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 2017年招生计划是多少？
2017 年学校计划在湖南、 广东、 广西、 云

南、 浙江、 四川、 贵州、 江西等 8 省 （自治区）
招收普通专科生 2908人， 其中医学系招 567 人，
护理系招 845人， 药学系招 764人， 康复保健系
招 732 人。 对文理科的进档考生， 体检合格、
符合录取条件， 学校承诺不退档。 学校对各省
(市、 区) 的优惠加分政策在录取时予以认可。
招生专业计划详见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教育测
量与评价·生源计划专辑 》 和学校招生网站
（www.hntcmc.net) 公布的信息。

●学校有哪些专业和办学优势？
学校现有 15 个专业， 今年有中医学、 中医

骨伤、 医学影像技术、 针灸推拿、 康复治疗技
术、 医学美容技术、 护理、 助产、 中药学、 药品
生产技术、 药品经营与管理、 药学 12 个专业进
行招生。 其中针灸推拿专业为全国职业院校健康
服务类示范专业点、 湖南省普通高校 “十二五”
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及省级重点专业， 中药专业为
湖南省普通高校 “十二五” 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省级特色专业， 中药、 护理专业为中央财政支持
重点建设专业。 推拿学科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十二五” 中医药重点建设学科。 中医学、 康复、
医疗美容、 中药制药技术为学校重点专业。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实践技能培养， 校内 6 个
实训中心， 其中药学实训中心为中央财政支持的
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康复保健实训中心为湖南省
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 有附属医院 4 家， 其中附
属第一医院 （湖南省直中医院） 系三级甲等医
院， 是全国首批示范中医医院， 湖南省优秀实习
基地； 有临床教学医院 19 家， 校外实习基地 90
余家， 其中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伤科
医院、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岳阳秀媛堂股份有限
公司为湖南省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学校坚持以素质高、 技能强为人才培养目

标。 学生参加全国中药、 针灸推拿、 护理、 中医
护理、 助产、 康复治疗技术技能大赛多次获得团
体及个人一等奖；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通过率一直
保持在 96%以上。 学校设有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和大学生创业培训基地， 开设有心理咨询师、 育
婴师、 美容师等多个职业的技能培训， 获证通过
率达 95%以上。 优秀毕业生 “专升本” 可以升到
湖南中医药大学、 吉首大学和湘南学院等高校攻
读全日制本科。

产教深度融合， 校企无缝对接。 学校积极开
展校企、 校院合作， 与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老百姓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市本草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 台湾罗丽芬集团分别合作开办了
“千金班”、 “老百姓班”、 “秀媛堂班”、 “罗丽
芬班”。 还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省人民
医院、 湖南省肿瘤医院、 湖南省儿童医院合作开
办专科护理班， 共同培养对口专业人才。

学校注重就业基地建设， 构筑了以北京、 珠
三角、 长沙、 株洲、 湘潭等为骨架的人才就业网
络， 与部、 省直多家医疗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湘雅医院、 湖南省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 千金药业等一批知名医药单位成为我校稳
定的就业单位。 学校注重学生素质培养， 着力提
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毕业生年终就业率保持在
95%以上， 并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护理专业 2012
级涉日方向有 9名涉日班学生赴日就业。

●学校的办学性质是怎样的？
学校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集现代教育、

医学科研、 临床医疗于一体的公立全日制普通高
等专科学校。 行政隶属部门是湖南省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 教育主管部门是湖南省教育厅。

●学校的收费情况如何？
学校收费标准严格按照湖南省教育厅、 财

政厅、 物价局批准的学费收取标准执行， 实行
公示、 亮证收费。 药品生产技术、 药品经营与

管理专业每生每年 4600 元， 其他专业每生每
年 5460 元。 学生公寓住宿费标准分别为 600
元-1200元/年， 由学校统一安排。

●学校是否有贷、 奖、 助学金制度？
学校学校设立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建立了以

奖学金、 助学金、 企业奖学金和勤工助学、 助学
贷款、 困难帮扶等多元化扶贫助学资助体系。 学
习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可获得国家奖学金 8000
元/年， 家庭经济困难且成绩优异的学生可申请
国家励志奖学金 5000 元/年。 同时另设有单项
奖、 特困生补助， 提供勤工助学岗位， 帮助学生
与银行申请并办理助学贷款。

●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如何？
随着我国卫生体制的改革， 医药市场越来越

活跃， 为学校的毕业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学校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护理人才定点培养学
校； 已与多个企业和多家医疗卫生单位签订了校
企合作、 联合办学协议， 并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 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省肿瘤医院、 湖南省
儿童医院合作开办专科护理班， 定向输送专门人
才。 进几年学校举办的大型供需见面会上， 岗位
需求数与毕业生数都达到 2:1 以上。 毕业生年终
就业率保持在 95%以上， 在我省一直名列前茅。

●学校在体检上有哪些特殊要求?
������学校按照教育部和卫生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修订的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
见》 中的标准执行。 另外， 各专业均不招收色
盲、 色弱的考生， 对青霉素类药物过敏的考生不

建议报考护理、 助产专业。
●填报志愿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报考我校的考生， 应该第一志愿报考我校，

并服从专业调剂， 以增加录取机会。
●学校的录取方式怎样？ 在第几批次录取？
学校在省招生部门的统一组织下， 实行网上

录取。 湖南省内在高职专科批次录取； 跨省招生
录取批次按照生源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执
行。

●学校的录取原则是什么？
①坚持公平、 公正、 公开的录取原则， 纪检

部门全程参与， 并接受社会监督。 ②学校调阅考
生档案的比例按各省招生部门规定进行， 学校招
生计划视各省生源情况的不同可作适当的调整。
③按照考生报考学校志愿先后录取， 即先录取报
考我校第一志愿的考生； 若第一志愿不满额时，
再录取第二志愿。 ④对于进档考生， 根据考生考
试成绩与专业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考生的录取信息如何查询？
学校将及时公布录取信息。 考生可通过咨询

电话 （0731-28519008； 28519116) 或登录我校
网站、 官方 QQ 群 （617619698) 查询录取结果，
也可在本省招生部门公布的网站上查询。

●如要详细了解学校， 最佳途径是什么？
学校概况、 历年高考录取分数线、 当年招生

计划等重要信息在我校招生网上都有详细介绍，
网址为:www.hntcmc.net。 欢迎广大考生上网浏览
有关资料。

欢迎报考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院校代码： 4377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是由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湖南省教育厅、 株洲市政府共建共管的公立全日制
普通高校。 学校地处中南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 “两型社会” 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株洲市， 正在建设的云龙新校
区距长沙仅 30分钟车程， 是湖南省中医药实用型技能性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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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药膳，均衡营养
对于骨折患者来说， 除了需要

补充高蛋白、 高钙食物外， 巧用药
膳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中
医讲究五色对五脏， 心对应五色
中的红色， 所以应该多吃些红色
的食物， 如红豆、 胡萝卜、 山楂
等， 有利于补心， 促进患者补气养
血。 另外， 中医认为肾主骨， 因
此， 骨折术后恢复期的患者在补
气养血的同时， 还要注重补益肝
肾。 肾脏对应五色中的黑色， 故
要多吃些黑色食物， 如黑米、 黑
豆、 黑芝麻等， 用黑芝麻、 核桃各
半研末冲服， 能强筋骨、 补肝肾，
尤其适合骨折愈合迟缓的患者。

常听音乐，调理情志
夏季天气炎热， 人们容易心烦

气燥， 一些行动不便或卧床治疗
的骨折患者更是如此。 因此， 调
理情志对患者的康复很重要 ， 而
音乐是调理情志的一种好方法 。

《黄帝内经》 认为天有五音———宫、
商 、 角 、 徵 、 羽 ； 人有五脏———
脾、 肺、 肝、 心、 肾， 且五音入五
脏， “宫动脾， 商动肺， 角动肝，
徵动心， 羽动肾”。 心理学也认为
音乐可以调理情绪， 在聆听中让
曲调、 情志共鸣互动， 可以达到
通畅精神和心脉的作用。 这里推
荐几首适合骨折术后恢复期的患
者聆听的音乐 ， 如 《胡茄十八
拍》、 《十面埋伏》、 《阳春白雪》、
《梅花三弄》 等。

运用艾灸，合理调理
中医认为， 寒是万病之根， 湿

是万病之母， 风是万病之首， 火是
万病之华。 在阳气最旺的夏季， 南
方湿气重， 可以运用中医特色技
术———艾灸来调理。 艾条与艾火，
双重阳气作用于人体病灶， 可祛除
体内寒湿， 打通经络， 以达到 “冬
病夏治” 及养生的作用， 常用穴位
为足三里、 三阴交、 神阙等。

坚持锻炼，循序渐进
骨折肢体经过长期固定后， 可

引起关节活动障碍， 甚至完全僵
硬。 功能锻炼目的是预防肌肉萎
缩、 软组织的挛缩和关节僵硬， 恢
复或代偿已失去的功能。 早期功能
锻炼是预防关节活动障碍的主要措
施， 需在医生的指导和家属的陪同
下循序渐进， 持之以恒， 勿操之过
急， 尽早地恢复肢体自主活动， 并
定期复查。

常宁市中医院 滕湘

������磁石 30 克 ， 朱茯神 15
克， 黄连、 阿胶 （烊化 ） 各
10 克， 将磁石、 朱茯神先煎
30 分钟， 再加黄连稍煎后去
渣取汁， 兑入烊化好的阿胶，
睡前乘热摊贴于胸前， 20 分
钟后擦净入睡。 该方可滋阴
降火、 宁心安神， 适用于失
眠属阴虚火旺者。

������丁香 15 克， 半夏 20 克，
生姜 30 克， 丁香、 半夏共为
细末， 生姜榨浓汁， 混合后
调为糊状， 取适量敷于脐部，
盖以纱布 ， 并用胶布固定 ，
适合妊娠呕吐。

江苏省东海县包庄镇
医师 王同翠 献方

夏季骨折难康复
中医调理促愈合

������夏季穿着单薄， 是骨折的高发期， 又因天气炎热， 患者恢复起来会较其他季
节慢， 因此更需要精心调养和护理。 那么， 夏季发生骨折， 患者应该从哪几个方
面进行调理呢？ 常宁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 南詹正骨传承人陈一帆为您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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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 肺、 肝、 心、 肾， 且五音入五
脏， “宫动脾， 商动肺， 角动肝，
徵动心， 羽动肾”。 心理学也认为
音乐可以调理情绪， 在聆听中让
曲调、 情志共鸣互动， 可以达到
通畅精神和心脉的作用。 这里推
荐几首适合骨折术后恢复期的患
者聆听的音乐 ， 如 《胡茄十八
拍》、 《十面埋伏》、 《阳春白雪》、
《梅花三弄》 等。

运用艾灸，合理调理
中医认为， 寒是万病之根， 湿

是万病之母， 风是万病之首， 火是
万病之华。 在阳气最旺的夏季， 南
方湿气重， 可以运用中医特色技
术———艾灸来调理。 艾条与艾火，
双重阳气作用于人体病灶， 可祛除
体内寒湿， 打通经络， 以达到 “冬
病夏治” 及养生的作用， 常用穴位
为足三里、 三阴交、 神阙等。

坚持锻炼，循序渐进
骨折肢体经过长期固定后， 可

引起关节活动障碍， 甚至完全僵
硬。 功能锻炼目的是预防肌肉萎
缩、 软组织的挛缩和关节僵硬， 恢
复或代偿已失去的功能。 早期功能
锻炼是预防关节活动障碍的主要措
施， 需在医生的指导和家属的陪同
下循序渐进， 持之以恒， 勿操之过
急， 尽早地恢复肢体自主活动， 并
定期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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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药膳，均衡营养
对于骨折患者来说， 除了需要

补充高蛋白、 高钙食物外， 巧用药
膳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中
医讲究五色对五脏， 心对应五色
中的红色， 所以应该多吃些红色
的食物， 如红豆、 胡萝卜、 山楂
等， 有利于补心， 促进患者补气养
血。 另外， 中医认为肾主骨， 因
此， 骨折术后恢复期的患者在补
气养血的同时， 还要注重补益肝
肾。 肾脏对应五色中的黑色， 故
要多吃些黑色食物， 如黑米、 黑
豆、 黑芝麻等， 用黑芝麻、 核桃各
半研末冲服， 能强筋骨、 补肝肾，
尤其适合骨折愈合迟缓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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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天气炎热， 人们容易心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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