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天气转凉，又到了一年膏方
滋补的时节。秋冬季节用膏方进
补，具有补虚扶弱、防病治病等作
用。但服用膏方的时间、方式都
有讲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适
合。日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海口分院
（海口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组织
开展了“中医养生 共享健康”第
一届中医文化暨中医养生节义诊
宣传活动，医院首次引入膏方，成
为海口市民追捧的亮点。

膏方进补需辨证施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
西医结合医院海口分院（海口市
中医医院）执行院长胡建东介绍，
膏方，又叫膏剂，以其剂型为名，
属于中医里丸、散、膏、丹、酒、露、
汤、锭八种剂型之一。膏方一般
由20至40味左右中药组成。

在中医理论里，膏方是一种具
有高级营养滋补和治疗预防综合
作用的成药。它是在大型复方汤
剂的基础上，根据人的不同体质、
不同临床表现而确立不同处方，经
浓煎后掺入某些辅料而制成的一
种稠厚状半流质或冻状剂型。

膏方既有滋补身体的作用，
又有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功效，如
处于慢性损耗性疾病的过程中
或大病后、身体虚弱时，可以采
用膏方调治。膏方进补的最好
季节是冬季，其他季节也可服
用。近现代膏方在上海、江浙及
广东广泛使用，尤以上海为甚。

胡建东提醒，进补需辨证施
膏、因人而异，不能盲目使用。

服用膏方期间需忌口

值得注意的是，膏方是针对
个体状况、体质状态而定的，必须
在医生指导下选择服用。而且膏
方不宜与常服药同服，可间隔1~
2小时服。

另外，服药期间需“忌口”，一
般应忌食生冷、油腻、辛辣等不易
消化及有特殊刺激性的食物；服
滋补性膏方时，不宜过量饮茶；某
些膏滋药还忌食某些食物，如服
含人参的膏时忌食生萝卜，服含
首乌的膏时，忌猪羊血及铁剂。

新近患有感冒、咳嗽之人，宜
暂时停服；胃肠不适者，应停服一
两日，若腹胀可冲服陈皮水等。
已明确怀孕后，不建议继续服用
膏方。急性病和感染者，慢性病
急性发作者，也应该暂停服用。

评选结果将于投票结束后在海南日报、海
南日报微信公众号、南海网公布，敬请留意。

严禁刷票行为，主办方将对投票进行实时
监控，经核查确认刷票的票数将做清零处理。

好医护前十名人选，若投票环节出现同一
家医院有两名或以上人员，原则上保留1名总
成绩最高者（投票+专家评审组意见），其余人
选进入“海南好医护”优秀提名奖。

投票结束后，将由有关部门核查，若参评人存
在商业贿赂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取消评选资格。

本次活动将秉着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欢迎广大市民、网友踊跃参与

南海网网络投票

点击网页
http://hd.hinews.cn/2/hyh2017_in -

dex.php，在选手下方直接点击投票。

海南日报微信公众号（hnrb1950）投票

进入海南日报微信公众号（hnrb1950），点
击底部导航栏的“好医护投票”，找到您心目中
的好医护，点击投票。

短信投票

海南手机用户编辑短信内容：您支持的候
选编号发送至1062886622，发送成功即可收
到成功参与的回复短信。

电话投票

海南电信固定电话拨打16882223即可
投票，请按提示音进行操作，资费1元/票。

四种投票方式

在我省卫生计生系统工作的医护人员，具
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风范，热爱医疗卫生
工作，爱岗敬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
有执业（助理）医师、乡村医师资格、执业护士资
格；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真诚为患者提供优质服
务，深受同事、病人及家属的肯定和赞扬，无私
奉献，事迹感人；廉洁行医，拒收红包，无商业贿
赂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无重大差错事故。

严禁刷票行为，一经发现，取消评选资格。

总成绩=投票总数+专家评审组意见，其中
投票数量占总成绩百分之四十，专家评审组意
见占总成绩的百分之六十。

海南日报微信公众号 南海网

投票时间
2017年12月14日9：00-2018年1月4日17：00

投票规则

投票方式

评选规则

扫码投票

评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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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符王润）2017年
度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
型活动投票正火热进行中。在投票
过程中，本届好医护候选人的故事再
次引发关注热潮。

12月14日，投票平台开放首日
就进入了火爆状态，截至到12月14
日晚上9时，仅海南日报微信公众号
的投票渠道阅读量就超过3万余次。

“76岁的老乡医还坚持定期为
村民出诊，真是令人感动。正是这
些基层乡医的坚持，方便了我们村
民看病，要不然有个头痛脑热的还

得往县里跑。我要每天坚持为这位
老乡医投票。”虽然并不认识此次活
动的候选人——澄迈县永发镇永丰
村乡村医生陈仕楷，但海口市民林
国民却在读到陈仕楷的故事后感动
不已，并在微信朋友圈发送了这样
一条微信。

在南海网网络投票平台和海南
日报微信公众号投票平台，活动主办
方都刊登了好医护候选人的事迹，让
更多读者深入了解每一位候选人的
故事，以便他们选出心目中事迹感人
的好医护候选人。

“我们无论什么时候给蒋主任打
电话，只要他不忙，都会第一时间接
电话的。有时候孩子发病了，我们着
急也不管大半夜的就打电话咨询他，
他都很耐心地解答，真的非常感谢蒋
主任。我一定要为蒋主任这样的好
医生投票！”因为自己的孩子患有精
神疾病，陈女士需要经常打电话与海
南省安宁医院的主任医师蒋陆平联
系，咨询孩子的病情。自活动投票开
始，陈女士每天都会为蒋陆平投票，
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据了解，截至12月27日下午4

时，南海网投票平台总投票数为
200万余票，海南日报微信公众号投
票平台访问量超过100余万人次，投
票共137万余票。

活动主办方有关负责人特别指
出，社会大众的网络投票结果并非
2017年度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
医护”活动的唯一评选依据，也不是
权重最高的评选依据。本次活动中，
网络投票结果加上专家评审组评判
结果，才能得出最终的活动评选结
果。

据介绍，本次活动投票系统具有

监控功能，当检测出有刷票等异常行
为时会提示工作人员进行调查。一
经查实某位候选人存在刷票行为，将
取消其参选资格。各位候选人不要
轻信任何所谓“公司”所说的有偿协
助投票服务，谨防上当受骗。

“活动主要是重在参与，也是让更
多群众能够了解我们医护这个群体。
我也有不少亲朋好友和患者为我投
票，这些都是他们出于个人感情为我
投出的珍贵一票，也是对我的一种认
可，我非常感谢他们。”一位活动候选
人表示。

2017年度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活动火热投票中

一张张选票 一份份感动

中医药发展的海南“良方”

不少人认为，此次大会交流可
谓一次良性开端，不仅让诸多传统
医学领域专家关注到这块充满无限
可能的宝地，更让人们聚焦于此，为
海南的传统医学产业发展和局限，
对症下药，开出一剂良方。

张士卿表示，传统医学中不仅
有治病诊疗的处方，还包括修养身
心的论述，以及太极拳、五禽戏等养
生功法，适宜与康体旅游、养生旅游
相结合，“将发展传统医学产业与建
设宜养宜居的‘健康海南’相结合，
将事半功倍。”

“传统医学涵盖内容十分广泛，
有一个成熟的康养体系，能够与海
南的健康、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
其实，在建设全域中医药健康旅游
示范区的实践中，海南不缺亮点。”
徐清宁对三亚市中医院开展的“中
医疗养游”项目十分赞许。

助推产业发展，还需完善的顶
层设计。“针对海南中医的发展，目
前我省已经进行完善布局。”徐清宁
透露，今年4月，海南省政府印发《海
南省贯彻<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
要（2016-2030年）>实施方案》。

《方案》要求，通过坚持提高中
医医疗服务能力，大力发展中医养
生保健服务和实施中医药人才培养
工程等九大方面工作，促进中医医
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旅
游各领域全面协调发展，中医药标
准化、信息化、产业化、现代化水平
不断提高。

“全省各相关部门正在加强协
作，争取到2020年，我省基本形成
具有海南特色的中医药发展模式，
成为全国中医药健康旅游和服务贸
易发展示范省份。”徐清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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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推出

2017年度
“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

大型公益活动

1.补虚扶弱：适合气血
不足、五脏亏损、体质虚弱，
经常感冒者及亚健康人群；
肿瘤放化疗后处于康复阶段
者；因外科手术、产后及大
病等出现各种虚弱症状者。

2.延年益寿：中老年人
由于机体各脏器功能随着年
龄增加而逐渐下降，进补膏
方可以养颜美容、延缓衰老、
强身健脑、提高免疫力。

3.纠正亚健康状态：适
合因生活不规律，体力、精力
透支，出现头晕腰酸、疲倦乏
力、睡眠欠佳、头发早白等处
于亚健康状态者。

4.防病治病：适合各种
慢性疾病，如反复咳喘、过敏
性鼻炎，哮喘、慢性胃炎、颈
肩腰椎痛、贫血、失眠、月经
不调、不孕不育、更年期综合
征等疾病者。

专家共论我省传统医学发展——

中医疗养游 海南开良方
冬季进补服膏方
因人而异有讲究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赵锐

日前，“道以导心 德以
得体”首届海峡两岸南宗道
教养生体验交流大会在定
安文笔峰开幕，并进行为期
一个月的大型义诊活动。
此次交流大会吸引了来自
北京、四川、甘肃等省市的
百余名传统医学领域专家
齐聚海南，他们针对传统医
学传承、健康产业发展等主
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传统
医学发展的海南“药方”。

传统医学尝试现代化

“在义诊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传
统医学在海南有极广泛的群众基
础。”京城“四大名医”施今墨再传弟
子，拥有40余年中医药临床工作经
验的安宝华第一次在海南开展义诊
活动。

出乎安宝华意料的是，此次义
诊的火热度和群众参与度极高。他
表示，海南本地居民对传统医学的
治疗手法和治疗理念都表现出极高

的认同感。
“传统医学追求天人合一、阴阳

平衡和五行和谐，这样的理念与中
国优秀传统思想的价值观一脉相
承。”全国名老中医张士卿认为，传
统医学中根据个体差异以及时令、
节气等环境因素而调理、防治的理
念，与群众的生产生活习惯相契合，
所以能得到认同。

传统医学中如煎药等手段耗时

费力，安宝华介绍，为了促进传统医
学适应紧张、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提
升竞争力和普及率，近年来，传统医
学坚持天人合一理念的基础上，开
展了不少现代化尝试。比如，单味
中药配方颗粒等各类免煎中药的出
现和推广以及利用现代化科研手段
提取中草药中的有效元素，如诺贝
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提取青
蒿素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人才缺口仍不可小觑

“传统医学在海南具有极大需
求量，但在问诊群众的反馈中，我
发现目前当地的传统医学人才缺
口极大。”安宝华透露，七成左右的
问诊群众表示，基层看中医难，尤
其是乡镇一级，既没有中医机构，
也没有中医医生。

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海南
每万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含助理）
医师2.13人，远低于国家3.06人的
标准，我省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三。

“传统医学人才缺乏，尤其是
基层人才的缺乏，极大限制了海
南传统医学发展。”省中医药管理
局副局长徐清宁表示，海南传统
医学人才缺乏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方面是人才总数少，目前全省
中医类别执业（含助理）医师不足
2000人；同时表现为高层次、高素
质人才稀缺，我省今年仅有两名
医生获评“全国名中医”；此外，传
统医学人才分布极不均匀，多数

聚集在海口、三亚以及各县级医
院，乡镇一级的医院几乎没有配
备中医师。

人才缺口仅是冰山一角，传统
医学在海南的发展面临着多重挑
战。“管理体制还需进一步完善。”
安宝华建议，这需要政府完善政策
法规，从准入、运营、评价、监管等
方面制定配套制度，健全管理体
制，为传统医学提供良性发展的土
壤。

膏方功效及适用人群：

北欧中医药中心游学代表三亚体验中医理疗。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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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数统计截至2017年12月27日下午4时）制图/张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