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0123$45

6789!:;7<=>?@ABCDE% /
F12!G=HI&

@JK! LMNO,/FPQ567R
S% TU+, $"" V/FWHX567OY
EZ[\]@^_`ab #/F123$!c
de/F12% f`abgahi!agjk
almn!iojkpqrY% #/F123$
s/F12tuvw&xy! zs{|}~
����v12��% �@�R�����
�����'�������"

<$�/5+���/F12v��
�!��%�! f¡¢(

O�L@£ #/F123$ 4¤\¥6
7)¦6L@£�§¨#/F}©ª«G¬$
�¥<$)

<$®�¯ °+�/±²³´Hµ�
¶·@¸¹)

<$®�/º»¼+��/½¾/±²
³´Hµ�¿ÀL@V! <$®/±RÁO
YÂ:+,/±RÃ´Hµ�¶·! /±²
ÄÅÆkÇÈÉ�/±ÊI´HË�+�µ
�!®�/ºÂ:+®Ì§ÈÉµ�¶·'Í
ÎS�ÏÐ¶·**

<$®�ÑÒÓVÔÕÖ×Ø( Ù��
/!ÚÛGº% <$Üc Ý:Þß!cà�
:á! c12:âã! äåæç/±12t
u!{|<$èj!+���éêëìíäî
�ç%

!"#$ %&'()*+
<$®�ïÑÒ' ®ðñUòóô×õ

ö÷!�øæù{|]<$úàvûüýþ!
ÿs!"#5S$%&'/±'(S:!)*
+,-ô.Ø% Ù��/!/2¥à!0®ð
v1ã2¥3=%

4ØA(/5Ù!à56% <$®�'®�
¯7�/899Gvà�! 0H�:éê´

Hv-Üã«;<¸GÚ%
®�4�' 4«=®ð>?@5AB�

/´HC*DE²(12s�:FÅ!12s
2Ý!sà�!zs9á!GsHá% Io�/
JK!�¯L5M/2¥à!+N-Lì.O
Pú% QR!12SMÙ/!Ù/SMÙà!Ù
àSMÙ�% �/TK!N-56%

N-sO!12I=% ®�¯ÊUV�W
XYZ[~/±\
]�ß! ^_`/
±aCbc; %&'
Kdef!!#(#! g
h®^_`i)i
`jÇ ) kl '!"
�m') 8noO"
p'*(+ qþrms
Çst%

uvGwx %
yÀGz/±12
tuwx% <$m
s{i|}ù/±
12tu~�uv
��! ���2�
{æ�/±12t
u��) jt�ù
+<$®/±12

tuuv�Ü,+""" �)�æ/±12tu>
���ì!�����yÀ�é���¸ !""
�ú��! ®�/º��6�/±12tu
ã«!��-/±12�Ð¶·$��� '¡
Î��¢n£)+<$*Ã, 12¤¥¦§®
�¨�' ¨«=®ð>?@�®�/ººð
©ª«�VB¬!~�-/±12�Ð¶·$
��~�' /±12®Ñ¸¯°! ±Cw
x!�²³�%

´µH¶·% ®�¯¡�B98<$®
/±12tu´µ¸¹!¨«=®ðã¹ð!
®�¯=ºÑð'®�/ººðã=¹ð!»
Û¶·:9¼% ½¾¿À!Áªô�!�Â/
±12tu%

®�ÑÒÓVÔ5*Ég½O! ÃÄC
ÅÆ/®�/ºvÇÃÈÉýµ! ÊUË�
+<$®�/ºÛ¥Ì�ÍÎÏÐÑÒÓ/
±Ê�vÃ�,Ô�´µ�Õ% ®�=ÑÒ'
®ðñUòÖ¨Û×-ØÙÚ$´Û!ÜJ�
ÄÝ)ÞßTàL@O! Lá´�/¸�â
v´µ!ãä=å¸æØÅöçè¡~!V�

�/±²ÄÅÆ]ä�ß! éê/±²ÄÅ
Æ ,"-�¥]ähZ !+ �æØÅötu!_
I+N--ØÙÚ$ëì%

®�'®�¯²�2s/±12tu!í
�Ù��îï/±²³sð+®®à9Gv
12% $"!! J! +®�ù/±aCbc !(!.
ñq!òó^Çô[À )+(,, gú% ÜJhZ
^_bõ§¨ö $*" q/).ú{²÷ #+"
q/).ú! øù�/TKú^Çô[Àv�
ûü�% ÜJ !/. )! +® %&' ýþTK
!(*-!^¥+,l� !(! ÿN!"!^¥+�
l� "(, ÿN!"%-ØÙÚ$®ð#1$Ì§
Î%+�L@V%

,-.$ /&01232
-12&'«�% ��/±12vÛ(s

/±�È�â�E/±²³)È! È*Uâ
MÈvÚ!¡*N-Ü¡vÚ% $®�/ºº
ð©ª«÷Ä]<$�/úvY+,%

-Î�.!/ïà�% ð01'23'4ö
5'6®'78¸à�2"´9óÒ:¸�â
2"æç/±G;<!óC=>%$"!! J?<
@/±AÎ£  !+#"  ! A/ÆB +0)"()#
gq%

æç/±¤;!îï12% ÜJcT!®
�ÑÒÓVÔ' ®ðñUòé¨óôÅC;
D�/´H!®�¨�'¨«=®ð>?@Ê
U��!áEFD% ¤DÐGsHIÇt'²
Çt'EÇt¸)J±-SÅáK��SLM
NOP�23ª«Çt/±�ß! 5+® #!
ÿQR/±ócT23½¾�SST[UÀ
ÇtV"!³$2Kt�WXÉYð!+®�
Z®Z $++ ÿÅ[23\�½¾! ÅáK�
/±]d6^ $#-)ð:_®è'6®ÇtS
:�`a§/bcJ±;D! d$à�ef
gh'i'Ø'j¸k�l�K/¸'(S:)
®'Zmn�/�â?Ã² !+, ú!ð $$ ÿ
Aopqr7s'#0! {Ätq'!+" {�7
àq'$ ÿuqs�S];D! vwr7x�
K/'²/yr¸zÎS:)2"D@:àt
4':{23½¾¸S$6§Çt'|�}H
:~g/±¸AÎS:!ð + �Z®,�º'
! �ZnO2�æç]Ò:Çt;D!D@A
/ÆB #,0#($. gq%

RÃeD!I/eB% -!$#+0$/±RÃ
m,s�/�âv-���$!s/±12v
-���$% æ� !! JT!+® !$#+0 /±R

Ãm, # g*ÿ!�É�� *""" � !��
éê$� !*"" gq!!$#+0 /±RÃm,v
g�èj��]�G®àv2ã%

�6���µ��^ !$#+0 RÃ�� (
���v�q5��²�<$�¯@! Q�
�J2���f2>����% �²Èº�
o�ÈÉ@�õ���!ÿÇ/��t'Ao
� �¡t?þ $)0"" q! �µ�Ê:Çt
^²% ®/±)F;Dº�ÉRÃ¶!éDI
¢ÈÉ@*Ç !!0"" q% ®/±)F;Dº
0£1¤¢ÈÉ@¥Ý! È¦*Çv !!0""
q§¨ú�µ�%

®à©µ���! �5�2�ª@¸�
«!�nÇ/:3t $$0! q!Çt¬²% ®/
±)F;Dº�ÉRÃ¶!�ú²D%�!
R®�«t¢�¯MÇ/ $"" q! 23�K
ó@D°±²¸ 0! q!�³?
*ÇÆB $""" q% ®/±)F
;Dº0£1¤�¥ÝT´A
/S:! ¦*Çv $""" q§¨
ú©µ�! Èð¢��S23
Çt¤®;D!µ¶·¥%

¸¹N-!12ºà% !! )
! *!»¼½¾'Gp²¿À #""
�nov<$®�/º/±~
?ª«G¬ÝÁÂ�! :+�
L@�% ®�/º¤u¡ÚG
¬! È¦/±ÃI�/±RÃ
mÿ2ÜÄÅÆÇTvÈT¡
~ÅÉã@ÈG¬!Ê�GË!
Ê�[~% ¡~�ÌY� ! Í
*! ¡ÚG¬¨Yu]mÚõ
Î!nº®àDÏ/±�ß'/
±ÛÐ¸! ÑGnº]N-¡
Ú% æñ0O!L�É] * Ò/±£Ó% ��
/º´µÂ/÷! <$®�/º5+�Nµ
Â�/±~?ª«¡ÚG¬! �s/±12
LÔÕª«[~'{|ÖMv@®>R×!§
?<$®/±12tuÖT>v+Û4%

456$ &7819:;
12sÆ% <$/±12tu��lÒ%
ØÙN�s<$kÚ/±12tuvÛ

Ü`�! zs<$�/�â�µ12v@�
��!Ý´/±12ÞKßS%

%$²à!áâãä% ¸�ØÙN�!1
2��å�æT% -ØUçè1Há!Ùôû

l2:é% $ØÙN�ñêéÉ��!<$Ø
ÙN� !# �âë!iÿë¬Gâìcí�=
ðî!æë !$ JcT@Êzï!�sØÙN
�vð$BC;ØÙ12/ñò% ��uv
�óc-c1:á!c28$$:ô!��<$
ØÙN�-12õð$véö%

ØÙN�c-12$:%Y÷8ð$BC
Éø !¦6ùR@�Ý� -'12$,³ú�À
½!¤â³$kg;ª«ú�% ØÙN�¤â
u8/±gú)³�! ?ô¯ûú¼ +" ú!
J±_Iú�ÈÉ�/±vÊ�%

12sð$v�ü% ýí»þÿ!vñ
êéÉÖ¨+A! "#��$´ØÙ12@
ÿ%&'Yv¸(Ú($""# JÖ)!<$6®
v*+,'-'./±@o/K% æØÙN�
0zK/!z�-12$% ôv¼´ú3ñêé
É(-4�ÿÑ5Ú!ô6z7!80êéÉ0 $
íñêzc:"!9/12sÆ% #:;�$v
LQO¶!<=o>!?r@AØÙzK//
2Ý!ºAôØÙë!áT]BCv;��%
<$DEmG6®0QF½K/µG��H
�æI$¥S]% ØÙN�9//±12!@
o¸ÞJK! 5<$G¸ $"" *�6®Où
´�L%

MNGö!g�Þ % <$�/�âÝ´
/±12tuOôP�% ÜJcT!+®æç
/±12tu�Ð¶·��ûÂ! +®?ô

0* �ðÚ$¶·QÃ/±12�Ð¶·!ô
## ���+®/±12tu�Ð¶·Þ�H
±% R@�$¿S<$ØÙN�'<$>TU
�$'¦6�V*6®<$W�ë'<$G~
XYK4'<Z[\,³G]ë'67?�]
ë' v^_`¸ * �¶·a�b:¦6�/
±12�Ð¶·%

12kcd!T�æef% ��/±12
tu!�sÙ/gàvGÚ!hsiü_ v
XÚ% <$�/úC%jÒ©ª«ºðvk
Ø(#½lmdnoô¨pvqX! Ç�êì
r?mzsIvSX$!#2KS!t0Gã%

�*ÝseuC!§²GT@CÈ%

!"# $%& '( )*+

! " # $
!!!<=>?@&781ABC2

,-../012! 345./6789*:;<=!>
?@ABCDEF@GHIJKLM"

,-.=NOPQR9*:;<=SCTU,-?@VW"

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周鑫 责任校对 胡永龙 健康之路9２０12年11月8日 星期四

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胡翠娥

俗话说：“冬季膏方巧进补，来年
开春能打虎。” 随着冬天的来临，越
来越多的人们希望通过膏方的调补
强身健体， 筑起防病治病的铜墙铁
壁。11月6日，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省中医院等中医院拉开膏方
节大幕，中医专家为大家提供免费体
质辨识与体质调理，吸引了上千人参
与。

什么是膏方

“什么是膏方， 是吃的还是贴
的？”不少人对膏方还不太了解。湖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未病中
心李晓屏主任介绍，膏方又称膏剂或
膏滋药， 属于中医常用8种剂型———
丸、散、膏、丹、汤、酒、露、锭之一。

经医生辨证分析， 给予患者处
方，将药浓煎后去渣取汁，浓缩，再根
据不同病情需要， 加入适量的冰糖、
饴糖或蜂蜜，并配以驴皮胶、鹿角胶
等收膏而成的一种膏状物质。与一般
处方不同的是，膏方多为复方、大方。

服用膏方是冬令进补常见的方
式，其实，膏方在我国已有数千年历
史，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即有关于膏剂
的制作和临床运用的论述。随着百姓
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古时有钱人才
吃得起的滋补佳品，现在已走进“寻
常百姓家”。 膏方具有浓度高、 体积
小、药性稳定、服用时无需煎煮、口感
好、便于携带等特点，深受群众欢迎，
尤其是江浙沪一带家喻户晓。

李晓屏介绍， 今年已经是该院第
四届膏方节， 冬季服用膏方调理体质
已被我省很多群众接受， 以老年人和
慢性病人为主， 但是年轻人特别是亚
健康的中青年群体明显增多， 仅活动
当天上午现场就预定膏方约400多套。

治病养生两相宜

现代社会中，人们工作、生活压
力很大，应酬多，且长期睡眠不足，均
可造成人体抗病能力下降，中药膏方
在调理亚健康人群偏颇体质上很有
优势。 专家介绍，医生将根据来检者
症状、年龄、性别、既往病史以及居地
气候、工作环境、生活习惯、精神状态
等综合因素进行辨证分析 ,辨证开出
个性化膏方 , 能达到调节情志、缓解

压力、强身防病的作用。
对老年人而言，由于他们的生理

特性，人体各种机能都将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趋向衰退，而冬令进补，则能
增强体质，延缓衰老。

对女性来说， 脾胃主全身元气，
脾胃虚弱，元气不足，就容易造成女
性的衰老；若脾胃能吸收饮食中的营
养， 充分滋养全身脏器及皮肤腠理，
当脾胃正常运转时，全身的营养不断
得到补充，人的抗衰老能力、生命力
随之增强，脸部就会红润，皮肤就会
充满光泽和弹性。

儿童根据生长需要可以适当进补，
尤其是反复呼吸道感染、 久咳不愈、厌
食、贫血等体虚的小儿宜于调补。

此外，原患有如冠心病、高血压、
糖尿病等非感染性、 慢性疾病者，冬
季可结合其病症，一边施补，一边治
病， 从而有利于疾病的控制和缓解，
对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有益。

除有滋补、保健、强身、延年之功
效外，膏方还能作为愈后“调养”的首

选。一些病后体弱或慢性消耗性疾病
恢复期出现的各种虚弱诸证 , 采用
补虚扶弱的膏方可不同程度促进了
患者的康复，提高生活质量。 一些产
后、 术后气血虚衰, 精力不足, 脏腑
功能低下者 , 采用针对性强的整体
调理膏方, 能增强体质，纠偏祛病。

疗效虽好，也非人人适宜

不少人误认为膏方就是保健品，
膏方“越贵越补”，故开方时多有野人
参 、冬虫夏草 、鹿茸 、燕窝等贵重药
材；有些市民自购人参、阿胶等贵重
中药材自行熬制； 有人常为求速效，
每天服用几次， 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结果多适得其反。

其实，这些观点都没有正确理解
冬令进补和膏方的作用与功能。膏方
是一种独特的治疗手段，依靠医生正
确运用中医基础理论，辨体质、辨疾
病、辨证候，综合患者人文环境等各
项数据，进行个体化防病、治病。膏方

是否有效， 取决于辨证是否精当，忽
略辨证，其结果反而不利健康。 专家
提醒，千万不能小病大补，需在呵护
胃气、 畅通血气的前提下， 制订理、
法、方、药。 肠胃功能不佳者，需要先
服用“开路药”，促进肠胃功能恢复，
方能进补。

省中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冯国
湘教授提醒， 服膏期间应忌烟酒，不
宜喝咖啡、 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饮
料，忌生冷油腻之品；含有参类的膏
方应忌食萝卜、红茶、绿茶；含有何首
乌的膏方要忌猪血、 羊血及铁剂；膏
方不与牛奶同服。

另外，服膏时仍大吃大喝，或与
常服药同时服用，皆会影响疗效。 孕
妇，婴幼儿，肝炎、结核等活动期患者
以及各类疾病发作期患者不适合服
用膏方。 重感冒，出现头痛、咽痛、咳
嗽、畏冷，甚至发热等全身症状时，必
须停服，等到全身症状消除后才可以
继续服用；发生胃炎胃病、腹痛腹泻
时，需要暂时停止服用。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黄配） 今天上午， 长沙市第一医
院在门诊大厅免费为300名患阿尔茨海
默病 （即老年痴呆症） 患者戴上 “黄
手环”， 并有专家在现场进行免费筛查
和检测。

“黄手环”， 是针对身患阿尔茨海
默病的老人群体设计的一种黄色手环。
适用于患有阿尔茨海默病， 有走失风
险或走失概率比较高的老人。 “黄手
环 ” 上 标 有 “ 请 帮 我 ” 和 “ SAFE
HOME” 的字样， 中间有一 “+” 的标
识， 放有信息存放卡。 存放卡为一黄
色胶卡， 可写上老人的姓名 、 家庭地
址、 亲人联系方式等。 黄色的手环可
作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特别标识 ，
容易引起路人关注， 发现后及时报警，

帮助走失的老人回家。
长沙市第一医院神经医学中心主

任王爱民介绍， 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
人的脑部疾病， 患者的脑细胞会急速
退化， 但并不是正常的衰老过程 。 脑
部功能逐渐减退会导致智力减退 ， 情
感和性格变化， 最终严重影响日常生
活能力 。 该病一般发生在65岁以后 ，
起病不易察觉， 发展缓慢， 最早期往
往是以逐渐加重的健忘开始。 全球有
约3560万人患有老年痴呆症 ， 到2030
年 ， 这个数字将翻一番 ， 达到6600万
人 。 我国目前则有1000万患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 。 每4秒就有一个人患上此
病， 是威胁老人健康的 “4大杀手” 之
一。 早诊断早治疗是延缓该病进展的
唯一方法。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
哪些疫苗能帮助孩子预防疾病 ？ 儿童
预防接种、 孕产妇保健等知识是年轻
妈妈最欠缺 、 最需要了解的 。 如今 ，
她们在家门口就能学习育儿知识 。 最
近 ， 长沙市示范性 “社区妈妈课堂 ”
推进会在长沙召开。 自本月起 ， 长沙
市疾控中心将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定期开设 “社区妈妈课堂” 公益讲座。

越来越多家长意识到接种疫苗的
重要性， 但对于接种相关知识还不甚

了解， 而基层医务人员往往没有太多
时间逐一向每位接种者详细介绍疫苗
接种知识。 如今， 社区里有了固定课
堂。 据介绍 ， 目前长沙市已有57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入了 “社区妈妈课
堂 ” 活动 ， 2013年该活动将扩大到全
市范围16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
镇卫生院）， 将定期开展专家讲课、 接
种前和医生的互动交流等形式活泼的
活动， 预计每年惠及40余万名年轻妈
妈 （孕妇及0-6岁儿童母亲）。

■健康话题

寒冬来临，有“ ”招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膏

11月6日，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举行首届“中药膏方节”启动仪式暨大型义诊活动，旨在继承发扬中
医药传统特色，挖掘名老中医经验处方，弘扬传统医学养生保健文化。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韩似凤 摄影报道

帮助失忆老人回家

长沙市第一医院
免费发放“黄手环”

家门口学习育儿知识

省会开展“社区妈妈课堂”活动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肖迪强 程耿孺 肖靖） 近日， 伴
随着一曲深情温馨的 《爱在人间》， 由
醴陵市慈善会牵 头 主 办 的 “关 爱 地
中海贫血儿童 ” 慈善义演 、 义拍募
捐晚 会 在 该 市 红 枫 叶 演艺中心隆重
举行。 晚会共筹得善款 81.6万元 ， 将
用于该市 “地中海贫血儿童 ” 的慈
善 救 助 ， 重 点 救 助 钟 新欣做骨髓移
植手术。

地中海贫血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
在医学上称溶血性贫血。 重型患者必
须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才能彻底治愈。

醴陵市现有地中海贫血症儿童７人， 钟
新欣是 “重型地中海贫血症 ” 患儿 。
今年6岁的她， 每个月最少要进行两次
高量度输血， 前后已超过3万亳升， 花
去医疗费用30余万元 。 几个月前 ， 从
广州南方医院传来好消息， 在台湾找
到了与其配型成功的骨髓 ， 但40万元
的手术费对这个债台高筑的家庭来说
是一个天文数字。 就在他们只能 “望
髓兴叹” 时， 醴陵市慈善会及广播电
视台等部门单位发起了这场晚会。 晚
会上， 小新欣的父母一次次留下了感
动的泪水。

醴陵为“地中海贫血儿童”
募捐8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