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歙县献血办、教育
局、红十字会联合举办教师节专场献血
活动，县城城区及周边各学校、幼儿园
的教师积极响应招募，踊跃参加无偿献
血，用热血为生命接力，用爱心诠释教
师的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

据了解，此次共有 230名教师报名
参加献血，分别来自县教育局及 31 所
学校和幼儿园。“这是歙县连续第 3 年
开展教师节专场献血活动。”歙县县委
教育工委委员洪明辉说。

献血车上，殷红的鲜血从献血者体
内流入采血袋。时有教师担心献血扎
针疼痛影响写板书，主动提出从左臂采
血。还有教师完成献血后，迫不及待地
赶回各自学校，或备课，或上课，只字不
提请假休息。

马向阳是歙县紫阳学校一名青年教
师。自 2017年起，他每年都参加献血，
每次献血 300毫升，至今已坚持 5年。“有
一次，我献血的照片上了校报，有几个学
生看到了，回家还跟他们家长说。”

下午 2点 26分，市中心血站相关负
责人胡玲告诉记者，今年共有 164名教
师成功献血，献血总量达 5.28 万毫升；
另有 5人完成造血干细胞采样，加入中
华骨髓库。

据了解，2019 年 9 月 10 日，歙县教
师节专场献血活动中，116 名教师成功
献血，献血总量达 3.7万毫升；2020年 9
月 11日，歙县教师节专场献血活动中，
133名教师成功献血，献血总量达 4.395
万毫升。随着今年活动继续举办，品牌
效应正在形成。 ·许 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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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悦耕是歙县上丰舍头程氏内
科第 10代传人，退休前曾任黄山市
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黄山市中医
学会暨新安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副秘书长。2010 年退休后，继续从
事中医临床工作。

新安歙北程氏内科是新安医学
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程氏先祖
世代居住山村，注重临床疗效，临
床辨治内科杂病方面经验丰富，擅
治脾胃、呼吸系疾病，治疗慢性病
尤有心得。清雍正年间，徽州府同
知任宗游为程氏先祖程大鉴题有

“龙宫妙手”匾额。新安歙北程氏
内科因遣方用药味少量轻，在省内
中医界有轻灵派之称。服务对象
多为乡村农民，用药力求价廉易得
有效，医术、医德尤得歙东北、绩溪
一带百姓赞誉。

程悦耕的祖父程雁宾是安徽省
名老中医，父亲程亦成是全国首批
老中医药专家。程雁宾生于 1900
年，21 岁悬壶济世，擅内科，辨证准
确，用药精当、轻灵，晚年被推为省
中医药学会理事、徽州地区中医药
学会名誉理事长。程亦成 1946 年

随父习医，3 年后独立应诊，继承父
亲用药轻灵的风格，强调因人因病
而 异 ，重 在 掌 握 治 疗 分 寸 。 1956
年，程雁宾、程亦成父子接受徽州专
署医院（今黄山市人民医院前身）聘
请，创建中医科。

程 悦 耕 正 式 接 触 中 医 ，始 于
1968 年。当年，程悦耕在歙县上丰
舍头插队，担任大队赤脚医生，开始
跟随祖父学习中医。当时，为解决
农村缺医少药问题，国家提倡“一根
针，一把草”，且由于合作医疗经费
紧张，程悦耕和同事在日常诊疗中
尽可能使用针灸和草药。

程悦耕回忆说，当时，村里有个
小女孩得了支气管肺炎，他们采摘
鱼腥草煎水让小女孩喝，喝了几天，
小女孩病情好转，又喝了一个多星
期，基本痊愈；医疗站附近有个几个
月大的婴儿，有一次拉蛋花样大便，

一天十几次，吃了几天药都不见效，
他们给婴儿针刺双侧足三里穴，婴
儿当天大便次数明显减少，次日取
相同穴位针刺，基本痊愈。

1973 年，程悦耕接到安徽劳动
大学数理系的录取通知书。入学后
转入安徽医学院中医系学习。1976
年毕业后从事中医临床。1991 年，
程亦成被确定为全国继承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程悦耕再
次师承父亲学习，医术精进。

从事中医临床 50年，程悦耕临
证经验丰富，擅长治疗脾胃、肝胆、呼
吸系疾病。他参与点校出版新安古
医籍《医验录二集》《黄帝内经素问校
义》；总结先人学术经验，撰有《程亦
成杂症治验举隅》《程亦成逐湿通络
法治疗痿症经验》《程亦成治疗慢性
病经验》《程亦成诊治慢性胆囊炎经
验》《程正通医案及作者考》等。

程悦耕：副主任中医师，新安歙北

程氏内科第 10代传人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

展。我市是新安医学发源地，境内中草药资源

十分丰富。建议在青少年群体中开展内容丰

富的新安医学健康知识普及活动，通过加强中

医药知识教育，普及中草药常识，使他们对车

前草、金银花、鱼腥草、白茅根、夏枯草、菊花等

常见中草药有一定认识，不仅要了解中草药可

以用于保健养生，还要知道中草药可以用来治

疗一些常见病，从而进一步提高中医药健康

文化素养，培育形成“爱中医药、信中医药、用

中医药”的浓厚氛围。

建言献策 临床擅治

脾胃、肝胆、呼吸系

疾病及一些内科杂症

典型案例
郑某某，歙县人。2008年秋因

腹痛、黄疸住院检查，怀疑胆道占

位性病变。腹痛缓解后回乡，检查

后高度怀疑胆道肿瘤。因黄疸仍

在加重(总胆红素超过 300μmol/L)，
建议手术解决黄疸问题。患者考

虑不能切除病灶，拒绝手术，要求

服中药治疗。经中医辨证，属肝胆

湿热范畴，程悦耕结合先父对此类

疾病的临床经验，给予清肝利胆之

治。十余日后，患者觉精神及胃纳

有所改善，随证加减，继续服药月

余，症状好转，黄疸未再加深。

2009年元月，总胆红素降至 100多
μmol/L。继续服药至 5月份，黄疸

完全消退。但影像检查仍高度怀

疑胆道肿瘤。随后间断服药前后

共三四年。患者 2014年去杭州打

工，2016年一次腹痛后出现轻度黄

疸，自购中药口服，同时去当地医院

就诊，诊断为胆道占位，建议手术。

准备手术期间，诸症复平，遂出院。

之后有腹部不适，患者即微信加减

服药十余剂，至今未再复发。

周一至周六上午，屯

溪康源大药房

坐诊时间

 本报记者 许 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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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宫妙手 十世家传

选择起而行 收获乐而康
我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全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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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屯溪区雀山路 4号
小区居民胡女士来社区反映，自年初小
区改造竣工以来，尽管平时注意节约用
水，但每月水费一直在增加，找人对家
里水管排查，未发现漏水现象，怀疑是
改造地段水管有问题，希望社区能够协
调解决。

得知这一情况，社区“乐和合”调解
员和物管立即赶往现场了解情况，随后
联系市自来水公司维修人员，对胡女士
家自来水管进行检测，确认漏水原因为
改造后的水表箱到胡女士家这段的水
管出现漏水。了解情况后，“乐和合”调
解员即刻请来小区改造施工负责人及

专业维修人员，通过现场勘查，很快在
漏水点处换上新的自来水管。

“这次多亏社区的帮忙，真的太谢
谢你们了！”看着修好的水管，胡女士高
兴地说道。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水心亭
社区始终践行为民服务初心，坚持问题
导向，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在实处。
下一步，社区将继续推深做实“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着力解决居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将党史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不断
增强辖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陈晓辉·

水心亭社区

水管漏水用户愁 社区协调解民忧

本报讯 近日，歙县徽城镇渔梁社
区有居民反映，老路灯都不亮了，一到
晚上就黑黢黢的，晚上出行非常不方
便。该社区迅速行动，立即联系县亮化
办对沿线路灯进行详细检查。

经排查，共有 5处路灯不同程度损
坏，长时间风吹雨淋，部分电线老化，致
使线路短路，也是造成路灯不亮的重要
原因，为此维修人员对每盏损坏路灯一
一登记并进行修理和更换。经过近 2
个小时的作业，“停摆”的路灯再次亮了
起来。修好的路灯不仅美化了小区环

境，更是照亮了居民回家路的“最后一
小步”，为居民的夜间出行提供了安全
保障。“路灯一亮，灯火通明，晚上走哪
都不怕摸黑了。”居民说道。

一直以来，该社区不断加强基层
服务能力建设，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
便民服务活动，始终将“为民办实事”
放 在 首 位 。 所 办 的 一 桩 桩 一 件 件 实
事，体现了社区“一班人”始终坚持把
排民忧、解民难、济民困作为工作第一
要务，努力为百姓排忧解难。

·汪鼎成·

渔梁社区

路灯损坏夜行难 维修亮化居民乐

本报讯 9月 17日，黄山市红十字
会在中心城区昱中花园举办纪念第 7个
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向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入库志愿者和宣
传动员志愿者表示感谢，呼吁更多适龄
健康公民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挽救更多血液病患者的生命。

30 余名来自黄山市红十字“三献”
志愿服务队、黄山市红十字人道传播志
愿服务队、黄山百大“徽骆驼红色志愿
队”、屯溪区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的志愿
者参与活动。他们走上街头，向广大市
民发放宣传材料，宣讲造血干细胞捐献
相关知识。

2012年 5月，中华骨髓库安徽分库
黄山工作站建立。我市各地红十字会
会同市中心血站，携手红十字志愿者走
上街头、走进社区、走进高校，广泛动员
市民积极参与、支持造血干细胞捐献工

作，主动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库。

自 2016 年以来，我市有 86 名红十
字志愿者荣获中华骨髓库志愿服务表
彰，4人荣获全国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
奖，4 名捐献者荣获黄山好人荣誉称
号。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
字精神，我市还将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
行为纳入见义勇为行为表彰奖励范围，
已有 7 名捐献者获评市见义勇为先进
人物。

截至目前，我市通过静思期回访送
样样本数 1368人，高分采样 35人，进入
体检环节 27 人，已实现捐献 13 人。9
月以来，我市有 2 人实现捐献，为患者
送去“生命的种子”；另有 1人现已进入
待捐状态，近期将完成采集。我市造血
干细胞捐献工作发展势头强劲。

·许 晟·

街头社区颂善举 无偿捐献传爱心

献血专场连年办 歙县教师是榜样

日前，屯溪区新潭镇卫生院先后走进新潭鸿智幼儿园、沐春家园幼儿园开展以

“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为主题的儿童口腔健康知识宣传活动。

课堂上，该卫生院医生向幼儿们生动讲述了儿童口腔保健、如何预防口腔疾

病、远离儿童龋齿等知识。还通过牙齿模型，进一步讲解牙齿的构造特点，让他们

了解牙齿的“小秘密”。整个课堂氛围活跃，小朋友们参与度很高。 吴春峰/摄
黟县宏潭乡佘溪村的文化广场，

也是村民们健身的运动广场，建有篮
球场，还配备了乒乓球桌、太空漫步
机、腹肌板等运动器材。67 岁的村
民张社女说，晚上经常去广场跳广场
舞，锻炼锻炼身体。

“适量运动能提高骨强度，预防
骨质疏松。”市疾控中心健康管理师
俞雪英说。骨质疏松症以骨强度下
降、容易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为特
征，是常见的全身性骨骼疾病。骨折
及其引发的多重并发症严重影响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

佘溪村村干部介绍，宏潭乡卫生
院、碧阳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多次来到
村里，面向村民开展“三减三健”宣传
教育活动。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
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等健康理念
逐渐走进百姓生活。

俞雪英指出，人体摄入过多的
油、盐和糖，可导致肥胖和“三高”（高
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增加冠心病、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病风
险。近年来，我市慢性病呈高发态
势，且呈年轻化趋势，防控形势刻不
容缓。

市疾控中心地病慢病科科长郑
瑞丰介绍，健康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

制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
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基础，主要
表现为健康饮食、适量运动、不吸烟、
不酗酒、保持心理平衡、充足的睡眠、
讲究日常卫生等。

自 2007年 9月 1日起，我国持续
开展以“和谐我生活，健康中国人”为
主题，以“我行动，我健康，我快乐”为
口号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并确
定每年 9 月 1 日为“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行动日”，每年 9月为“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宣传月”。

多年来，我市积极推进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行动，扩大健康促进县（区）
创建覆盖面，通过开展“三减三健”、
适量运动、控烟限酒、心理健康等专
项行动，倡导和传播健康生活方式理
念和相关知识，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预防和控制各种慢性病。

各区县结合各类纪念日、活动
日，组织开展大型健康专题活动，突
出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日、全民健
身活动日、万步有约活动等主题，推
进健康巡讲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
进企业、进农村，通过城区 LED 显示
屏循环播放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素养
66 条知识，在公交站台、路口、拆迁
建设工地围栏等开展健康素养 66条
知识和健康生活方式科普宣传，认真
做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教育推
广活动，不断提高群众重点慢性病核
心知识知晓率和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我市积极创建健康小屋、健康食
堂、健康餐厅、健康超市、健康单位、
健康学校、健康社团、健康社区、健康
家庭、健康步道、健康主题公园、健康
街区等健康支持性环境，促进公众提
高健康知识水平，掌握健康生活技
巧，践行健康行为。屯溪区疾控中心
章健介绍，该区已建成健康主题公园

1 个、健康步道 3 条、健康小屋 9 个、
健康主题街区 1 条、健康单位 50 家、
健康学校 10所、健康食堂 10家、健康
餐厅 10家，创建健康社区（村）41家，
评选健康家庭 325 户。健康支持性
环境遍布城乡。

我市充分调动基层卫生健康行
政管理队伍、技术服务队伍和计生协
群众工作队伍的积极性，不断发展非
医务人员充实到健康指导员队伍中
来，组织引导健康指导员切实发挥面
向基层的健康服务指导作用。目前，
中心城区已成立英姿健身队、广艺健
身队、屯光军鼓队等 71 个群众性健
身团体，经常性开展广场舞、军鼓、健
身舞、太极拳、太极剑扇、柔力球、腰
鼓、锣鼓、健身操等健身运动。各团
体设健康指导员和志愿者，传播健康
知识、传授健康技能。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2020
年，我市所有区县均开展全民健身行
动，“三减三健”、适量运动、控烟限
酒、心理健康等专项行动全面铺开。
全 年 开 展 大 型 健 康 专 题 活 动 37 场
次，街头咨询活动 1200余次，发放折
页 32万余份、健康支持性工具发放 3
万余个，举办健康讲座 1000余场；纳
入管理且开展工作的健康指导员人
数共有 1270 人，健康指导员开展的
活动共有 7000余场。

今年以来，我市加强儿童青少年
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教育，普及“三减
三健”核心信息与健康生活技能知
识，帮助儿童青少年养成并坚持健康
生活方式，争做“饮食好、运动好、睡
眠好”新“三好”少年，促进健康成长。

目前，我市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
理理念融入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
全过程各环节，我市已经建设成功国
家级健康促进区 1个、省级健康促进

县 1 个，全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
25.6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市卫健委有关工作人员表示，将
进一步推进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和
利用，强化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的引
领作用，促进市民养成健康文明的生
活习惯，力争到 2025 年全市健康素
养水平不低于（社区）28%，形成全社
会共同行动推广健康生活方式的良
好氛围。

□ 许 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