正骨”的
基础上，不断探索接骨技巧，创新接骨手法，将
传统的手法接骨八法发展到手法接骨十二
法。医院还规定各科室所收治骨伤患者，能传
统手法接骨的， 绝不能开刀做手术。2011年医
院共收治各类骨伤住院患者4558名，其中传统
手法接骨2782名，占61.4%。

“进口疟疾”来势汹汹
专家提醒：出国人员别忘“防疟”

传统手法接骨复位受青睐

常宁“南詹正骨”启动非遗申报

4月 25日是第
27个全国儿童预防
接种日， 河南省开
封市疾控中心为当
地的一批留守儿童
进行疫苗接种， 并
讲解接种疫苗的知
识。

新华社发

为留守儿童
接种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