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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养

99月月2626日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药行业专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药行业专
家和中医药家和中医药、、保健品保健品、、养生养生、、教育教育、、文旅等各类企文旅等各类企
业代表汇聚河北省内丘县业代表汇聚河北省内丘县，，共话中医药康养新共话中医药康养新
格局格局。。

““中医药永葆活力中医药永葆活力，，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需要与社需要与社
会经济和产业发展相结合会经济和产业发展相结合，，融入社会融入社会、、融入人民融入人民
生活生活。。””国医大师刘敏如说国医大师刘敏如说，，内丘县把中药材酸内丘县把中药材酸
枣打造成集群枣打造成集群，，并以此拓展康养等相关产业并以此拓展康养等相关产业，，充充
分展现了中医药一二三产业联动的特征分展现了中医药一二三产业联动的特征，，推动推动
了种植业了种植业、、加工业和旅游业同步发展加工业和旅游业同步发展，，实现了中实现了中
医药现代化发展医药现代化发展。。

近年来近年来，，内丘县依托中药材资源优势内丘县依托中药材资源优势，，大力大力
发展中医药和康养旅游产业发展中医药和康养旅游产业，，促进中医药产业结促进中医药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构优化升级，，推动中医药康养与农业推动中医药康养与农业、、旅游等产旅游等产
业深度融合业深度融合，，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三级中医网，基层保健康

发展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医药事业，，服务群众健康是根本服务群众健康是根本。。
近日近日，，内丘县柳林镇老树围村村民吉振元来到内丘县柳林镇老树围村村民吉振元来到22
公里外的乔交台村中医卫生室复诊公里外的乔交台村中医卫生室复诊。。号脉号脉、、问问
诊诊、、查看舌象后查看舌象后，，村医乔贵生翻开吉振元上次的村医乔贵生翻开吉振元上次的
病历记录病历记录，，对药方中的几味中药做了微调对药方中的几味中药做了微调。。

““中药副作用小中药副作用小，，价格便宜价格便宜，，疗效也好疗效也好，，调理调理
身体咱老百姓都认中药身体咱老百姓都认中药！！””6666岁的吉振元去年做岁的吉振元去年做
了大手术了大手术，，在康复的一年中在康复的一年中，，乔交台村中医卫生乔交台村中医卫生
室是他每周必去的复诊诊所室是他每周必去的复诊诊所。。为了更好地帮助为了更好地帮助
吉振元调养身体吉振元调养身体，，乔贵生还专门向北京中医院乔贵生还专门向北京中医院
专家请教专家请教，，将老吉的脉象将老吉的脉象、、舌象等症状通过微信舌象等症状通过微信
发给专家发给专家，，请专家给出辨证施治建议请专家给出辨证施治建议。。

记者了解到记者了解到，，乔交台中医卫生室的针灸乔交台中医卫生室的针灸、、拔拔
罐罐、、超微针刀等中医适宜技术超微针刀等中医适宜技术，，为周边百姓带来为周边百姓带来
实实在在的便利实实在在的便利。。在内丘县在内丘县309309个行政村中个行政村中，，
8080%%的村卫生室都设有中医室的村卫生室都设有中医室，，像乔贵生这样像乔贵生这样
的的““能中会西能中会西””的村医就有的村医就有237237名名。。

内丘县是全国第二批内丘县是全国第二批““治未病治未病””预防保健服预防保健服
务试点地区务试点地区。。20122012年年，，内丘县成立了县治未病内丘县成立了县治未病
中心中心，，刮痧刮痧、、拔罐拔罐、、推拿推拿、、理疗等中医技术一应俱理疗等中医技术一应俱
全全。。““中医专家面诊中医专家面诊，，结合体质辨识系统结合体质辨识系统、、脉诊脉诊
仪仪、、舌诊仪等现代先进设备舌诊仪等现代先进设备，，让越来越多的人在让越来越多的人在
治未病和养生保健方面首选中医治未病和养生保健方面首选中医。。””内丘县治未内丘县治未
病中心主任范立明说病中心主任范立明说，，今年疫情期间今年疫情期间，，该中心向该中心向
公众免费发放防疫香囊公众免费发放防疫香囊、、体质调理药剂体质调理药剂、、代茶饮代茶饮
等中药品近等中药品近30003000份份。。

在内丘镇卫生院中医诊疗馆在内丘镇卫生院中医诊疗馆““鹊灸堂鹊灸堂””内内，，
有煎药机有煎药机、、颈椎牵引椅等一系列中医诊疗设备颈椎牵引椅等一系列中医诊疗设备，，

提供炁针提供炁针、、小儿推拿小儿推拿、、痧疗痧疗、、罐疗等多种中医罐疗等多种中医
适宜技术服务适宜技术服务，，为辖区百姓提供便捷的中医为辖区百姓提供便捷的中医
服务服务。。““疫情发生后疫情发生后，，我们顺应老百姓对中医我们顺应老百姓对中医
健康的需求健康的需求，，对对‘‘鹊灸堂鹊灸堂’’进行了提档升级进行了提档升级。。””
内丘镇卫生院院长刘胜兰说内丘镇卫生院院长刘胜兰说，，自自55月月3131日日
正式开馆以来正式开馆以来，，共接诊共接诊58005800多人次多人次，，平均日平均日
门诊量近门诊量近5050人次人次。。

为支持乡镇中医适宜技术的推广为支持乡镇中医适宜技术的推广，，每年每年
县中医院都会选派中医技术骨干到乡镇国县中医院都会选派中医技术骨干到乡镇国
医馆坐诊医馆坐诊，，开展痧疗开展痧疗、、罐疗等中医服务的同时罐疗等中医服务的同时，，
还对辖区内乡村医生进行技术指导还对辖区内乡村医生进行技术指导、、培训培训。。

如今如今，，内丘县已形成了以县中医院为龙头内丘县已形成了以县中医院为龙头、、
乡镇卫生院为枢纽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中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中
医服务网络体系医服务网络体系，，实现乡镇卫生院实现乡镇卫生院““国医堂国医堂””全全
覆盖覆盖。。国医大师李士懋工作室国医大师李士懋工作室、、国医大师李佃国医大师李佃
贵工作室贵工作室、、胡希恕经方医学传承工作室胡希恕经方医学传承工作室、、王新月王新月
工作室工作室、、胡广芹痧疗罐疗传承工作室等一批国胡广芹痧疗罐疗传承工作室等一批国
医专家先后落户内丘医专家先后落户内丘，，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中医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中医
适宜技术的受益者适宜技术的受益者。。

康养加旅游，产业新风口

内丘县扁鹊庙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丘县扁鹊庙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国家44AA级旅游景区级旅游景区、、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
基地基地，，是全国最大是全国最大、、建筑年代最久建筑年代最久、、保存最为完保存最为完
整的扁鹊祭祀庙群整的扁鹊祭祀庙群。。扁鹊庙所在的神头村扁鹊庙所在的神头村，，因因
埋葬着华夏医祖扁鹊的头颅而得名埋葬着华夏医祖扁鹊的头颅而得名，，是全国第是全国第
一批传统村落一批传统村落。。

在内丘县南赛乡神头村扁鹊庙西侧在内丘县南赛乡神头村扁鹊庙西侧，，新建新建
的医祖堂主体汉代建筑古朴恢弘的医祖堂主体汉代建筑古朴恢弘，，与东侧的扁与东侧的扁
鹊庙景区遥相呼应鹊庙景区遥相呼应。。据了解据了解，，医祖堂总建筑面医祖堂总建筑面
积积99009900平方米平方米，，设有中医祖庭设有中医祖庭、、扁鹊中医药文扁鹊中医药文
创产品展厅创产品展厅、、扁鹊行医馆扁鹊行医馆、、扁鹊客栈扁鹊客栈、、扁鹊餐厅扁鹊餐厅
等等。。其中其中，，中医祖庭作为体验扁鹊中医文化的中医祖庭作为体验扁鹊中医文化的
科普研学平台科普研学平台，，是全国唯一整理研究是全国唯一整理研究、、展现展现、、推推
广及传承医祖文化的展示窗口广及传承医祖文化的展示窗口。。

““项目建成后项目建成后，，将传授经络将传授经络、、艾灸艾灸、、中医食疗中医食疗
等中医养生保健知识等中医养生保健知识，，提供体验打坐提供体验打坐、、太极太极、、八八
段锦段锦、、气功的场地气功的场地。。””内丘依鹊堂健康产业发展内丘依鹊堂健康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郝香国说有限公司董事长郝香国说，，他们立足开发他们立足开发““中医中医
药文化药文化++旅游旅游””的健康旅游新模式的健康旅游新模式，，传播医祖中传播医祖中
医文化医文化，，打造医祖文化体验游打造医祖文化体验游，，构建中医品牌旅构建中医品牌旅
游基地游基地。。

目前目前，，内丘正在谋划建设以神头村为中心内丘正在谋划建设以神头村为中心、、
以扁鹊庙为平台的扁鹊康养示范基地以扁鹊庙为平台的扁鹊康养示范基地（（扁鹊康扁鹊康
养古镇养古镇））项目项目。。该项目占地该项目占地33..55平方公里平方公里，，辐射辐射
带动带动66个村个村，，包括扁鹊中医文化包括扁鹊中医文化、、健康养生健康养生、、旅旅
游游、、休闲休闲、、中药材种植中药材种植，，建成后将打造成扁鹊中建成后将打造成扁鹊中
医药旅游康养示范基地医药旅游康养示范基地。。

内丘县扁鹊康养基地总经理赵禹告诉记内丘县扁鹊康养基地总经理赵禹告诉记
者者，，扁鹊康养基地目前主体已完工扁鹊康养基地目前主体已完工，，正在内部精正在内部精
细化装修细化装修、、员工培训员工培训，，以及线上线下各合作平台以及线上线下各合作平台
的洽谈对接的洽谈对接。。预计预计20212021年春节期间正式投入年春节期间正式投入
使用使用。。

近年来近年来，，内丘县通过扁鹊文化产业园内丘县通过扁鹊文化产业园、、国家国家
级稀缺种子种苗基地项目引领级稀缺种子种苗基地项目引领，，引进荣盛发展引进荣盛发展、、

河北乐水等战略合作伙伴河北乐水等战略合作伙伴，，规划建设鹊山湖国规划建设鹊山湖国
际康养旅游度假区际康养旅游度假区、、鹊山水世界鹊山水世界、、扁鹊康养示范扁鹊康养示范
区区、、太行山苹果小镇太行山苹果小镇、、健康睡眠康复中心等重点健康睡眠康复中心等重点
康养旅游项目康养旅游项目，，不断开发中医药膳不断开发中医药膳、、中医美容中医美容、、
针灸等行业所需的中医产品针灸等行业所需的中医产品，，打造扁鹊文化与打造扁鹊文化与
中医康养体验为一体的龙头旅游项目中医康养体验为一体的龙头旅游项目，，建设中建设中
医药康养基地医药康养基地。。

既种好药材，也做好产品

进入进入1010月月，，位于内丘县南刘庄村的金银花位于内丘县南刘庄村的金银花
种植基地种植基地，，十几名工人开始忙着给金银花剪枝十几名工人开始忙着给金银花剪枝、、
育苗育苗。。

““今年四茬儿金银花已全部收完今年四茬儿金银花已全部收完，，正在晾晒正在晾晒、、
加工收尾加工收尾，，工人们抓紧时间培育新苗工人们抓紧时间培育新苗，，为明年扩为明年扩
大规模做准备大规模做准备。。””南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南刘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韩村主任韩
增山说增山说，，今年的疫情今年的疫情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医药的作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医药的作
用用。。尤其像金银花这类清热解毒尤其像金银花这类清热解毒、、利咽止痛的中利咽止痛的中
药材药材，，价格高涨价格高涨，，国内外市场供不应求国内外市场供不应求。。

从今年农历正月初二从今年农历正月初二，，韩增山就不断接到韩增山就不断接到
预购电话预购电话，，国内知名凉茶生产厂家国内知名凉茶生产厂家、、国际贸易公国际贸易公
司司、、本土企业……订单纷至沓来本土企业……订单纷至沓来，，““花还没开花还没开，，全全
年的产量已经都订出去了年的产量已经都订出去了””。。

为规范中药材种植为规范中药材种植、、提高中药材品质提高中药材品质，，内丘内丘
县建立了中药材质量追溯体系县建立了中药材质量追溯体系，，对重点药材基对重点药材基
地种植情况进行全程监测指导地种植情况进行全程监测指导。。在南刘庄村金在南刘庄村金
银花种植基地银花种植基地，，小型气象站随时监测当地的光小型气象站随时监测当地的光
照照、、风速风速、、土壤温湿度等数据土壤温湿度等数据。。小型气象站作为小型气象站作为
内丘县中药材质量追溯系统的一部分内丘县中药材质量追溯系统的一部分，，监测的监测的
数据为药材种植户提供了可靠参考数据为药材种植户提供了可靠参考。。

““气候出现异常气候出现异常，，监测平台会及时预警监测平台会及时预警，，并给并给
出专家建议出专家建议。。””内丘县沃野金银花茶有限公司技内丘县沃野金银花茶有限公司技
术员曹吉林说术员曹吉林说，，““借助大数据分析借助大数据分析，，优化中药材生优化中药材生
长环境长环境，，对于药材品质的管控更加精准对于药材品质的管控更加精准、、科学科学。。””

以南刘庄村为中心的以南刘庄村为中心的60006000亩金银花种植亩金银花种植
基地基地，，是内丘县五大中药材种植基地之一是内丘县五大中药材种植基地之一。。内内
丘境内中药材资源丰富丘境内中药材资源丰富，，自古就有种植自古就有种植、、加工中加工中
药材的传统药材的传统。。内丘作为全国最大的枣仁生产内丘作为全国最大的枣仁生产、、
销售集散地销售集散地，，药材酸枣仁的加工销售占全国市药材酸枣仁的加工销售占全国市
场份额的场份额的7070%%，，年产值达年产值达44亿元至亿元至55亿元亿元，，享有享有

““世界枣仁看中国世界枣仁看中国，，中国枣仁看内丘中国枣仁看内丘””的美誉的美誉。。
在提升中药材品质的同时在提升中药材品质的同时，，内丘近年来还内丘近年来还

大力发展药材深加工大力发展药材深加工。。在位于内丘县的河北扁在位于内丘县的河北扁
鹊制药有限公司口服液车间里鹊制药有限公司口服液车间里，，浓缩的药液经浓缩的药液经
过配液过配液、、灌装灌装、、灭菌灭菌、、压盖压盖、、灯检等工序灯检等工序，，被制成被制成
一瓶瓶成品药一瓶瓶成品药，，贴上复方益脑补肾口服液标签贴上复方益脑补肾口服液标签
后后，，被送至外包车间做最后的外包装处理被送至外包车间做最后的外包装处理。。

公司总经理王宪华介绍公司总经理王宪华介绍，，目前生产的目前生产的99个品个品
种中种中，，复方益脑补肾口服液是新上线的产品复方益脑补肾口服液是新上线的产品，，主主
要针对高端白领要针对高端白领、、学生学生、、亚健康者等人群亚健康者等人群。。

内丘县委书记张辉表示内丘县委书记张辉表示，，将深入挖掘扁鹊将深入挖掘扁鹊
中医药文化资源中医药文化资源，，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医药产推动中医药产
业形成集种植业形成集种植、、科研科研、、生产生产、、销售销售、、医疗医疗、、养老为养老为
一体的全产业链条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
重大疾病治疗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打造现打造现
代中医康养新高地代中医康养新高地。。

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
□ 阿 甘

读屏时代

专家喊你做眨眼操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我国每5人中就有1人患干眼。”最新研究报告称，随
着“读屏”时代到来，以及不良的用眼环境与行为习惯，我
国干眼发病率呈逐年上升态势。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干眼
患者约有3.6亿人，干眼成为继近视眼之后又一国民眼健
康问题。据了解，未来中国相关机构将进一步填补国内外
干眼诊疗领域研究空白。

近日，爱尔眼科角膜病研究所在京发布《国人干眼多
中心大数据报告》，报告显示干眼病患呈现增长态势和年
轻化趋势，轻则引起不适感重则引发失明。眼科专家们倡
导大家，每天进行10次科学合理的眨眼操训练，以更好地
预防干眼发生。

干眼是由多种原因造成泪液质或量异常、动力学异
常，导致泪膜稳定性下降，是一种现代人的高发眼病。

“干眼常见的症状是眼睛有异物感、干涩感、疼痛感以
及疲劳感，有时候对风和空调比较敏感，有时会出现视力
波动和模糊等。”中国医师协会眼表与干眼学组委员、爱尔
眼科角膜病研究所所长李绍伟教授指出，有4类人群易得
干眼症：一是长期熬夜和长期用眼的人；二是长期化妆和
戴隐形眼镜的人；三是高龄人群，尤其是女性；四是患有糖
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的人群，以及长期服用一些药物的人
群，包括抗抑郁药、镇痛药等。

亚洲干眼协会理事、爱尔眼科角膜病研究所名誉所长
孙旭光教授介绍：“随着互联网、手机等的发展，由视频终
端造成的干眼，在中青年群体（甚至青少年儿童）中越来越
多。伴随空气污染造成的干眼也成为常见现象。除了环
境、生活方式因素外，干眼致病原因还与全身性疾病、药物
及情绪等因素相关。”

伴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导致用眼习惯改变等原因，干
眼患者人数逐年增加。我国临床调查发现，经常使用视频
终端者干眼发病率高达93％，佩戴隐形眼镜者患病率高达
90％。干眼病患呈现增长态势和年轻化趋势。

“干眼是一种慢性疾病，干眼轻则会引起不适感，即刺
激、干燥、疼痛，影响正常的生活和休息；重则会引起角膜
溃疡甚至穿孔，最后失明。所以干眼一定要早发现、早干
预、早治疗。”孙旭光教授说。

《国人干眼多中心大数据报告》显示：不同干眼类型
中，蒸发过强型（缺油）占比最高，达51.3％。所有与睑板
腺功能障碍相关者（包括蒸发过强与混合型干眼）占总数
的92.8％。

“很多人以为干眼就是‘缺水’，所以只要‘补水’就行，
其实不然。”报告数据进一步证实了睑板腺功能障碍是干
眼的主要致病原因，即干眼更多不是因为“缺水”，而是“缺
油”。李绍伟教授解释，由睑板腺分泌的脂质，俗称“油”，
它的功能主要是“锁水保湿”。因此，一旦分泌的管道阻
塞，“油”分泌不出，锁水的功能就会破坏。所以，让睑板腺
功能正常，是治疗大部分干眼的目的。

而在不同的睑板腺功能障碍严重程度分级中，成都轻
度患者占比最高，为83.9％；广州中度患者占比最高，为
47.6％；重庆重度患者占比最高，为11.3％。从地域分布来
看，南北方两组患者的干眼类型比例有所不同，北方组混
合型干眼占比最多，为49％，而南方组则蒸发过强型干眼
占比最多，为56.4％。同时，由于可能受北方地区年均环
境空气湿度较低，局部地区雾霾较重，冬季取暖等因素影
响，我国北方干眼患者的症状及体征相对更重。

从年龄与性别来看，60岁以上干眼患者中，混合型干
眼占比最高。说明随着年龄增长更易同时出现睑板腺功
能及水液分泌的异常。女性较男性干眼相关症状及体征
更重，更易得干眼。

“干眼的治疗不是随意用点眼药水就能好的，它需要
区分是哪种类型以及程度，再针对每个患者不同的情况
进行个性化治疗。”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委员兼眼表干
眼学组委员、爱尔眼科角膜病研究所副所长曾庆延教授
解释。

“正常人每分钟眨眼是15至20次，然而当我们紧盯着
屏幕工作、学习、打游戏、看剧及开车时，每分钟眨眼次数
仅为5次。”李绍伟教授介绍，眨眼又叫瞬目，眨眼的时候
可以将泪膜均匀地分布到眼表，湿润眼睛；同时，人们通过
眨眼的动作，还能促进睑板腺分泌的脂质排出，保护眼泪
不被蒸发，以提高泪膜的稳定性，从而预防干眼。

“所以，我们倡导全民每天都要进行10次正确的眨眼
操训练。眨眼操步骤为轻闭眼两秒，紧闭眼两秒，睁眼两
秒，以此反复循环，1次训练1分钟，同时有意识地增加眨
眼频率。此外，为了排查自己是否有‘不完全眨眼’情况出
现，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专业的眼科医疗机构检查，以全面
了解眨眼质量，预防干眼发生。”李绍伟教授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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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医治未病，这是中医的核心理念，也
是康养的实践路径。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医药的重要贡献。如何在
康养领域将中医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绝不是拔个火罐、扎个针灸、推拿按摩那么简
单，需要从理念上、管理上、技术上等各个方
面进行融合实践探索。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为新时
代中医药发展“把脉”“开方”，既树立了全社
会都应该重视、珍视中医药的鲜明导向，也为

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具
体到康养领域，笔者认为，发展中医药康养应
有所为有所不为。

所为者何？守正创新也。中医药学饱含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和实践经
验，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所谓守正，就是做到
古为今用，将中医药“治未病”的理念运用到
现代健康养生的服务体系、产业体系、管理体
系中，构建起人才传承培养体系，从一代代中
医药薪火相传的实践中汲取丰富的医疗康复
科技营养。河北内丘县通过打造“扁鹊文化”
品牌，构建中医服务网络，规范中药材种植，
就是从传承守正的角度，挖掘中医药宝库的
精髓，不断发扬光大中医药康养文化内涵。

发展中医药康养，离不开创新。21世纪的

科技发展和大众生活水平，显然不同于古代。
今天的人们对健康养生的需求，让中医药康养
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因此，必须树立

“大健康”观念，让中医药的用武之地不仅仅局
限于治病救人上。在药膳饮食消费、精神文化
消费、康养旅游消费、体育健身消费等各个消
费维度上，中医药康养都大有可为。

中医药康养所不为者，急功近利之心与
虚假浮夸之风也。近年来，随着中医药事业
的发展和健康消费市场的增长，中医药康养
领域也滋生出一些乱象。比如，一些地方在
中药材种植上为追求产量和效益，过度使用
农药，降低中药材品质，一些国医大师发出

“中医将亡于药”的警告；又如，个别医疗和保
健机构大幅提高中医药诊疗和药材价格，几

副治疗头疼脑热的中药动辄卖出数百元甚至
上千元，完全背离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色；
还有一些江湖骗子大行其道，打着中医药养
生的幌子大肆敛财，违规举办养生保健班，鼓
吹“葱姜蒜治百病”之类的浮夸理念……

凡此种种，看起来是推广中医药康养事业，
实则为“胡开方乱抓药”的虚假繁华。不仅违背
了中医药发展和科学养生规律，长此以往，势必
对中医药康养造成伤害，甚至是毁灭性打击。

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也没有包治百病
方。发展中医药康养事业，既需要全社会的
关注推动，也需要接纳包容，更需要理性看待
和规范发展。对于中医药特色的大健康格
局，前景毋庸置疑，关键看如何走路，归根到
底，还是要按规律办事，按科学养生。

图图①① 内丘县交台社区中医馆中医内丘县交台社区中医馆中医

师为患者把脉师为患者把脉。。

图图②② 内丘县大良村社区中医馆中内丘县大良村社区中医馆中

医师医师为患者贴敷寒闭外敷散为患者贴敷寒闭外敷散。。

刘继东刘继东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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