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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话 题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三伏天到来，长沙各中医院、中医
馆（或称国医馆，以下统称中医馆）贴
三伏贴的市民排起长队，冬病夏治、中
医防治越来越受百姓欢迎。尤其是今
年，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
成效，让百姓对中医药的接受度进一
步加强。近年来，国家层面屡次下文，
鼓励、促进中医药发展，一夜之间，大
街小巷中医药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在中医药火热的带动下，与其相关的
各色养生馆也层出不穷。养生馆是否
具有中医治疗的功效？养生馆销售的
各色产品是否安全可靠？消费者对此
存在诸多疑问。监管部门表示，中医意
识的增强，中医机构的增多，对于缓解
看病难、便民服务、促进中医传承发展
都有积极意义，但是，中医药行业、养
生行业要持续健康发展，标准化、规范
化势在必行。

中医机构井喷，全省一年
新增316家

8 月 2 日上午，盛夏的太阳热气腾
腾，湖南省中医院湘江世纪城门诊部，
前来就诊的附近居民排起了长队。“在
家门口就能看名中医，挂号、煎药都方
便，蛮好。”有多年糖尿病的刘娭毑表
示。以前，她每过一段时间要坐车去医
院调养血糖，很不方便，现在，中医门
诊部开到了家门口，不仅方便，而且随
时可以监测病情。

湖南省中医院党委书记杨声辉表
示，社区中医门诊部主要以内、外、妇、
儿科为主，注重服务周边居民的慢性病
调养。将中医门诊部下移至社区、市县，
是未来的方向，省中医院通过技术指
导、人才培养、标准化建设，还将在长沙
开设两三家门诊部，在其他市州开设4
到7家医联体中医门诊部。

像省中医院一样增加开设中医门
诊部的不少：老百姓大药房开设药圣堂
中医门诊部，将医疗器械销售、药物销
售跟中医门诊相结合；湖南善孝堂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开设善孝堂国医馆，将养
老服务与中医门诊相结合；而奉喜堂国
医馆则专门从事糖尿病康复。

现在，很多百姓也开始偏爱中医
了。“我女儿要是咳嗽了，我会先带她
做做中医治疗，若有炎症了，我才会听
从医生的建议带她输液治疗。”长沙望
城区的刘女士表示。“是药三分毒，中
医讲究整体调养，像我们老年人，更多
的是一些慢性病，需要调养，比起西医
动不动就是吃药打针，我更信赖中
医。”家住东风路的戴娭毑表示。

来自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的数据
显示，2019年末，全省中医类医疗卫生
机构总数达2649个，比上一年增加316
个，其中，中医类门诊部及诊所增加
304个。

与中医相关的养生馆、
食疗馆火爆

不仅中医馆井喷，与中医相关的
养生馆、食疗馆也火爆起来。

卿先生是长沙一家窗饰公司的业
务总监，他告诉记者，外面来的客户到
了长沙，晚饭后，一般都会招待到养生
馆洗脚按摩。一方面大家平时上班辛
苦，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需要调养；二
来，在身体放松状态下，有利于业务开
展。

8 月 3 日晚 8 时，记者走进颐而康
三一大道店，服务员表示已经客满，在
茶歇区，已经有顾客在此等待。颐而康
保健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春国
介绍，虽然今年受疫情影响严重，实体
店艰难，但颐而康上半年业绩不降反
升，而且，今年已经新开店6家，后续还
有更多的店将开业。

在芙蓉路新湖南大厦，新开了一
家汤宗朝养生店，服务员告诉记者，总
店在浏阳，这里是分店，店内主打脏腑
按摩和木簪砭术，以筋骨、气血、肠胃、
肝胆调理为主，来此消费的主要是附
近上班的白领。服务员表示，每天来的
人不少，生意还不错。

除了养生保健，中医食疗也火爆，
长沙小伙谢辉，创办养生连锁超市御
膳缘，结合中医提出的人体 9 种体质，

以五谷杂粮为基础，为客户针对性配
备养生套餐，同时销售养生食品，目
前，在全国加盟店已经超1000家。

湖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湖南养
生协会会长何清湖表示，中医养生以
防治未病为目的，前景看好，目前的产
值无法准确估算，但是，每年保持高速
增长是肯定的。

打着中医幌子的非法活动
仍然存在

但近日记者走访长沙市场也发
现，一些打着中医幌子的不规范行为
仍然存在。

在晚报大道的一家国医健康养生
馆，记者看到，里面有6位老人，鼻孔都
插着管子，搞得神秘兮兮的，对于年轻
人的进入，工作人员显得很谨慎，他们
说，老人是在吸氢，在进行一个保健项
目，店里也在销售宣称具有中医保健
功效的鞋子等产品。

家住望城月亮岛社区的廖先生向
记者投诉，由于洗澡时耳朵进水导致
发炎，在一家养生馆按摩时，采耳的技
师表示，用店里的药 3 次就可以好，在
用药以后，却越来越严重，最后只能去
医院打了3天点滴消炎才好。

在华声在线投诉直通车，有消费
者投诉称，带 10 个月大的宝宝到祁东
一家母婴健康管理中心做小儿推拿，
在做艾灸过程中，小孩被烫伤。后在
该店推荐下在某诊所上药治疗，治疗
13天后，宝宝伤口严重感染，转入当地
人民医院治疗，医生诊断为三级严重
烫伤，并且伤口严重化脓感染。宝宝治
疗 30 天后伤口愈合，但留下永久性疤
痕，至今凹凸不平。后期他们与该店协
商祛疤费用，均遭到该店拒绝。

在警方近日查处的一宗保健品诈
骗案中，为了骗取客户信任，犯罪团伙
请冒牌“老中医”坐堂问诊开方，“老中
医”连医生职业资格证都没有，给患者
建立的病历档案、开的“方子”都是相
似的，也是假的，诱骗客户高价购买伪
劣产品。最终，警方抓获77名犯罪嫌疑
人，查获伪劣保健品26种702箱，涉案
金额超千万元。

省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医管处处长
蔡宏坤表示，中医有别于西医，讲究系
统治疗，以防治未病为主，具有见效慢
的特性，这个特性给很多不良商家提
供了可乘之机，他们打着中医养生的

牌子，行招摇撞骗之实。近几年，在注
重发展中医馆，提升中医服务能力建
设的同时，对一些违规违法行医的行
为，省卫健委也在加大执法力度，消费
者碰到违法行医等行为，可以直接向
当地卫监部门举报。

“医疗”“养生”不能混淆
经常有读者提出疑问：“各种中医

馆、养生馆、保健馆，都宣扬中医疗法，
到底有没有用？”

蔡宏坤介绍，目前，消费者在外面
看到的中医机构，一种是中医医疗机
构，一种是中医养生保健机构。看病一
定要去医疗机构，身体调理可以选择
养生保健机构。

中医医疗机构包含中医类医院、
中医类门诊部、中医类诊所，这些机
构，都应该具有监管部门颁发的医疗
资质或者备案资质，并应该悬挂在显
眼位置进行公示，消费者在就诊时，注
意要查看机构是否具有这些资质材
料，具不具有所诊疗项目的资质。而养
生保健机构由工商机构审批注册，在
进行养生项目时，不能进行针灸、正骨
等医用技术。

“市面上的中医馆，是中医门诊
部和中医诊所的通俗叫法，是必须取
得医疗资质或者备案资质的，养生保
健馆是不能挂中医馆牌子的。”蔡宏
坤表示，当前，对中医馆的监管主要
是从业人员、机构审批、经营范围许
可三方面。根据《中医医术确有专长
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
法》规定，取得《中医（专长）医师证
书》可以执业、并开办中医诊所。湖南
目前已经进行第一批中医（专长）医
师考核，151 人获证。消费者在察看
医疗机构资质的同时，也要察看医师
是否具备专长资质。

蔡宏坤认为，对于中医养生保健机
构的正面作用要肯定，在亚健康调理方
面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对于一些
打着中医幌子销售的一些产品，大家要
警惕。敢说包治百病的要敬而远之；以
免费送鸡蛋、赠送体检、抽奖、义诊等为
手段，销售高价保健品的要提防；中医
一般物美价廉，动辄几百上千一服汤药
要注意；中医一般不会一次开太长时间
的药，要根据变化不断地调整治病方
案，如果首诊就开两三个月的药，或者
直接邮寄药，这种情况也要警惕是不是
骗子。

中医药越来越走红
“医疗”“养生”要分清

肖祖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
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
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近年来，
中医传承，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国家密集出台相关政策，鼓励
和规范中医药及相关产业发展。不
管是中医药产业还是中医养生行
业，都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而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环
节，中医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
色。医疗专家分别就防、治各环节
开出了不少中医药方，在治疗和防
疫上起到了显著作用，一些中药甚
至一度卖断货，人们对中医的认可
度大大提高。

正因如此，目前中医医疗机
构、中医养生机构越来越多。这些
机构的出现，便利了老百姓的健康
需求，也活跃了市场经济，推动了
中医的快速发展。但是，因为相关
标准的不完善甚至缺失，造成有时候人们
对中医技术、中医医生身份认定模糊，一些
普通的技法或药物被吹得神乎其神，某些
无资质游医被包装成“民间大师”，严重影
响了中医的声誉。甚至，在利益的驱使下，
部分无良商家，打着中医的幌子，无证行
医、将保健品当药品卖，不仅侵害了消费者
的权益，也扰乱了医药市场。

中医药是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宝，具有
强大的生命力，前景广阔，我们要大力发展
中医药，就必须正视它面临的一些问题，以
标准化、规范化引导其发展壮大。《中医药
法》的颁布，已经为行业发展提出总体要求
和指导，在实际操作的微观层面，一些行业
标准也正在陆续制定。在各方的努力下，中
医药一定会沿着健康的轨道快速前行。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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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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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由于今年的疫情，不少在沿海或外

地企业打工的人员回到了长沙或我省
其他县市务工，子女也随之要带到身边
上学。近年来，各地对外地务工人员子
女入学都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和政策，
有的规定外地务工人员必须在当地缴
纳6个月以上的社保，子女方能入学，在
其他地方缴纳的不算，补缴的也不行；
有的要求外地务工人员必须在当地办
理了6个月以上暂住证，子女方能入学，
差一个月也不行。眼看着又到了一年一
度的秋季招生时间，如此规定让这一批
刚刚回到本省务工的外地人员子女入
学遭遇难题。这些务工人员过去在外
地，今年回到本省工作还没有半年，不
可能就在当地缴纳了 6 个月以上的社

保，也不可能在当地办理了6个月以上
暂住证。“六稳”“六保”的核心是稳就业
保就业，外地务工人员的子女到了年龄
而不能入学，他们能安心就业吗？企业
没有了工人，能够稳增长吗？

今年 1 月 1 日起，《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正式施行，进一步将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纳入了法治化轨道。7月 22日，
国务院又下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
建议有关部门根据目前面临的这一实
际问题，实事求是进一步优化外地务
工人员子女入学规定，确保外地务工
人员的子女到了年龄全部入学，保证
外地务工人员能安心就业。

民革湖南省委参政议政委员、长沙
民革党员 黄嘉杰

建议优化外地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环境

编辑同志：
7月27日上午10时许，长沙市梅溪

湖街道旭辉御府7栋1单元4住户乘坐
电梯，电梯关门后，突然出现掉层现象，
电梯内4人来不及反应去按钮缓降，电
梯从8楼直坠负一楼，大家受到不同程
度的惊吓。电梯掉到负一楼时，手机没
有任何信号，电梯门无法打开。幸亏门
口有人等电梯，叫人救助后，大家才得
以出来。这次是从 8楼掉落，下次可能
是20楼、30楼掉落，后果不堪设想。

今年以来，旭辉御府西区的电梯
故障频发，基本上 3 天一小坏，5 天一
大坏，电梯停运是常事。主要现象有：
按钮失灵、电梯内高温天气下没有通
风口导致缺氧、掉层现象等。究竟是电
梯质量问题，还是日常维护不到位？希
望有关部门对此引起重视，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不容漠视。 一居民

记者追踪：
7 月 29 日，旭辉御府物业管理部

门回复说，经调查，7月27日发生的电
梯困人事件，是由于电梯限速器钢丝
绳磨损断股导致保护性停梯到负一
层。物业公司自接到客户报告后，在 5
分钟左右成功解救被困客户。事发当

日，项目物业人员已安排客服主管与
电梯公司负责人上门慰问被困业主。
电梯维保人员当天调配钢丝绳至项目
现场，于 7 月 28 日凌晨 2 点安装好限
速器钢丝绳，恢复电梯正常运行。

今后，项目物业人员将全面加强
对电梯的日常维保，电梯维保计划除
公示在公告栏外，管家负责将每个单
元的电梯保养计划、保养过程及发现
和解决的问题公示在业主群内，由全
体业主共同监督；物业工程部安排专
人监督电梯保养过程，确保每月 2 次
保养按计划落实到位。物业服务中心
通过对小区电梯加装风幕机，提升业
主乘坐电梯的舒适度。

同时在电梯日常运行时，加强监
控人员定期巡查运行情况，及时排除
人为因素对电梯故障的影响（如烟头、
槟榔渣卡在地坎槽里导致停梯）。加强
宣传和沟通，提前向业主发布保养通
知，保养过程拍照发到业主朋友圈宣
传，如发生故障，对故障原因进行公
示，减少误解（保养停梯和人为原因导
致的停梯必须及时告知业主，以免业
主误解电梯又坏了，认为故障率高）。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通讯员
刘思婕

小区电梯出事故 住户担心不安全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家住茶陵县马江镇东冲

村 9组的居民，盛夏酷暑，正是需要大
量用水的时候，但我们村却已经停水
一个星期了，给整个村村民的衣食住
行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恳请有关部
门能够早日保障我们村的自来水供
应，保障我们的正常生活。 一村民

记者追踪：
日前，茶陵县马江镇人民政府回复

说，7月21日，岩口水厂泵房外挡土墙突
然垮塌，造成水厂抽水设施掩埋，经水厂
维修人员赶工抢修，7月22日大部分用
水户已恢复正常用水。而东冲村9组地
处岩口水厂供水管网末端的最高处，加

上7月23日因村级公路修建使供水主
管遭到损坏，导致该组停水，再次影响到
自来水的正常供应。经抢修后于7月24
日晚21时，该组已恢复正常供水。

为进一步保障用水户的饮水安
全，县水利局将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加
强水厂的运行管理，规范用水制度，进
一步优化供水调度。二是加强水厂巡
查，及时解决因设备故障、管道维修、
管道改造等引起停水的问题。三是提
高服务质量，通过各村组微信群预先
发布有关通知，同时开通水厂 24 小时
服务热线电话，及时响应群众需求,帮
助广大用户解决用水问题。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通讯员
刘思婕

盛夏更应加强农村供水服务

■相关链接

中医药普及计划
正在实施

近几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文
件，支持中医药产业的发展。

2016年10月17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等五部委下发了《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
工程“十三五”行动计划》，目标到今年年底，
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70%
的村卫生室具备中医药服务能力；85%以上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70%以上的乡镇卫生
院设立中医馆、国医堂等中医综合服务区。
2016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立法颁布，首次提出创建中医诊所改为
备案制。2017年1月9日，国务院下发了《“十
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把中医
药提升为国家战略。这些政策的出台，为中
医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政策环境。

在全国中医药行业大普及的背景下，
湖南一直走在前列。

2017年，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发布的《国
医馆发展蓝皮书》显示，国医馆数量最多的
省区为广东省、湖南省、浙江省，占比超过
整个调研总数的50%。

省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医管处处长蔡宏坤
介绍，目前，湖南在中医药方面的发展处于全
国第一方阵。他表示，中医药的发展，贵在传
承，“药圣”张仲景在湖南开“坐堂医生”先河，
湖南有很好的中医药发展传统，同时，湖南省
也是全国8个中药材种植基地省份之一。《基
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三五”行动计
划》发布后，湖南迅速行动，每年拿出大量资
金，强力推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
中医药综合服务功能区建设。2017年，《湖南
省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三五”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出台实施。

据省中医药管理局数据显示，截止
2020年5月，已为全省351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1534个建制乡镇卫生院建设中医药
综合服务区(中医馆)，项目覆盖率分别为
83.4%和79.4%，长沙市、湘潭市、常德市成功
创建全国地市级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
位，开福区、浏阳市等37个县市区成功创建
全国县区级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建
成中医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遍可开展
针灸、推拿、刮痧、拔罐等中医特色诊疗技
术和10种以上的中医适宜技术。

漫画/张杨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考生，7月22日参加了邵阳

县公开招聘教师考试。后来，有关部门认
为此次考试命题质量差，与中公教育培训
资料雷同率较高，研究决定：此次招聘考
试中的小学语文、小学英语、小学数学、小
学体育、小学美术、小学音乐六个学科专
业知识笔试无效，通知8月8日上午重考。
未按时参加考试者，视为自动放弃。

重考对考生又是一次折腾，人力、
财力、精力都被浪费。特别是外地考
生，需要长途劳顿提前一天抵达邵阳
县，更是备受损失。一次如此重要的考
试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希望有关部
门对此引起重视。 一名考生

记者追踪：
8 月 2 日，邵阳县教育局、邵阳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说，邵阳
县 2020 年公开招聘教师工作全权委
托邵阳市人力资源考试院命题制卷阅
卷。因市人力资源考试院委托命题的
第三方机构命题质量差，与中公教育
的培训资料雷同率较高，本着公平公
正的原则，决定于 8 月 8 日对小学语
文、小学数学、小学英语、小学体育、小
学美术、小学音乐六个学科的专业知
识部分进行重考。因为重考给考生带
来的不便，两部门深表歉意，请予以理
解并支持。

公开招聘教师，如此严肃的一场
考试为何会因试卷质量差而要重考？
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需要汲取什
么教训？恐怕还需对考生有个交代。只
有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实在难以服众。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招聘教师要重考 考生无辜受折腾

编辑同志：
我是桃源县陬市镇三里铺村村

民，在离我家不到50米的地方，有个种
植大户安装了一套烘干设备，每到烘
稻谷的时候，产生的煤烟和稻谷灰尘
没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周围空气
被污染，严重影响周边住户的日常生
活。我们反映到村里，可村里无人过
问。我们向镇上也投诉了，也有人下来
了解过情况，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
决。现在环境污染抓得这么紧，为何如
此污染环境没人管？ 一村民

记者追踪：
7 月 28 日，桃源县陬市镇人民政

府回复说，该镇党委政府已责成镇安
全环境管理办公室调查处理此投诉。7
月 27 日，镇安全环境管理办公室联合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桃源分局执法人员
到现场进行勘察，群众举报问题属实。
该户属于种植大户，烘干房只对自家
稻谷烘干，不对外经营，检查当日是最
后一天进行作业。经勘察发现，该烘干
房粉尘收集沉降室密闭不严，有多处
粉尘排放现象，热风炉无废气收集处
理设施。生态环境局要求：1.立即对烘
干房进行密闭，防止粉尘污染；2.热风
炉安装废弃收集处理设施；3. 整改完
成以前不得开展生产，限期于晚稻收
割之前完成整改（10 月份），且整改完
成后必须经验收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桃源县陬市镇人民政府表示今后
将加强监管，依法依规处理危害环境
的行为，欢迎广大群众举报、监督。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通讯员
刘思婕

烘干机污染谁来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