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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峣） 民间中医有望
“转正”、 开中医诊所更加方便、 中
药材质量将全程监管、 伪中医养生
专家将无处遁形……备受关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将于 7
月 1 日正式实施。 不仅将推动中医
药产业的快速、 健康发展， 也将提
升中医药的影响力， 为全球健康服
务提供中国方案。

■ 民间中医可持证
民间中医中有很多人具备一定

的临床技能和经验， 为基层百姓提
供了必要的中医药服务， 但民间中
医往往是通过师承、 家传等方式培
养， 现有医师资格考试难以评价其
真实水平。

中医药法在充分考虑医疗安全
风险的基础上， 对师承方式学习中

医和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
员， 开辟了通过实践技能及效果考
核即可获得中医医师资格的新途
径 。 这对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
力、 壮大基层中医药服务队伍、 方
便人民群众就医具有重要意义。

据专家介绍， 今后成为中医医
师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医药院校
培养的学生， 二是规范师带徒的人
员和确有医术专长的人员。

■ 中医诊所更好开
获得合法执业资格的民间中

医， 大多在诊所执业， 而且中医诊
所主要是医师坐堂望闻问切、 服务
简便。 因此， 中医药法将中医诊所
由现行的许可管理改为备案管理，
改变了一直以来以行政审批方式管
理中医诊所的模式。

据业内人士介绍， 今后举办中
医诊所的， 报拟举办诊所所在地县
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备案后即可开展
执业活动。 在审批制管理下， 中医
诊所的场地必须长期固定并且符合
相关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从审批改
为备案， 开诊所所需等待的时间将
缩短。

■ 养生“砖家” 要担责
苗医传人、 北大专家、 养生保

健专家、 蒙医传人……近日， 冒充
多个专家身份、 卖各类 “神药” 的
刘洪斌 “虚假医疗广告” 事件引发
关注， 凸显出养生保健服务行业的
乱象。

对此， 中医药法规定， 国家发
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支持社会力
量举办规范的中医养生保健机构。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 标准由国
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制定。

专家认为 ， 随着中医药法出
台， 规范中医养生保健行为将有法
可依， 针对中医诊所和中医医师非
法执业、 医疗机构违法炮制中药饮
片、 违法配制中药制剂、 违法发布
中医医疗广告等违法行为规定明确
的法律责任。

■ 药材质量有保证
为确保中药材质量安全， 中医

药法规定： “国家制定中药材种植养
殖、 采集、 贮存和初加工的技术规
范、 标准， 加强对中药材生产流通全
过程的质量监督管理， 保障中药材质
量安全” “严格管理农药、 肥料等农
业投入品的使用， 禁止在中药材种植
过程中使用剧毒、 高毒农药”。

����� “阿婆 ， 你把体温表夹紧
……” 近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卫生室， 一
个俊朗的青年村医正为一位苗家
阿婆看病。

39 岁的村医刘青书， 精心守
护着苗寨群众的健康， 是乡亲们
最亲最爱的 “玛汝医生” （苗语，
“好医生” 的意思）。

去年 11 月， 该村梨子寨一
位 70 多岁的老人病重， 无法到
卫生室就诊。 刘青书得知后， 连
续两个月每天至少 3 次背着药箱
上门治病。

村民施六金告诉记者， 去年
冬天的一天深夜， 他老母亲突然

晕倒， 闻讯飞奔赶来的刘青书顾
不上喘一口气， 连忙进行应急施
救。 “那天， 要不是青书赶来，
我怕是再也见不到娘了！”

刘青书的父亲是一名老中
医。 1999 年， 刘青书从衡阳市卫
校毕业后， 回到村里开始跟着父
亲行医。 10 多年来， 刘青书始终
把孤寡、 留守老人与贫困家庭作
为重点关注对象。

“有钱没钱， 治病在先。” 村
民杨超文说， 以前家里穷， 每次
看病都欠着医药费。 有时一年半
载他都拿不出钱来， 刘青书也从
不催促。 2014 年， 花垣开始精准
扶贫工作， 县里筹资对各村卫生

室进行升级改造， 免费配备听诊
器、 血压计等常用医疗设备， 还
统一配送药品， 实施免费治疗。
刘青书特意把家里最好的一间房
腾出来， 用作医疗室。

今年 2 月， 湖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进村设立远程医疗点， 刘青
书又腾出家里的一间房， 用来放
置设备。 村民们患疑难杂症， 他
及时打开电脑视频窗， 联系省城
专家进行 “面对面” 诊断， 然后
在专家指导下为患病村民治疗。
70 多岁的苗族老支书杨伍玉说：
“我们脱贫了， 也有青书的功劳，
他是我们十八洞的 ‘玛汝医生’！”

通讯员 吴红艳 彭业忠

������本报讯 (通讯员 周蓉荣 周燕 ) “期
末学习特别紧张， 实在不想因为我个人原
因耽误同学们读书。” 6 月 26 日， 因患心
梗躺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心内三科病床上的
徐老师说， “半个月前身体就特别不舒服
了， 我想坚持下， 等学生们考完期末再来
看病， 结果没熬得住。”

45 岁的徐老师是某中学班主任， 半
月前步行 400 米左右就开始胸闷、 呼吸困
难， 休息数分钟后方可缓解。 因恰逢期末
考试冲刺之际， 为了不耽误同学们的学习
进度， 徐老师拖着迟迟未能就医。 近日，
徐老师晚自习后回家， 刚一到家就开始胸
闷， 随后开始胸痛、 出汗、 心慌、 恶心、
呕吐， 家人马上将她送往医院， 心电图显
示急性广泛前壁心机梗死， 需要立即进行
手术治疗。 医生在无创呼吸机+主动脉球
囊反搏仪的支持下植入一枚支架， 这才从
死神手上将徐老师抢了回来。

湖南省人民医院胸痛中心副主任医师
张宇介绍， 烟酒过度、 暴饮暴食会诱发心
梗， 其实过度劳累和压力过大也会诱发。
比如一个人时常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时，
会大量分泌肾上腺素， 导致血管收缩、 心
跳加快、 血压上升， 交感神经兴奋， 这很
容易引起心梗发作。

中医药法 7 月 1 日实施

为健康服务提供中国方案

劳累过度
可引发心梗

十八洞村的“玛汝医生”

������� Tam� Truong� Don-
nelly 是加拿大卡尔加里
大学终身教授、 博士生
导师， 对于护理学科建
设和护理研究有非常成
熟的经验和深刻的见解。
2017 年她成为了湖南省
的“海外名师” 特聘专
家， 受聘于南华大学护
理学院， 每年她将在南
华大学进行不少于 30 天
的教学、 讲座等工作。 6
月 27 日， Tam� Truong�
Donnelly （中间穿黄衣服
者） 在给南华大学护理
学院师生们上课。

通讯员 曹正平 何平平
摄影报道

更安全？
夏天，如何吃贝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