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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日在网
站发布通告!提醒广大医务人员"公众和
药品生产企业关注双膦酸盐药物安全性
问题!警惕相关风险#

通告指出! 截至 #$!!年 %月底!国
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共收到双膦酸
盐药物相关不良反应报告 !$&%例$主要
不良反应包括发热%呕吐"皮疹"腹泻"头
晕"腹痛"肌肉骨骼痛"疼痛"头痛"过敏
样反应"胸痛"流感样症状"溃疡性口炎"

低钙血症"心悸"厌食"消化不良"水肿"

眼部症状等$ 其中骨骼肌肉损害 '()例
次"食道损害 "*例次"肾功能损害 %+例
次"下颌骨损害病例 *例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建议临床
医生在使用双膦酸盐药物时密切监护患

者健康状况! 应针对患者不同状况调整
治疗方案!避免或减少不良后果的发生$

建议生产企业及时完善产品说明书&加
强药品安全用药的宣传! 详细全面地告
知药品安全性信息&实施主动监测!收集
品种不良反应信息! 针对不同品种制定
不同的风险管理计划! 最大程度保障患
者的用药安全$

据了解! 双膦酸盐药物主要用于治
疗骨质疏松症% 恶性肿瘤骨转移及高钙
血症等疾病的治疗$

%$$"年开始!美国%英国%加拿大等
药品监管局相继发布了双膦酸盐药物的
安全性信息以及修改相关药品说明书的
建议$ 安全性信息主要包括使用双膦酸
盐药物后患者出现颌骨坏死% 严重肌肉
骨骼痛%食管癌以及肾功能衰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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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贤思齐学模范 道德力量促和谐
BCDEF!GHIJKLM=NO-PQR

从 %$$&年开始!中央宣传部%中央文
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
团中央%全国妇联举办全国道德模范评选
表彰活动! 并大力组织学习宣传道德模
范!在全社会产生强烈反响!道德的力量
正在推动国家发展%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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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党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周年之际! 首届评选表彰全
国道德模范活动拉开帷幕)%$$(年!在庆
祝建国 -$周年的喜庆气氛中! 第二届评
选表彰活动又顺利举行#

在两届活动中! 亿万群众踊跃投票!

评出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
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类共 )$.

名全国道德模范和 ")-名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获得者$胡锦涛总书记亲切会见首
届全国道德模范!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长
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两届全国道德模
范颁奖典礼!为道德模范颁奖$

时代前进需要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
来引领!社会发展需要道德楷模的力量来
推动$ 自首届活动开展以来!中央和各地
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以各种
形式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学习宣传$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广泛组织全国道
德模范"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以及
省市县道德模范和群众*身边好人+深入
社区"村镇"企业"学校"机关等基层单位
开展巡讲交流活动!让更多群众面对面体
会*身边的感动+$

各地文明办组建培训了宣讲团!张云
泉"吴天祥"王顺友"李素芝"武秀君"曹于
亚"刘玉莲等知名全国道德模范!以及新
涌现的道德建设先进人物! 来到社区居

民"农民"职工"学生"战士中间!讲述自己
感人肺腑的故事$

在开展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范活动
的同时!从 %++.年 "月起!中央文明办在
全国广泛组织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
人+活动!发挥网络优势!发动广大网民"群
众在熟悉的人群中推举好人! 在日常生活
中发现好事!展示和评议*身边好人+先进
事迹$截至今年 *月底!各地群众共推荐候
选人事迹材料 )/"万余件! 其中!%-("位
*身边好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近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发
出了'关于评选表彰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
的通知($在庆祝建党 ($周年的喜庆日子
里!本次活动必将起到更加广泛动员人民
群众支持和参与道德建设!深入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作用!必将再次
在全社会掀起学习道德模范"崇尚道德模
范"争当道德模范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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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道德模范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杰
出代表!是率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楷模$ 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
人民的优秀品质!集中表达了人民群众的
道德追求!集中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时代潮
流!令人感动"催人奋进!给人以力量"给
人以鼓舞$

在全国道德模范这个群体中!每一个
人背后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或催人
泪下"或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但每
一个故事都折射了时代的光芒!更书写着
时代的感动$

从尽己所能让乡亲们住新房" 有活
干" 有钱赚的全国助人为乐模范裴春亮&

到贴出通告帮亡夫还债的全国诚实守信
模范陈美丽&到在汶川特大地震中两次冒

着飞泻的砖瓦冲进教学楼救出学生的全
国见义勇为模范王敏&到徒步在雪山峡谷
邮路上穿梭 %$余万公里! 从不延误一个
邮班"丢失一封邮件的全国敬业奉献模范
尼玛拉木&再到一人照料 "位老人!十几
年真情奉献的全国孝老爱亲模范乌兰其
其格,,

一位位百姓身边的模范!一个个真切
的故事$ 全国道德模范的人数虽然有限!

却代表着一个庞大的道德群体!他们用自
己的行动感召着社会"用自己的所为诠释
着道德的真谛$

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路街道党工委书
记韩志强说!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是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有效抓手!通过这次活动可把群众的关
注点"兴奋点引导到社会主义共同价值理
念上来$

山东省社科院儒学研究所所长涂可
国认为!我国历史上不乏像大舜"闵子骞
这样的道德圣贤!*现在我们评选表彰全
国道德模范!倡扬热心公益"孝敬亲长"勤
俭节约"崇善尚德!这既与中国传统美德
一脉相承!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有利于
促进社会和谐!弘扬社会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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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无疆!大爱无声$ 全国道德模范
平凡的名字"平凡的面容背后!是不平凡
的坚持和不平凡的勇毅$评选表彰全国道
德模范活动的开展!向全社会推出了一批
道德之路上的前行者!引领全社会在道德
之路上前行$

在全国各地举行的现场交流活动还通
过网络直播引来网友踊跃参与$感动于道德
模范和好人事迹! 一名网友深情写下文字)

*善行不分大小!好人不分长幼$好人的美德

已深深扎根于社会!植入了我们心田$ +

一路讲述"一路感动$ 在听过全国道
德模范巡讲之后! 普通的大学教师说!每
位道德模范都是一本活的教科书&感动于
道德模范的报告!军校的学员说!作为一
名新时代的军人!自己更要做传统美德的
践行者$

由中央文明办"国家广电总局"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的全国道德模范
系列广播剧'中国好人(播出之后!收到大
量互动短信$ 听众表示!道德模范不是高
高在上的圣人! 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偶像!

做好人是要点滴小事做起!让自己的人生
更有意义$

真情在交流中互动!爱心在交流中传
递$ %$)$年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 中宣
部"中央文明办组织全国道德模范参观上
海世博会$园区志愿者们与道德模范热情
交流!共叙奉献社会的经验和感受$

与模范牵手!与好人同行$ 道德模范
在感动和激励广大群众的同时!也得到了
来自全社会的关爱$ 让关爱别人的人!同
样得到别人的关爱!正在成为一种时代风
尚!体现出道德力量的传承$

记者了解到!从评选表彰首届全国道
德模范起!中央文明办就开始对生活困难
的全国道德模范进行帮扶!帮助他们解决
日常生活"养老"医疗"上学"工作等方面
的困难$全国各地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也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
加大帮扶力度$

今年春节期间!全国很多地方又通过
多种形式开展关爱慰问道德模范和身边
好人的活动$ 浓浓关爱!让道德模范感受
到无限暖意$

道德的升华永没有终点$随着评选表
彰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活动的开展!道德
的接力棒将在华夏大地更广泛传递$新世
纪的中华文明!必将增添新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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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针对日本福
岛核事故可能对我国的影响! 国家核事故应
急协调委员会 ,月 )"日权威发布)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 ,月 )"日通报!福岛
第一核电站状况" 现场及周边环境辐射监测
数据较前没有明显变化$

我国内地环境辐射水平和食品抽样监测
结果较昨日没有明显变化$ 饮用水抽检监测
无异常$ 公众不需要采取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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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最大食品企业中粮集团与代表世界
食品业最高物流标准的美国 01234561 公司
'"日宣布!未来 '+年将在我国北京"上海等
地建设七大食品物流中心! 打造领先全国的
食品店品供应链$

根据 '" 日在此间签署的协议!中粮集
团与美国 01234561 公司将在北京投资成立
中粮世通供应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从
事中国境内食品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相关业
务$未来 '+年!中粮世通供应链将在北京%

上海%深圳%成都等大中城市建设 & 大物流
中心!形成覆盖全国主要城市的物流网络$

其客户定位为以麦当劳% 百胜为代表的高
端连锁餐饮企业! 以沃尔玛为代表的大型
连锁超市% 知名食品生产制造商以及中粮
集团内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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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记者从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了解到!据
气象预报!,月 '"日至 '&日!我国长江以南
大部地区自北向南将出现一次移动性降水过
程!西南东部%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累积降
水量 #+至 ,+毫米! 其中贵州南部% 湖南中
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广东东部
等局地降水量 "+至 .+毫米$

目前!江南%华南已经进入汛期!西南地
区也即将进入汛期$ 国家防总 '"日向贵州%

湖南等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和长江%太湖%珠
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加
强应急值守!密切监视雨水情!加强预测预报!

全面落实责任制!强化中小河流%水库的防洪
保安和山洪灾害的防范措施! 按照预案有针
对性地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确保防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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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记者从鞍
山市委宣传部获悉!',日制造了连杀 '+ 人
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

据介绍! 犯罪嫌疑人周宇新逃窜到辽宁
省营口市所属的鲅鱼圈开发区红海市场附
近!'"日 '"时 "+分被抓获!经初步审讯!他
交代了杀害 '+人的犯罪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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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日上海浦东新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 上海正在开展对以迪士尼乐园项
目为核心的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战略规
划研究$

位于浦东新区中部的上海国际旅游度
假区规划面积约 #+ 平方公里!其中以迪士
尼乐园和配套设施为主的核心区约 & 平方
公里!外围还有 '* 平方公里$ 上海国际旅
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卫明说!. 日上海
迪士尼度假区的开工也标志着上海国际旅
游度假区的建设正式启动! 目前管委会正
与有关部门开展战略规划研究! 重点研究
核心区与外围区域如何形成协同发展%良
性互动的关系$

据介绍!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将围绕上
海建设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发展目标! 重点
培育和发展主题游乐%旅游度假%文化创意%

商务会议%商业零售%体育休闲等产业!按照
环境宜人%交通便捷%低碳集约的要求!打造
旅游休闲胜地和服务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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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目前!部分地方的婚姻登记机关试点开展*婚
礼式+颁证服务!引起一些媒体的关注和讨论$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有关负责人 '"日回
应说!结婚登记颁证仪式坚持自愿原则!免费
颁证$ *婚礼式+颁证仪式只不过是个别地方
形象化的说法! 这与当事人是否再举行婚礼
没有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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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自去年 '+月以来!广东大部持续少雨!为
"+年来第 #少雨年$受此影响!广东 .-市县
出现干旱! 其中粤东和珠三角地区出现气候
重旱到特旱$ 气象部门预计 ,月旱情将继续
扩大!可能影响早稻种植$

广东省气象台助理首席预报员梁健
说!自 #+'+ 年 '+ 月以来!广东全省平均降
水量仅为 #+-/# 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少五
成多! 为 '("' 年以来同期第 # 个少雨年!

全省五分之一县市破历史同期最少降水记
录$其中粤东地区降水偏少更严重!雨量仅
为 '++ 至 #++ 毫米! 与常年同期相比偏少
六至八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