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有
一本专属积分卡，参加完一次志愿服务
活动，上面就会记录相应积分。”吴阿姨
掏出印有“芙蓉社区志愿服务积分卡”
的小红本，上面记录着：周五上午文明
巡查 1 小时，记 10 分；参与疫情防控执
勤 3小时，记 30分……

黄山区芙蓉社区“雨润”芙蓉志愿
服务品牌下设的“雨润”文明巡查队中，
像吴阿姨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
大多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由辖区内
退休居民、党员、楼栋长等成员组成。

“目前我有 830 积分，用这些积分兑换
了卫生纸 9包，抽纸 16包，肥皂 12块”，
志愿者蒋梅琴笑着说。参加志愿服务
活动最积极、积分最高的志愿者吴爱萍

阿姨说：“当初加入志愿服务队，只为热
心助人，没想到志愿服务积分还可以兑
换这么好的物品，今后我会更加积极地
参与活动，并带动身边人一同投入到志
愿服务活动中去。

据了解，芙蓉社区“学雷锋志愿服
务站”设置了专门的“积分兑换区”，社
区根据志愿者需求，准备了卫生纸、抽
纸、洗衣皂、搪瓷炖锅、洗衣盆等丰富礼
品，志愿者们可以根据积分兑换规则兑
换自己心仪的物品。目前芙蓉社区开
展“雨润”志愿者“积分兑好礼”主题活
动已有 5 年，有 178 名志愿者共计兑换
卫生纸、抽纸、牙刷、炖锅、肥皂等礼品
4720余份，已形成良性循环。

·欧阳如晨 王雅婷·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弘
扬时代新风，有效遏制乡村红白喜事大
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切实减
轻群众负担，形成节俭文明科学新风
尚，助力乡村振兴，今年以来，歙县投入
46.6万元，着力实施“社区公益食堂”试
点项目。

富堨镇承狮村鲍川组，一排粉刷一
新的平房上，“承狮村公益食堂”七个大
字格外醒目。村干部程永泽介绍，这里
以前是仓库，已倒塌几间，后改造成老
年活动中心，今年 5 月开始建公益食
堂，包括吊顶、换瓦、砌墙，已投资五六
万元，目前通过验收。

包括承狮村，歙县遴选井潭村、昌
溪村、横联村、竹溪村 5个试点村，推进
该项试点。试点村根据实际制定建设
方案，报县民政局审核。县民政局会同
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实地调研，指
导完善方案。对“社区公益食堂”运行

规范、有亮点的乡镇，县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中心以奖代补。“社区公益食堂”运
行由所在地村红白理事会负责日常活
动对接，村民委员会负责活动具体实施
及管理，乡镇负责监管，运营产生的利
润归村集体经济所有。村民举办红白
事等宴请活动，须先向村红白理事会申
请。理事会安排工作人员，根据活动规
模、宴请桌数、餐标等事务对接事主，报
村民委员会批准，并及时到乡镇政府登
记备案。在实施标准上，男女双方邻
里、朋友随礼原则上不超 100 元，直系
亲属原则上不超 200元，原则上单方设
宴不超 10桌，双方设宴不超 20桌，每桌
成本控制在 500元内，实行一日宴请。

歙县文明办负责人胡鸿鑫表示，他
们将进一步细化措施，严把时限关、质
量关，实现“建得成、效果佳、影响好”工
作目标，将“社区公益食堂”项目试点打
造成移风易俗重要突破口。·黎小强·

歙县：

公益食堂成社区新亮点

芙蓉社区：

积分兑换让“爱心双循环”

本报讯 为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
和幸福感，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走深走实，黟县美溪乡多措并举开展
城乡居民医保工作，确保民生实事和党
史学习教育同频共振。

优化经办流程。该乡本着“方便群
众”的原则，在全乡 4 个行政村建成村
级便民服务代办点，梳理村级代办事
项，建立台账登记制度，以包村干部和
医保专干为村级代办员，做到人员下
沉，重心下移，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真正落实“最多跑一趟、只进一扇门”的
要求，让群众不出村就能办成事，全力
为群众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强化宣传力度。该乡大力推广医
保电子凭证激活工作，运用医保电子凭
证就医看病。针对看病找谁报、如何报

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发放医保政策宣传
册，同时运用微信群、QQ群等开展政策
宣传，做到线上线下相结合、齐发力，大
大提高群众对医保政策的知晓率，真正
让惠民政策更加贴近群众、惠及百姓。
截至目前，共发放宣传手册 1500余份，
解答群众政策疑问 200余条。

情系困难群体。该乡严格落实特
殊群体兜底保障政策，个人慢性病申请
应办尽办。逐一核对最低生活保障对
象、特困供养人员的信息，为 20名特困
供养人员每人全额资助 320元，为 92名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每人差额资助 280
元，资助率达 100%，切实提高了困难群
众对医保民生工程的满意度，有效减轻
了群众负担。

·汪建华·

日前，市中医院制剂室，中药师胡立明在制作传统膏方。

入冬以来，进补膏方以达养生保健目的的市民增多。膏方是传统中药剂型之

一，遵循传统中医理论和制备工艺，按照“一人一方”要求，经浸泡、煎煮、浓缩、收膏

等工序制作而成。在中药师指导下服用膏方，可以起到培补正气、强身健体等功效。
许 晟/摄

首届中国（黄山）新安医学
发展大会成功举办以来，我市
进一步加快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有力有效推动新安医学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安医
学振兴发展进入新阶段。

“徐经世国医大师黄山市中
医院工作站建设工作正在加快
推进中，将打造成为集教学科
研、学术交流、就医诊疗于一体
的综合性平台。”11 月 15 日，市
中医院院长、市新安医学研究中
心主任江国庆表示，我市将充分
发挥国医大师示范和传帮带教
作用，推动新安医学人才队伍培
养，加强新安医学学术思想和临
床经验的继承与创新。

这是中国（黄山）新安医学
发展大会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
的具体措施之一。今年 4 月下
旬，我市成功举办中国（黄山）
新安医学发展大会。本次大会
明确提出，我市将全力推动新
安医学传承创新发展，健全完
善新安医学资源数据库，加快
建设新安医学传承创新中心，
积极打造新安医学国医名师品
牌，全力打响新安医学特色健
康旅游服务品牌。

大会期间，国医大师、安徽
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
授徐经世受邀发言。围绕大会
主题“振兴新安医学，服务健康
中国”，他表示，从这次大会开

始，新安医学迎来了发展的最
好时期，希望新安医学乘此东
风，以传承为根基，以创新为动
力，在新的征程上实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10 月 15 日，徐经世国医大
师黄山市中医院工作站举行揭
牌仪式。揭牌仪式过后举行的
拜师仪式上，我市一批新安医
学传承人拜徐经世国医大师为
师，市中医院医务科科长王旭
东是其一。他告诉记者，目前
正在学习中医四大经典以及徐
经世国医大师的临床专著。徐
经世国医大师从事中医内科临
床 60余年，临证精思善悟，经验
非常丰富。

江国庆介绍，现阶段，市中
医院正全力创建三级中医院，
已 分 别 与 安 徽 中 医 药 大 学 第
一、第二、第三附属医院组建紧
密型医联体。徐经世国医大师
工作站、杨永晖名老中医工作
室、方朝辉博士工作站、夏克春
工作室先后设立，对口帮扶黄
山市中医院糖尿病科创建国家
级重点专科，肛肠科、妇科、骨
伤科、脾胃病科和肾病科创建
省级重点专科。

记者从市卫健委中医药与
健康产业科了解到，我市将黄
山市中医院新安名医堂建设和
省级流派工作室建设相结合，
在新安名医堂建设新安屯溪程

氏内科等 9个省级流派工作室，
进一步引进国医大师、名老中
医、岐黄学者、新安医学世家流
派等名医团队入驻，打响新安
名医堂特色品牌。

该科室负责人武兵介绍，
为落实《新安医学传承创新发
展实施方案》，促进新安医学发
展，做好新安医学传帮带，培养
新安医学特色人才，加强新安
名医学术技艺传承，市卫健委
在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开展 2021
年度新安医家挂牌遴选工作，
新安医家挂牌计划数 10 个，加
入黄山市中医院医联体，承担
传承带教任务。

为加快培养新安医学传承
创新骨干人才，今年 6 月，我市
启动新安医学名老中医学术传
承工作，遴选 10名指导老师，并
面向全市遴选 20 名师承人员，
通过临床抄方、整理文案、撰写
论文、出版专著等形式跟师学
习，鼓励非中医类医师跟师学
习中医，并组织全市具有副高
以上职称的专业人才参加省西
学中高级人才研修项目考核。

“我们正在与安徽省立医
院、杭州市中医院商谈合作事
宜，还将在市域内与有鲜明中
医特色的乡镇卫生院、中医诊
所、区县中医院及新安医学传
承人建立紧密型合作关系。”江
国庆介绍，今年 5 月以来，市新

安医学研究中心、市中医院连
续开展 2 期新安医学适宜技术
培训班，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有关专家参与，带教
培训 70 余人，进一步扩充我市
基层中医实用人才，提升中医
药服务能力。

与此同时，我市深入开展
新安医学特色制剂、民间验方
摸排。已收集有明确临床使用
数据的院内制剂 63 种，其中市
中医院已启动省级名老中医王
士荣治疗脾胃病的经典验方益
坤消痞丸的制剂备案工作。已
征集民间偏方验方 120余种，市
卫健委组织中医药专家集中筛
选，发布第一批 30种疗效明确、
安全可靠的新安医学民间验方
名录，下一步将开展临床验证
及应用推广。

我市是新安医学发源地，
历代名医辈出，留世名方众多，
在中医药发展史、中国传统文
化发展史上地位突出、贡献卓
越、影响深远。江国庆透露，为
加快名方向名药转化，我市现
阶段重点加强基于新安医学文
献研究和名医经验的院内制剂
研究与开发，争取明年底前完
成重要制剂备案 5-10 个，并加
快科研成果转化，尽早开发出
新药，推动新安医学传承创新
发展，推动黄山市经济和医疗
服务发展进步。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新安医学振兴迈进新发展阶段

美溪乡：

医保惠民增群众满意度
休宁县齐宁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联合中国人像摄影协会、非公企业

联合党支部共同开展“礼赞百年华诞·

礼敬百名好人”爱心摄影公益活动，为

辖区内 35至 80岁夫妇免费拍摄圆梦

婚纱照。

11月 20日，非公企业党支部志愿

者早早来到社区，帮助化妆师们为老

人化妆、挑选婚纱，大家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今年我和老伴结婚五十年

了，结婚那会因为条件不允许，也没拍

过什么正式照片，感谢社区给了我们

一个圆梦‘婚纱照’的机会，在这样一

个特殊的年份里，记录我们‘不老的爱

情’。”居民汪国顺激动地说。

本次活动有近 10对夫妇参加，摄

影协会志愿者表示，将免费赠送每对

夫妻 3张七寸照片和一张 24寸绢丝挂

画，后期制作结束后交至老人手中。
季红玲/摄

免费婚纱照

定格“浪漫夕阳红”

“专注于呼吸，专注于你的意识，
放松……”11月 14日，在屯溪区一家
瑜伽馆里，馆主许鸿鹄正在为学员上
瑜伽课。在轻盈的瑜伽音乐中，她用
语言去引领每一位学员，穿行于她们
中间，不断纠正她们的体位。偶尔，
她会拿一块瑜伽泡沫砖放在学员面
前，示意学员手撑上去用于辅助，或
者拿一根伸展带帮助学员完成难以
做到的体式。

说起“与瑜伽结缘”的由来时，许
鸿鹄说：“我小时候身体特别不好，经
常容易生病，从小到大几乎与一切运
动无缘。”2005 年，一次机缘巧合，她
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瑜伽，并爱
上了这项运动。从最开始简单的姿

势模仿，到进入专业培训机构系统
学习，并顺利考取了瑜伽教练资格
证书，瑜伽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2014 年，许鸿鹄开办了
第一家自己的瑜伽馆，十余年的坚
持，她将自己的爱好，变成了如今的
事业。

出生于新安医学世家，许鸿鹄从
小在中医外公的身边长大。耳濡目
染下，如今的她，也算是对新安医学
略有研究的“内行人”。为此，她尝试
着将中医理论融入瑜伽教学中，从体
式、呼吸、经络、穴位等方面创新瑜伽
内容，并根据学员的具体身体情况进
行调整，设计符合个人需求的特色课
程。在她的教室里，摆放着绳索、砖

块、伸展带、瑜伽毛毯等多种辅助工
具，利用这些工具，她帮助很多形体
训练不佳的学员树立信心，以达到她
们身体在习练中的最佳状态，并通过
穴位按摩，为很多上班族缓解肩颈疼
痛，起到有效的理疗效果。在她看
来，中医与瑜伽，是最适合中国人的
养生之道。瑜伽与中医都源于养生，
瑜伽的理论体式和呼吸法，很大程度
上与中医理论不谋而合，大道至简，
大道相同。

“瑜伽不止是在垫子上，瑜伽在
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养花、工作都
可以称之为瑜伽。”许鸿鹄注意到，越
来越多的人因为生活节奏快、工作压
力大，身体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亚健

康”症状。她决定，要利用自己的所
学，尽己所能传播健康生活理念，带
给更多人健康和美丽。工作之余，许
鸿鹄会在个人的社交平台每日更新
中医常识和一些简单的养生小妙招，
还会分享一些滋补的食谱，面对咨
询，更是知无不言。同时，她还积极
受邀参与社区、学校的健康课堂，教
学瑜伽体式，传播中医+瑜伽养生理
念，教授居家护理的基础技能等，推
广健康生活方式。

作为从瑜伽中获益的一员，现
在的许鸿鹄，自信、知性、热爱生活，
因为她说：瑜伽就是生活，生活就是
瑜伽。

·朱西敏·

许鸿鹄：传递健康生活理念

□许 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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