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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卫生职业院校医学美容技术专

业技能大赛上，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师生们满载而归。

学生杨梓、崔佳照、王宇惜分别获得美容护肤技术、医学纹饰

技术、美容化妆技术一等奖；教师邓丽阳、孙晶分别获得美容

护肤技术和医学纹饰技术、美容化妆技术优秀指导教师奖；学

校荣获团体奖一等奖和突出贡献奖……

近年来，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秉承“自强厚德、仁爱济世”

的校训精神，坚持立德树人，以生为本，不断推进学校内涵式发

展，在人才培养、教学改革、服务地方等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

在今年的吉林省专升本考试中，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毕业生赵斯绮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华大学，成为佼佼

者。“学海无涯！我已经在规划本科阶段的学习生活了，今后

我还要考取研究生，为医疗事业奋斗终生。”她这样说到。

赵斯绮是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众多优秀学子的一个代

表。多年来，学校立足吉林西部，成为了区域培养医药卫生人

才的摇篮。学校坚持以特色树旗帜，以创新谋发展，注重以提

升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学校与省内医院、研究所和高

校共建了2个研究中心和5个教育基地，深化校企、校校、校院

间合作。实行理论教学——技能实训——岗位实践三位一体

的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基础知识扎实，动手能力强。近3年毕

业生就业率均达到96%以上，个别专业就业率达到100%。学

校连续多年参加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并屡创佳绩，多次代

表我省参加全国大赛，均取得了较好成绩。

2017年，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申建“吉林省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示范校”获得专家组全票通过，成为省属医学类院校中唯一一所

获此殊荣的学校，这是对学校坚持内涵式发展的充分肯定。

积极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内涵式发展。近年来，学校以提高

质量为主线，继续坚持“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文化领

校”四大战略，全面实施党的建设、教学质量、人才培养引进、服

务学生、管理水平、文化育人、信息化建设等“七个三年提升计

划”，提出了努力争取2020年在校生达到8000人、力争10000

人，创建省级示范校和争办医学技术型大学的“双争”目标。为

此，学校积极深化教学改革，研究建立教育教学质量动态监控体

系，不断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学校要形成以康

复治疗类专业为核心，护理、临床医学、药学类专业为重点，辐射

带动其他专业快速发展的学科发展格局；要在现有6大类专业

基础上，增加健康管理与促进类专业，为健康中国建设培养实用

型人才；力争建设省级重点专业3—4个，省级、国家级现代学徒

制试点专业4—5个；依托省内外实习就业基地和行业学会牵头

成立吉林省医学技术职业教育集团，将不断创新校院（企）合作

模式，深化产教融合、医教协同，开拓集团化办学模式。

服务区域发展，推进地方医疗事业发展。作为吉林西部、

大兴安岭南麓扶贫片区唯一一所省属医学类高等专科学校，多

年来，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始终坚持以服务区域经济、推动

地方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为己任。建校60年来，学校共为吉林

西部及内蒙古自治区等周边区域输送了近5万名医药卫生人

才，很多人已成为医药卫生领域的拔尖人才或业务骨干。学校

也从建校初期的一个专业发展成为有临床医学、护理、药学、医

学技术、健康管理与促进、公共卫生与卫生管理等6大类、共计

17个专业的医药类专科学校。近年来，学校抢抓高等教育发

展机遇，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

好发展态势。校园面积由原来的22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

36.64万平方米；学生数量由4000人跃升到7100余人，增加了

70%；新增4000多万元教学实验实训设备等等。学校的办学实

力明显增强，在省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新时代，白城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将弘扬“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努力

把学校建设成为办学质量上乘、办学特色鲜明、办学实力雄

厚、办学条件一流、学生就业充分的医学技术型强校，以更加

宽阔、开放的胸襟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

海 阔 天 高 帆 正 劲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推进内涵式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缪友银

本报讯（记者李晓静）日前，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为

进一步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通道，激发研发机构、高等院校、

企业等创新主体及广大科技人员转移转化科技成果的热

情，省政府决定开展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评审表彰，

现在该奖项开始申报。

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评审表彰面向基层和工作

一线，设单位奖和个人奖，授予在我省依法注册或登记的企

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及其他组织，以及在科技成

果转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单位奖申报需具备如下条件：申报单位应在高新技术

应用、传统行业技术升级和紧缺资源替代技术等方面，实现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或引进高素质、高层次科技人才，为企

业掌握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发挥重要作用；或三年内技术合

同成交额较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显著。

个人奖申报应该具备如下条件：申报个人应在转移、转

化或推广国内外科技成果方面作用突出、贡献较大；或促进

重大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或牵头成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

构、科技创新平台、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为行业、区域技术

进步作出突出贡献；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生态

效益。特别显著的授予特殊贡献个人。

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开始申报

本报讯（记者李晓静）省科技厅推荐的一批优秀专利项

目，日前在大连举行的2018年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

易会（简称专交会）上亮相，获得国内外参展商和广大客户

的广泛好评。

本届专交会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辽宁省政府主办，大连

市政府承办。本届专交会的主题是“专利引领产业高质量

发展”。在省科技厅的精心组织下，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用于

世界最大口径单体碳化硅反射镜的“主轴的复合运动控制

技术”专利技术，延边州域内企业创新性强、已成功进行产

业化或具有良好产业化前景的28项专利成果等在会上展

出。在专交会现场，通过实物产品展示、视频播放演示和展

报张贴等多种方式介绍了我省优秀的专利项目及企业文

化，获得了国内外参展商和广大客户的广泛好评。尤其是

参展的“太阳能无线充电移动电源”“超声波智能水槽”“形

态、声音、回波、味道为一体的仿生鱼饵”等专利成果，在现

场与客商达成合作意向或签署合作协议，首批专利产品合

同金额280万元。

优秀专利项目亮相专交会

本报讯（记者毕雪 通讯员王晶）近日，由省教育厅主

办，省科协协办的创新科普实践交流会在省科技馆召开。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兼所长

王中林院士，中科院纳米能源所研究员、Maxwell创新科普

实验园园长曹霞等出席交流会。

会上，省科技馆、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负责同志分别

介绍了各自单位开展科普实践的情况。曹霞园长介绍了

Maxwell创新科普实验园的具体情况，该实验园专注于将

王中林院士研发的纳米发电技术向大众进行科学普及。

与会专家、领导对创新科普实践的方式方法进行座谈并

就科普实验园的落地形式进行探讨。会前，王中林院士

一行参观了省科技馆常设展览并详细了解科技馆实验创

作园地。

创新科普实践交流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缪友银）近日，长春市迎宾路小学利用开

学契机，在全校内开展了“红色基因润迎宾 蓓蕾绽放育本

真”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中，学校邀请了校外辅导员宣讲革命精神。讲台

上，辅导员声情并茂地再现了那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为全

校师生传递了红色精神。随后，5年2班的全体学生朗诵了

古诗词《沁园春·长沙》，感受一代伟人的宽广胸襟和革命情

怀。借此机会，学校还针对一年级新生，举办了谢师礼活

动，全体教师也进行宣誓，遵守师德公约，传递出满满的正

能量。

“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小学德育的重要方面，在学生成长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后学校将进一步丰富活动形

式，把爱国主义教育做出特色！”长春市迎宾路小学校长吴

志民说。

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毕雪 通讯员赵婷）为了响应吉林农业科

技学院团委广泛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号召，对小学生进

行爱水、护水、节水的教育，学院机械与土木工程学院团委

发起“水的奥妙”科普教育志愿服务，此次活动得到了吉林

市经开区九年制学校的大力支持。

8月29日，10名小水滴志愿者在团委书记赵婷的带领

下来到了经开区九年制学校一年二班，在一片轻松欢乐的

气氛中开始了教学活动。第一次活动的主题是“水的亲密

接触”，活动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亲密接触”，志

愿者们给每个小学生都发了一个水杯，小学生们通过视觉、

嗅觉和触觉充分认识水的特点，在提问环节中，小学生们踊

跃发言获得了小奖品；第二个环节是“水粉吹画”，在了解了

水的特点后，志愿者们带领小朋友们在素描纸上用水粉和

吸管进行了艺术创作。最后，全班学生拿着自己的艺术作

品与志愿者们亲密合影。

“水的奥妙”科普教育活动利用学院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的学科背景、师资力量、学生骨干在学龄儿童中开展水知识

的科普，不仅能够丰富小学生的第二课堂，还能够在儿童教

育中夯实环保教育的基础，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水的奥妙”科普教育进校园

筷子，古称筷箸，在我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最早的历史可追溯到商代。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

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先人们留下了众多妙趣横生的咏筷诗文。“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咸中，

能知味也否？”这是我国清代著名文人、美食家袁枚笔下的筷子，诗人以筷喻人，意味深长。明代程良规

的《咏竹箸》歌颂了筷子无私奉献的精神。诗云：“殷勤问竹箸，甘苦乐先尝。滋味他人好，乐空来去

忙。”诗人用拟人化的笔调歌颂了筷子乐于先尝苦，再让他人享用，甘于劳累的品德。

筷子的文化和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国人吃饭的必备物品之一，我们天天都在用，可是，有关它的使

用知识你未必都知道。最近，就有一则传言称，普通的木制、竹制筷子使用超过六个月以上，很可能会

滋生“黄曲霉素”，进而诱发肝癌。这是真的吗？

本期专家

王笑丹 吉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主持国

家自然基金项目1项，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2项，发表

国际科技论文SCI20余篇，指导硕士研究生多名，2017年国

家公派美国肯塔基大学访问学者

王笑丹：我国的筷子大致分为五大类，有竹木筷、金属

筷、牙骨筷、玉石筷和化学筷等等。

市场上常见的筷子主要有竹制、木制、陶瓷、金属和化

学筷子。其中木质筷子是由红木、铁木、鸡翅木、檀木、香

木等不同木材制作的。常见的金属筷主要有不锈钢筷、合

金筷。化学筷主要是塑料筷子、密胺筷子。还有价格昂贵

的银筷和牙骨筷等高档筷子，这类筷子在市面上并不常

见。

竹筷子天然环保安全无毒，一般家庭都会选它，经过

碳化后的竹筷子不容易发霉，可长期使用。但竹筷子经过

消毒柜的处理后容易变形。

木筷子也属天然材质，安全无毒，但木头制品更容易

发霉变质，使用时间久后容易引起肠道传染病。

不锈钢筷子是金属材质，美观大方好用耐腐蚀不生

锈，但隔热性差容易烫伤手。另外有些金属会对人体健康

产生危害，平日使用时不要长时间放在盐、酱油、醋中，这

些食物长时间接触不锈钢会使不锈钢筷子中的有毒物质

被溶解释放。

密胺筷子是由密胺树脂粉加热加压压制成型。密胺

筷安全卫生无毒无味不易破碎耐酸碱，对油脂、酸、碱及各

种溶剂都具备优越抵抗性，耐温性能好。但由于密胺塑料

的特殊性，高温下会出现开裂现象，有些不法商为追求利

润，直接用脲醛类的模塑粉作为原料来生产，而用脲醛制

造的餐具，对人体是有害的。

银筷子对人体无害，而且有杀菌作用，银在水中可形

成带正电荷的银离子，这些银离子能将细菌吸附其上，令

细菌赖以呼吸的酶失去作用，使细菌无法生存。银是重金

属，理论上说对人有害，但其实银是很稳定的，溶于水的银

离子也是极其微量的，所以不必担心对人体有危害，尽可

以放心的使用，但银筷子价格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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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笑丹：家中的木制或者竹制筷子在长期使用后，容易滋生细菌或者发

生霉变，很可能会给身体带来疾病。但一般说来，多数霉菌并不影响健康，

比如酿酒用的红曲霉等，不少还被用于食品工业中。但有些霉菌在适宜的

条件下会产生毒素，成为危害健康的凶手。木制或者竹制的筷子本身并不

会长霉菌，但如果平时筷子清洗不干净，残留的物质有可能滋生黄曲霉素。

严重发霉的筷子产生的“黄曲霉素”就是在医学界被广泛认定为诱发肝癌的

“罪魁祸首”。

致癌的是筷子上的黄曲霉素

王笑丹：我们平时喜欢整把搓洗筷子，这其实是

不对的。简单粗暴地搓洗筷子，很容易使没有保护

膜的竹质筷子变粗糙，产生凹槽裂纹。另外，不同筷

子上的病原微生物等也很容易发生交叉感染，让致

病微生物残留，并发霉腐坏。

清洗筷子的正确方法是用洗碗布少量清洗。用

自来水冲洗筷子后，在柔软的洗碗布上放些洗洁精，

每次搓洗两三根，更细致的话就逐根清洗，这样就能

减少摩擦，保护筷子了。

一般来说，第一次使用的新筷子，只用洗洁精

和清水是洗不干净的，新筷子在生产过程中容易

沾染病菌，不仔细消毒就使用，容易把脏东西都吃

进肚子。可以烧一锅开水，水里放3勺白醋，把洗

好的筷子全部放进去煮10到 15分钟。白醋有清

洁消毒功能，加之沸水的作用，自然能达到理想

的杀菌效果。捞出筷子后，放在干净的毛巾上擦

干水分，再放进消毒柜消毒，或放入微波炉里中火

加热30秒，把它完全烘干，防止湿的筷子发霉变

质。

带彩漆的筷子不适合水煮和微波炉加热，可以

使用高温蒸煮来消毒，然后用干抹布擦干。不同筷

子保养方法不同，购买时候记得看后面的标识。

洗 筷 子 时 别 搓

王笑丹：吃完饭后要立刻清洗筷子，不要长时间

浸泡在水槽中。若是粘上饭粒或难以清除的油污

时，浸泡在温水里数分钟后再清洗。

清洗时使用中性清洁剂轻轻搓洗，不要“豪爽”

的用力刷，筷子表面容易受伤。

勿放入洗碗机洗，由于筷子重量轻，在清洁过程

中易产生刮痕。

洗好后放置在阴凉通风处，阳光直接照射会加

速筷子龟裂风化。

当筷子出现变形、尖端涂漆掉落、尖端发白长黑

斑时应立即丢弃。

另外，把筷子放进筷笼的时候，要把筷子头朝上

放进竖立放置的筷笼中，筷笼要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地

方，以防霉菌污染。一定要选择镂空筷笼，防止积水。

应 放 在 干 燥 通 风 处 存 放

王笑丹：很多家庭使用筷子的习惯通

常都是用到“天荒地老”，只要不坏，就不更

换。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如果筷子上出现

了非竹子或者木头本色的斑点，表示筷子

很可能已经发霉变质了，如果再使用这样

的筷子，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筷子使用寿命是半年左右，最好半年

换一次。长时间使用会导致筷子藏污纳

垢，肉眼下，可能看不出一双木质筷子用

过半年、1年和3年的区别。但如果把它

们放在500倍的特写镜头下，会看到使用

半年的筷子，表皮脱落，有些地方已裂开，

有明显的小缝隙，且缝隙里有黄色残留

物。使用1年的筷子，木头表面已变色且

沟壑纵横，凹陷处有许多油污。用过3年

的筷子，已面目全非，看不出是木质的，表

面像长了小蘑菇。筷子使用时间越长，检

出的菌落总数越高。除金属筷子外，木

质、竹质等筷子都会在表面形成细小凹

槽，容易残留细菌和清洁剂，所以建议半

年就要换一次。

筷子最好半年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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