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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淮河骨科医院诚聘医界精英

广告

信阳淮河骨科医院（原工区路四里棚骨科医院）始建于
2005年，是一所集医疗、康复为一体的二级专科医院。信
阳市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原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河南省城镇居民（职工）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信阳市
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现因业务发展需要，高薪诚聘康复医学科、重症医学
科、急诊科、骨科、医学影像科、B超、检验科、护士等医疗专
业人员。真诚欢迎医界同仁前来合作发展！

联系人：杨劲松 联系电话：13939715700
地址：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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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间

随着时间的流逝，自身的成长，每
次读经典都会颇有收获，尤其是每次读

《黄帝内经》都会有所收获。《黄帝内经》
中“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的思想对
我影响颇深。

初读“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这
句话时，只感觉这是一种心境，一种
恬淡虚无的心境。表面意思是心志
安闲，少有欲望，情绪安定而没有焦
虑，实则教会我们一种健康生活的心
态。

在这个信息化发展迅速、物欲横流
的时代，很多人都变得焦虑、狂躁、抑
郁，各种心理问题层出不穷，引发高血
压病、糖尿病、癌症等，身心俱疲。

在规培期间，我接触到的大多数患
者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小至小学生，大
至老年人，在自身患病的同时往往伴有
严重的心理疾病，极少数人可以保持一
种健康的心态。

通过与患者的沟通，得悉他们普遍
存在一种现象，那就是压力。因为攀
比，无形的压力，让本应健康快乐成长
的小小孩童而出现心理上的嫉妒，年轻
人因为工作压力导致情绪极易出现暴
躁，老年人则是因为信息化跟不上时代
步伐，甚至是儿孙等问题郁郁寡欢。其
实有压力是好的，但是要正确面对，以
一种健康的心态去对待生活，对待周边
的人，对待工作，莫要去攀比，只要我们
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
做出自己的贡献，无论职位高低，都是
一种自身价值的体现。

《黄帝内经》中“志闲而少欲”，主要
是一种心态，一种健康的心态，一种活
在当下的心态。而不是因为压力，因为
攀比等，而改变自己的初衷。要少一些
欲望，多一些踏踏实实工作生活的态
度。

生而为人实属不易，我们要做的就是像《黄帝内经》中
所说，专注于做好自己的本职，专注于当下，在各自的岗位
上扮演好属于自己的角色，为社会、为家庭做出一份努
力。什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职位担当什
么样的责任。不要整天有过多的欲望，不要想那些不切实
际、虚无缥缈的东西。

欲望少并不是不思进取的表现，而是尽自己的努力，
有多大劲用多大劲，最后成与不成都不要心生怨怼。举
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天只能赚一个
馒头，那在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自己手里的馒头，不必羡
慕别人碗里的山珍海味。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合法地
争取，有一天自己也能有山珍海味，而不是怨恨社会不
公。

以《黄帝内经》中这种心态去为社会做出贡献。从中
医方面来讲，身心健康，五脏六腑各司其职，又怎会有这样
那样的疾病呢？即使有疾病了，仍以一种健康的心态去面
对，又怎会有各种烦恼、各种身心不安呢？

总之，一个健康的人必须是心理健康，积极向上
的。面对压力，面对不如意的事情能够泰然处之，处
理好自己的喜怒哀乐、忧思悲恐等情绪；不过度，五脏
六腑才能调和，才能阴阳平衡。自身积极健康，周围
的磁场也是一个正能量的磁场。以“志闲而少欲，心
安而不惧”的心态为人处事，必会在平凡中创造出不
平凡。

（作者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8级规培医
师）

三春嫩韭三春嫩韭 温阳祛疾温阳祛疾
□□廉万营廉万营

肝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影
响和威胁着人们的健康。为了发挥中医
药治疗肝病的优势，提高基层中医药人员
防治肝病的业务水平，交流经验，取长补
短，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特色
医疗分会、北京聚医杰医药科学研究院定
于2021年5月8日~10日（5月7日报到）
在河南省郑州市主办“全国中医肝病诊疗
技术培训班”，特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参加学习对象
一、县（市、区）级医疗机构及乡镇卫

生院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病的医
务人员。

二、乡村医生、社区医生、全科医生中
热心肝病防治者。

三、民间中医，其他肝病防治或保健
爱好者。

四、中医医术确有专长治疗肝病者。
培训内容

一、西医对各种肝病的诊断方法，中
医对各种肝病的辨证施治方法。

二、中医肝病专家对各种肝病辨证施
治经验介绍。

三、怎样看各种肝病的检验报告单。
四、交流中医药、中西医结合治疗各

种肝病的经验及验方介绍。
培训时间及费用

本期培训班时间为3天（5月8日~10
日），使用自编教材及参考书。报名费为
300 元、培训费为2500元，培训地点在郑州

市，培训期间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在4
月20日前报名者，培训费可减免1000元。

有关说明
一、主讲老师为曾担任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中医肝病科研课题专家组组长、安徽
华春中医肝病医院院长朱华春主任医师，
安徽临泉肝病研究所原所长、著名中医肝
病专家袁伟东主任医师，安徽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检验系主任、副教授闫波，安徽省
临泉医养院高级营养师谢翠兰副主任医
师等。

二、本期培训重点在实用性、指导性，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学了回去即可用。参
加学员均发“培训学习结业证书”。

三、有中医执业医师证或乡村医生证

者可推荐参加“中医肝病专科医师”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自愿参加），合格者获“中
医肝病专科医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四、具体培训学习报到地址在报名后
通知。

报名方法
为保证教学质量，本期培训班只招收

60名学员，额满为止。从即日起至5月1
日为报名时间，报名者微信交报名费300
元（请加微信 j570405 报名），并微信告知
姓名、通讯地址、手机号码。

联系电话：（010）83210238
18515917952
18500577884

关于举办“全国中医肝病诊疗技术培训班”的通知

广告

广告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黄帝内经》提出的养生原则。春季人体阳气随着自然界阳气生长而生长，这时保护、扶助人体

阳气为顺时养生。三春嫩韭是春季时令蔬菜，可以扶助人体阳气生长，帮助顺时养生。

中药制剂直肠给药是一种新的给药
方法，对儿童疾病尤其适用，可以克服中
药苦、药味难闻、难以下咽等弊端，达到快
速给药、快速见效的目的，是一种新型中医
药适宜技术。对老年病和妇科病也适用。
为了推广“中药制剂直肠给药实用技术”，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特色医疗
分会、北京聚医杰医药科学研究院定于
2021年5月12日~13日（5月11日报到）
在河南省郑州市主办“全国中药制剂直肠
给药实用技术培训班”，特将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参培对象
各级医疗单位，尤其是县（市）级以下

的县（市）医院、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专
科医院、乡镇卫生院的儿科和村卫生室、

中西医诊所、中医诊所、中医养生馆等机
构的从业人员均可参加学习。

培训内容
一、中医典籍对直肠给药的记载及理

论研究。
二、中药制剂直肠给药的器械种类与

操作方法。
三、用药原则及注意事项。
四、介绍中药免煎颗粒、中药散剂、中

药汤剂、中药胶囊剂、中药针剂的直肠给
药方法。

五、常见盆底疾病（妇科病、肠道病、
泌尿系统疾病）的直肠给药方法。

六、中药直肠给药方法的实习。
培训时间及费用

5月11日为培训班报到时间，5月12

日~13日为培训时间（含在郑州市有关医
疗机构实习参观时间）。培训班报名费为
300 元，培训费为 2000 元，为保证教学质
量，限招生60人，均需提前报名。培训地
点在郑州市，培训期间食宿统一安排，费
用自理。在4月30日前报名者，培训费可
减免500元。

有关说明
一、本培训班特邀本项实用技术专利

发明人、世界中联儿科专业委员会第三届
理事李长太医师现场负责授课和指导实
习。

二、向每位学员提供李长太医师等主
编的《中药制剂直肠滴灌临床应用》一书
为教材。

三、邀请直肠滴灌器具生产厂家现场

供应器具，使学员学了即会，有了器具回
去即可使用，使之学以致用。

四、给学员颁发“中药制剂直肠滴灌
技术培训证书”，回去即可开展业务。

五、具体培训学习报到地址在报名后
通知。

报名方法
从即日起至5月5日为报名时间，本

期 培 训 班 只 招 收 60 名 学 员 ，额 满 为
止。报名者 请 加 微 信（聚 医 杰 微 信
号 j570405），通 过 微 信 转 报 名 费 300
元 ，并 告 知 姓 名 、通 讯 地 址 、手 机 号
码。

联系电话：（010）83210288（办公室）
18500577884
18515917952

关于举办“全国中药制剂直肠给药实用技术培训班”的通知

广告

肛肠全程无痛技术培训
常年招生

学痔瘘技术送鼻炎技术
联系人：田长修 电话：13653737333

地址：卫辉市人民路北段田氏痔瘘专科门诊
广告

韭菜春季食用口感最好，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说，韭菜春食则香，夏食则
臭。我国古代不少著名诗人的诗中都提
到过韭菜，如苏东坡“渐觉东风料峭寒，
青蒿黄韭试春盘”的诗句中提到了春季
食用韭菜的话题；唐代诗人杜甫“夜雨剪
春韭，新炊间黄粱”的诗句展现了春季食
用韭菜的闲适生活场景；而《红楼梦》中
元妃省亲时林黛玉代贾宝玉作的“一畦
春韭绿，十里稻花香”勾画了一幅春韭稻
香的田园风光画面。

韭菜之韭字，为象形造字法。汉代
许慎《说文解字》中“韭字像叶出地形，
一种而久生”，即是说韭字就像韭菜长
在 地 上 的 叶 子 ，种 一 次 就 能 长 久 生
长。这样韭音表意，字象形。除了表
示生长长久之外，韭字还有生发阳气
的意思。

传说韭菜最初写作“九菜”。在中医
象数理论里，一、三、五、七、九代表阳数，
其中九是最大的阳数；“九菜”有较强的
生发阳气的作用，因此写作“九”。《本
草 纲 目》也 说 韭 菜 有 补 虚 益 阳 的 功
效。因此，春季可常食用韭菜扶助阳
气生长。

作为蔬菜，韭菜可凉调，可熟食。韭
菜炒鸡蛋、韭菜菜合、韭菜豆腐羹，均是
美味可口且具有养生保健作用的膳食。
韭菜生食性味辛温，有散瘀行气、止血消
肿的功效；熟食性味甘温，可补肾益阳、
温中暖下。食用韭菜后口中异味可用柠
檬水祛除。

作为一种药食两用的蔬菜，韭菜可
作为辅助治疗疾病的食材，韭汁牛乳饮
是最有名的韭菜药膳方。

《本草纲目》记载，韭菜捣汁服用可

“治胸膈噎气”，和童尿“能消散胃中瘀
血”。元代朱丹溪的《丹溪心法》则用韭
汁牛乳饮治疗噎膈。

组成：鲜韭菜250克，牛乳250克，生
姜 30 克；脉细、口中干燥加藕汁、梨汁、
萝卜汁各10毫升。

制法：韭菜、生姜取鲜品榨汁；牛乳
加热煮沸，加入韭菜汁、生姜汁后再次煮
沸。

服用方法：每天1剂，温服。
功用：温胃降逆，散瘀化痰。
主治：脾胃虚寒而呕吐少食；胃有痰

浊瘀血，噎膈反胃，胸膈作痛者。可用于
食管癌、胃癌、胃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
炎有上述表现者，也可用韭汁、姜汁、红
糖治疗虚寒性打嗝。

服用禁忌：1.韭菜性温，生用辛涩，
熟用甘酸，多食、久服均可化热，阴虚内

热、疮疡、目疾者忌用，酒后尤忌。2.隔
夜的熟韭菜不能食用。韭菜含有大量硝
酸盐，炒熟久放后易转化为亚硝酸盐，食
用后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等
症状，还可以转化为致癌物。

噎膈是一种吞咽阻隔，或食入即吐
的病证，类似于现代医学的食管癌；其病
机为气、痰、血互结于食管，出现吞咽食
物受阻、呕吐反胃等症状；久病致虚，津
血渐枯而口燥不润。

韭菜具有散瘀行气之功效，姜汁
温胃止呕，牛乳滋阴补虚。藕汁、梨
汁、萝卜汁滋阴顺气，可滋血枯阴虚之
燥。全方合用有散瘀化痰、温胃降逆、
滋阴润燥之功效，可用于噎膈或有呕
吐反胃表现的相关虚寒性、痰瘀互结
疾病。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中华传统医学的从医理念，
是与中医大夫悬壶济世相伴而生
的，是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
联系的。其表现形式互为表里、
相得益彰、异彩纷呈。中华传统
医学从医理念的呈现方式，或以
人为载体，或以物为见证。或热
烈或深邃，或直观或隐含，或凝练
或详尽……至尊的大医精诚，崇
高的人格魅力，妙手回春的疗效，
耀世瞩目。

在历史上，有的医生一登场
亮相，便是活生生的“巨型广告”，
即代表着一种不同凡响的理念。
诸如：扁鹊、华佗、张仲景、葛洪、
孙思邈、李时珍、钱乙、朱丹溪、叶
天士……有的医生（或药铺）凭借
自己的信条、创制药品的货真价
实、独特效果及文化因子而傲立
杏林。

中华老字号药店皆有自己的
祖训和理念，诸如：广誉远之“非
义而为，一介不取；合情之道，九
百何辞”。陈李济之“同心济世”

“火兼文武调元手，药辨君臣济世
心”。藻露堂之“遵古炮制，童叟

无欺”。同仁堂之“修合无人见，存
心有天知”“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
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诵
芬堂之“精选道地药材允执其信，
虔修丸散膏丹上品为宗”。胡庆余
堂之“是乃仁术”“药业关系性命，尤
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
以劣品弋取厚利……采办务真，
修制务精”。达仁堂之“只求药物
真实，不惜重资，炮制之术必求其
精”。

此外，始于唐代的“保和堂丸
散”其“制合丸散，非特经一二人
之心思，三五年之撰造……药有
定价，宁薄息而售，世不二价以徇
人”。始建于1759年的沐泰山堂
药铺的信条是“修合虽无人见，存
心自有天知”，其招牌药是“鳖甲
煎丸”；药铺制作这味药时，提前
昭告众人，并在店堂门口当众杀
鳖，以示纯正。始建于1875年的
童葆春药铺的特效药“全鹿丸”有
滋阴补阳的功效；为了保证质量，
童葆春专门办了一个养鹿房，把
上等的梅花鹿圈养半年，并当众
宰杀作为药用。

中华传统医学的从医理念，
说到底是以医德、医技为两翼，以
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
为涵盖，以造福百姓身心健康为
旨归。

中华传统医学的从医理念，
既是从医者个人修为、形象、功业
的缩影，也是品牌观念、质量意
识、社会承诺的彰显，更是价值追
求、文化积淀、文化自觉的集中概
括。它深刻揭示了中华传统优秀
文化在医学领域的凝结、发散与
创造，充分体现了从医者的仁心
慈爱、尊德贵生、济命救危、诚实
守信、精益求精、利缘义取、自律
自强的优秀品质，强有力地推动
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创新，引领
着中华传统医学内外兼修，历久
弥新赢得了社会认可、百姓信赖，
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继承弘扬、创新发展中华传
统医学从医理念，助力健康中国，
造福全人类，是每一位从医者应
当自觉参与并创造佳绩的历史接
力。

（作者供职于西安工业大学）

相传很久以前，在一个山寨里，有一对
热恋的青年，男的叫阿古，女的叫阿月。在
山寨旁“一线天”的悬崖边有一片美丽的桃
花林，阿古和阿月经常在那儿偷偷约会。
善良朴实的阿古是一个孤儿，像桃花一样
美丽的阿月却是山寨寨主的女儿。

阿古连一间像样的屋子都没有，他对
阿月说：“我发誓要为你在桃林里建一间只
属于我俩的爱的小屋。”

阿月的父亲因嫌弃阿古贫苦，不同意
他俩来往，并把阿月嫁给另一个山寨寨
主。就在阿月要出嫁的前一天晚上，阿古
和阿月紧紧搂抱在一起跳下了桃花林旁边
的“一线天”悬崖，阿月对阿古说：“我们再
也不会分开了。”

冬去春来，桃花开的时候，在那片桃花林里飞来了两只蝴
蝶，它们停在一朵绽放的桃花上双双死去。后来，那片桃花林结
出的不是桃果，而是有坚硬外壳的桃仁（人），那桃仁的形状就似
两个张开双臂紧紧搂抱在一起的人，更似两只相拥的蝴蝶。

人们都说那就是阿古和阿月变成的，连桃林里死在桃花上
的那两只蝴蝶也是他们。因为阿古曾发誓要为阿月建一个属
于他俩的爱的小屋，阿古做到了，那桃仁（人）坚硬的外壳不正
是他们爱的小屋吗？阿月说过他俩再也不会分开了。后来，人
们把这种果叫作胡桃，也叫作核（合）桃。

核桃性温，味甘，无毒，具有健胃、补血、润肺、养神等功
效。用于肾虚腰痛、脚软、虚寒喘咳、大便燥结等。《本草求真》
云：“胡桃，味甘则三焦可利，皮涩则气可敛而喘可定，肉润则肺
得滋而肠可补。疮肿、鼠瘘、痰核，取其用能通郁解结。惟肺有
热痰，暨命门火炽者切忌。养血去皮用，敛涩连皮用。”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养生堂

■中药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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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从医理念的文化自觉
□李金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