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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黄江星
记者 胡瑾中）“有了市中医医
院提供的预防新冠肺炎的中医药
配方，员工们就能更安心地投入
到工作中去了。”2月下旬，市中
医医院开通了中医药助力企业复
工复产的订购平台，市幸运草电
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诸先生便毫不
犹豫地为员工们订购了香囊、肺
炎预防汤剂、中药代茶饮、艾熏
等一批中医药防疫方剂，通过中
药“护体”，确保复工复产顺利
进行。

“目前我们公司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基础上，生产正在逐步恢
复，由于职工人数较多，在这个
关键时期复工，说实话还是挺担
心的。”诸先生在电话中坦言，
他一直以来很关注和信任中医，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下复工复产，
企业员工的健康安全更是企业负
责人关注的焦点。为积极落实上
级有关全面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十
项举措的文件精神，市中医医院
举全院之力，组织人员精心策

划，第一时间向企业推出防疫香
囊、肺炎预防汤剂、中药代茶
饮、艾熏等多剂型中医药预防特
色方剂，并制定详实可行的服务
方案和简便的操作流程，实行线

上下单，快递上门，减少人员流
动，方便企业收货，切实为复工
复产保驾护航。

该平台自 2月 25日开通以
来，得到了市工商联的大力支

持，在全市中大企业范围内进行
了通告。截至目前，已有10多
家企业发来近千份中药防疫方剂
订单。为保证及时将方剂送达企
业，让企业员工尽早服用，医
院统筹安排人员加班加点、审
慎核对确保质量、开通服务电
话随时接受咨询，以实际行动彰
显中医人服务企业的效率和速
度。

中医认为新冠肺炎属于“湿
疫”，需要施以祛湿辟秽、清热解
毒之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据市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任康年
松介绍，健康人群的预防以补正
气为本。预防茶饮一号方中用黄
芪补气以抵御外邪，金银花清热
解毒，苏叶、佩三、陈皮理气祛湿，
罗汉果、芦根养阴润肺。预防一
号方参照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的
推荐用方，以玉屏风散补气为基
础，金银花、连翘清热解毒，藿香、
草果袪湿，甘草、罗汉果润肺。两
个方功效相近，企业可根据实际
需要自主选择。

让中药飘香在生产一线

市中医医院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胃主受纳与腐熟水谷，胃以降
为和，是指接受和容纳饮食物，经
过胃的初步消化，下行入小肠，进
一步消化吸收。脾主运化、主升
清，是把饮食物化为精微，并将精
微物质转输至全身。因此，脾胃被
称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
源”。脾胃不仅关系到人体的消化功
能，更影响全身脏腑功能。

脾胃虚寒的原因很多，有些是
人体功能减退的一种表现，但有些
是疾病的综合表现。常见的原因有
阳虚体质、气虚体质，或劳倦过
度，或饮食所伤，或过服寒凉药
物，或久病脾胃受损，或肾阳不
足、失于温煦。

脾胃虚寒导致脾胃功能失调，
中焦虚寒，主要症状有肚腹怕冷或
冷痛、恶心呕吐、大便溏烂等症
状，常常出现迎风受凉或进食寒凉
食物而诱发，或者夏季改善而冬季
加重的特点，多伴有四肢不温、喜
欢热性食物、疲劳乏力等症状。

脾胃虚寒人群应多进食热性食
物和健脾胃的食物，避免寒性食
物。热性的食物具有温阳补虚、温
补脾胃、暖肾散寒的功效，常见的
食物有辣椒、胡椒、花椒、八角茴
香、小茴香、丁香、干姜、蒜、生
姜、葱、韭菜、羊肉、鸡肉、狗
肉、鹿肉、鸽蛋、鳝鱼等。健脾胃
的食物具有健脾益气和理气化湿的
作用，常见的食物有大枣、粳米、
扁豆、山药、米仁、陈皮、佛手、
白萝卜、橙子、莲子等。寒性食物
具有清热解毒、滋阴润燥等作用，
但同时伤阳，容易诱发症状和加重
疾病，常见的食物有贝壳类海鲜、
香蕉、百合、苦瓜、绿豆、荸荠、
苹果、甘蔗、茭白、苦菜、莲心、
绿茶、葡萄、桑葚、西瓜等。

饮食养生形式包括药膳、药
茶、药酒等。药膳制作方法包括
炖、焖、煨、蒸、煮、炒、熬等。
饮食养生举例如下。

1.药膳：羊肉粥、莲子羹、山
药粥、糯米大枣粥、鲫鱼生姜汤等。

猪肚胡椒姜枣汤：
【原料】 猪肚 1 具，胡椒 30

粒，生姜4片，红枣4颗，味精、

精盐各适量。
【制作】①将猪肚去油脂，用精

盐反复搓洗干净，把胡椒放入肚
内，用线扎紧肚口；姜枣分别洗净
后，枣去核，备用。②把上述加工
好的全部用料一起放入锅内，并加
适量清水，先用武火煮沸后，去浮
沫，再改用文火煮2小时后，加味
精、精盐调味即可。

2.药茶。
生姜红糖五味茶：
【原料】 生姜 3 片，五味子

10g，乌梅2枚，煨诃子10g，红糖
适量。

【制作】前四味药物加适量水煮
5分钟，加入红糖，代茶饮，每天3
次。

3.药酒。
茴香酒：
【原料】 小茴香 100g，白酒

250ml。
【制作】小茴香入酒中封闭浸

泡，1周后酒色呈淡绿色时即可饮
用。每日2次，每次适量饮用。

由于疾病不同、中医证型不同
和体质差异，中医饮食养生各有不
同，存在个体差异，不能一概而
论。例如，消化性溃疡，中医辨证
为脾胃虚寒，具有脾胃阳虚兼肝旺
体质，不能一味地服用热性食物如
辣椒、干姜等，容易助长肝火旺
盛而出现面肤痤疮、舌痛等“上
火”症状，且可能诱发消化性溃疡
并发出血。

脾胃虚寒的养生，除饮食养生
外，还可借助情志调节、艾灸疗
法、穴位贴敷等养生方法，必要时
借助中药调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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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擅长胃肠疾病、慢性疾病和
亚健康状态
的中医药调
治。

脾胃虚寒的饮食养生
康年松

本报讯（通讯员 俞雯雯）3
月9日下午，市中医医院举行了
简短的欢送仪式，欢送骨伤科主
治中医师朱勇、显微外科主治中
医师茅渊、内科主管护师刘永华
赴贵州省兴义市人民医院开展为
期半年至一年的援医协作工作。

做好援黔工作是积极响应党
中央、国务院持续深化东西部扶
贫协作、促进六项重点工作及时
推进的一项重要举措，卫生人才
援黔是此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市中医医院一直以来积极响
应这一政策，已先后派遣韩旭
丰、张金晶、董娜萍、钱一铭等
四名医护人员赴黔进行半年及以
上的对口协作工作，尽管现在处
于疫情防控期，医院仍积极响应
上级号召，开展支医援黔工作。
经过前期的主动报名、组织甄
选，朱勇、茅渊、刘永华被选为
第三批远赴兴义市对口协作的医
务人员，即将开启为期半年至一
年的支医援黔工作。

“此次援黔不仅仅是三位同志
的个人行为，更代表了余姚中医
人对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有效实
践。”欢送会上，医院党委书记桑
建列代表医院对义无反顾担负援
黔重任的三位同志表示感谢和敬

意，称赞他们积极响应组织号
召，充分体现了舍小家、顾大家
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意识。同时，
对三位同志所在科室及家属的大
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表示
医院将在工作上、生活上为三位

同志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后
勤保障，为他们在黔工作期间解
除后顾之忧。他希望三位同志在
援黔工作中不负全院干部职工重
托，积极发挥自身优势，能够在
生活上快速融入，顺利突破语言

关、饮食关；虚心学习兴义市人
民医院好的经验，能够将自己所
学与当地实际相结合，不断总结
提炼，为当地人民健康贡献余姚
中医人的智慧和力量，为医院增
光添彩。

健康扶贫 助力脱贫攻坚

市中医医院又一批医护人员赴黔支医

本报讯 （通讯员 黄江星
记者 胡瑾中）“报告总指挥，
市中医医院医共体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应急处置演练已准备就绪，
人员已全部到位，请指示。”“演

练开始！”3月4日下午2时，随
着市中医医院副院长王伟的一声
令下，市中医医院医共体举行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演练
拉开序幕。相关业务科室及各分

院代表参加观摩演练。
演练假设住院部11楼骨伤

科 42床患者李某自觉有发热、
咽痛，按呼叫铃告知责班护士。
病区护士及值班医师迅速到位，
开展相关问诊和检查后，汇报科
主任及护士长。科主任汇报“一
号通”，随即启动应急处置。医
务、院感、公卫、放射、检验、
总务等相关科室紧急联动，立即
做好防护措施，对患者进行隔离
安置，同时开展院内专家会诊，
不能排除新冠肺炎，建议行核酸
检测。“一号通”汇报分管院
长，经同意后转定点医院进一步
诊治。公卫科开展流调、院感科
指导终末消毒等后续处置。本次
应急处置演练准备充分，整个过
程反应迅速，流程规范，切合临
床实际，达到了完善流程、规范
操作、提升能力、提高意识的预
期目的。

反馈会上，医疗、院感、护
理以及公卫科方面的专家对演练
过程给予点评。院领导在总结发
言时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处于关
键时期，随着日常医疗活动的逐

步有序恢复、企业复工返工人员
大量流入及周边国家疫情快速发
展，输入性疫情的风险日益增
加，院内的防控压力骤然加大，
全院全员要保持疫情防控战时状
态，提高防控意识，加强全院全
员全岗全程培训，按照“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
早治疗”的工作原则，梳理相关
服务、医疗、转院、转诊等流
程，加强环节管理，规范有效地
开展疫情防控，共同努力做好医
共体内的疫情防控工作。

市中医医院医共体

举行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演练

■本报通讯员 黄江星

《黄帝内经》
中的《灵枢·官
能》 说“针所
不为，灸之所
宜”。这说明
早在 《黄帝
内经》 中就
有艾灸治未病
的说法，即采
取预防或治疗手
段，防止疾病发
生、发展的方法，
是中医治则学说的基本
法则。艾灸身体稍感不适处
穴位，治病于未然。

金阿姨是艾灸治疗过敏性鼻炎
的受益者。今年51岁的她，患过敏
性鼻炎已经快十年了，每年春季，
打喷嚏、鼻塞、流清鼻涕、眼睛发
痒等不适症状总是陪伴她。经过敏
原检测，金阿姨有十多种物质过
敏，其中包括常见的花粉、虫螨、
油漆等，这令她生活十分不便，更
不敢看花赏景……虽然服用药物氯
雷他定片，金阿姨能缓解症状，但
是服药后她总是感觉乏力和胃肠道
不适。自从去年在市中医医院中医
传统疗法中心尝试艾灸治疗两个疗
程后，金阿姨的上述过敏症状就明
显减轻。

那么，什么是艾灸治疗，常用
的艾灸方法有哪些呢？市中医医院
专家告诉笔者，艾灸治疗是指点燃
用艾叶制成的艾炷、艾条等艾灸材
料，用热刺激人体的穴位或特定部
位，通过激发经气的活动来调整人
体紊乱的生理功能，补充身体阳气
并将寒气排出体外，从而达到防病
治病目的的治疗方法。目前该院常
用的艾灸治疗方法有以下几种。

艾箱灸：为温和灸，有操作简
便，灸治面积大，不怕灼伤人体的
特点。中医传统疗法中心根据人体
工学设计适合身体各部位大小的艾
灸箱，治疗时可根据施灸部位选择

合适的艾灸箱，点燃艾
条置于灸箱中，将灸
箱放在相应的穴位
或不适部位，以
患者感到皮肤
温热舒适而不
灼痛为度。艾
箱灸能通过经
络的传导，温
阳补气、消瘀
散结、健身防

病。
雷火灸：是由

赵时碧所创的改雷火
神针实按灸法为明火悬

灸的疗法，雷火灸条不是单纯
的由艾叶组成，它是由多种名贵中
药材按比例组合而成，包括麝香、
羌活、乳香、没药、木香、沉香、
干姜、陈茵等，加上艾绒制成艾
条，用悬灸的手法施灸于穴位上。
这些中药材在碳化后保留了原有的
性味及功效，具有药效峻、火力
猛、渗透力强、治疗面广等优点；
雷火灸利用药物燃烧时产生的热
力，红外线辐射力和药化因子、物
理因子，通过脉络和腧穴的循经感
传共同作用于病灶及穴位，将邪气
直接排出体外，促进局部的血液循
环，减轻患处的充血水肿，从而达
到除痹止痛、祛风散寒、行气活血
的作用。

火龙灸：是中医传统特色疗法
之一，广受患者欢迎，是一种独特
的大面积灸法，因其操作起来形似
火龙，热力持续深且广，如龙之有
力而得名。市中医医院中医传统疗
法中心在传统火龙灸的基础上加以
改良，将隔姜灸与传统火龙灸完美
融合，治疗范围推广至督脉及足太
阳膀胱经，上至大椎穴，下至腰骶
部，通过循经点燃艾绒，再配合自
制温阳药酒，使药力能深入渗透到
相应经穴，从而达到激发经气、温
经通络、调和阴阳的作用。

针所不为 灸之所宜

中医专家教您
“艾”护健康

市中医医院中药房配置防疫茶饮。

院领导与援黔医师护士合影留念。

演练时医生在为“患者”治疗。

市民金阿姨在市中医市民金阿姨在市中医
医院传统疗法中心接受艾医院传统疗法中心接受艾
灸治疗灸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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