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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病先防 让生命更健康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治未病中心发展侧记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在南昌市洪都

中医院治未病中心，冬病夏治、夏病冬治、中药

香囊、养生汤包、药膳食疗、健康体检等项目深

受群众青睐，“治未病”逐渐成为群众健康养生

的新方式。

“上医治未病”。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治未

病中心成立于 2012 年，是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

重点专科、南昌市中医治未病区域中心。该中

心以“治未病”为方式，以健康辨识体质为工

具，以健康促进为手段，以健康管理为平台，建

立中医健康管理新模式，积极服务健康、亚健

康、慢性病患者及病后康复等人群，以及易患

疾病人群，实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

复”，满足群众对健康养生的需求。

建立治未病全链条
相关数据显示，全球亚健康人群达 75%。

亚健康与疾病仅一步之遥，走出亚健康，从“未

病先防”开始。“针对亚健康人群，我们会根据

群众自身体质制定相应的中医养生计划，为群

众提供全面、优质的中医养生服务。”南昌市洪

都中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胡秀武介绍，中心运

用中医养生理论结合西医保健理论对亚健康

（中医称为虚劳）进行中医养生指导和体质辨

识，对各种亚健康调治和内科杂症的调治有独

到的见解，可对虚弱体、亚健康、慢性病、术后

产后、儿童助长、儿童慢性病预防、呼吸道等疾

病进行中医药干预。

如何将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胡秀武介

绍，通过健康体检可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中心致力于打造中西医结合健康体

检服务高地，运用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

方法，对体检者进行中医体质情况判断，并提

供 专 业 化 、个 性 化 、实 用 性 强 的 健 康 评 价 报

告，对体检者存在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健康

指导及制定治疗方案，从而避免小病成大病、

轻病成重病。

“治未病”是中医学的独特理念。在南昌

市洪都中医院治未病中心，中医治未病思想涵

盖健康与疾病的全程，包括预防疾病的发生、

防止疾病的发展、防止疾病的复发。目前，中

心建立了集健康状态信息采集与辨识评估、中

医健康咨询与指导、中医辨证论治调养、中医

特色干预于一体的全链条式治未病服务体系，

能够提供健康体检、健康评估、健康指导、体质

辨识、经络测评、经络治疗、营养测评、药膳咨

询、运动疗法、身心调理和心理辅导等现代治

未病综合服务。

多学科协力治未病
治未病，不仅需要辨证施治，还需要多学

科支持。“对于体检中发现的疾病，有相关科室

参与，协同诊治。”胡秀武说，中心汇聚了脾胃

病、心脑血管、老年病、呼吸、针灸、推拿等多学

科中医专家队伍，围绕危急重症开展救治，以

肿瘤病、慢阻肺急性发作、心血管重症为突破

口，全面展开中医药诊治服务，全力打造“纯中

医治疗示范区”。

整体施治、多学科会诊、个性化诊疗，这是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治未病中心诊疗水平提升

的“法宝”。在医院治未病中心，针灸减肥美容

受到不少肥胖人士的喜爱。在这里，减肥不用

断食，无须使用减肥药物，而是运用针灸、艾

灸、拔罐等中医特色疗法进行减肥，形成了一

套具有洪中特色的体重管理模式。“肥胖可能

会伴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及脂肪肝。”

据介绍，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肥胖不是病，但肥

胖容易引起并发症，将体重管理前置，符合治

未病理念。

医院综合实力强、专科特色明显，这是治

未病中心的底气。在医院众多学科强有力的

支持下，该中心全力打出中医特色与药物疗

法“组合拳”，与针灸科团队合作开展中医传

统 非 药 物 疗 法 ，包 括 导 引 术 、针 、灸 、正 骨 推

拿、熏蒸、火罐、沐足、贴敷、砭石、运动康复训

练等技术，以及中医临床营养、音乐指导等特

色服务项目；开设体质养生咨询门诊，进行中

医 体 质 辨 识 与 中 医 健 康 指 导 ，包 括 起 居 、情

志、饮食、睡眠、经络等指导；开设疾病前状态

调养门诊，组织院内、院外各专科知名专家坐

诊 ，开 展 亚 健 康 失 眠 状 态 、亚 健 康 阳 虚 质 状

态、代谢综合征、临界高脂血症、临界高血压

等慢性病调养。

治未病理念入人心
日前，由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治未病中心精

心打造的洪中健康学院，邀请治未病中心王莹

医生带来的健康科普网络讲座——《原发性高

血压病的茶饮调理》，吸引众多高血压患者“围

观”。搭建各类科普平台传递中医治未病理

念，传播中医健康养生知识，将中医健康知识

融入百姓生活，这是治未病的“必修课”。

近年来，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治未病中心构

建了“互联网+治未病”的服务模式，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定期邀请专家授课，专家围绕运

动、药膳食疗、音乐、茶饮等治未病相关主题开

展授课，目前已组织 40 余场科普讲座，数以万

计群众受益。

健康教育，是“治未病”的长远之举。近年

来，该中心加大健康科普宣传力度，传播治未

病理念、中医药文化、中医药养生知识，推动中

医药预防疾病知识、技术和药物等全面进入机

关、企业、社区、学校和家庭，使调养情志、强身

健体等养生保健方法和适宜中医药保健技术

及药物充分融入日常生活，提高正气抗邪能力

和体内免疫力。

除科普宣传外，该中心通过开发系列健康

产品，让群众亲身体验中医魅力，专家以身说

法带动更多人信中医、用中医。目前，该中心

精心打造了“洪中治未病系列药食同源产品

包”，与制剂中心合作开发研制中药膏丹丸散，

研制热熨包、足浴包、茶饮包、中药香囊、养生

汤包等系列健康干预产品，用于体质调理、亚

健康状态调理、慢病治疗和养生保健，让更多

市民享受到“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更加注

重健康养生，成为治未病的忠实粉丝。

站在新的起点上，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治未

病中心将不断创新中医健康管理模式，积极开

展特色诊疗技术项目和开发特色产品，为市民

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

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打造省内一

流的治未病诊疗中心，助力健康中国、健康江

西、健康南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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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未病中心专家团队

牵头成立南昌市治未病中心联盟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陈璋 通讯员袁冰）近日，南

昌市第二十七中学的学生来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

馆参观，重温革命历史，接受红色洗礼。在南昌市朝阳中

学志愿讲解员的精彩讲解中，同学们了解了一个个红色故

事，无不为先烈们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为别的学校学生进行志愿讲解，朝阳中学并非首次。

2018 年，朝阳中学与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签订合作

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协议。4 年来，学校共安排近百名学

生到陈列馆开展志愿讲解服务，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让

他们在一次次讲解中不断升华爱党爱国情怀。

这是南昌市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

育、社会实践等环节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南昌市全面推行

素质教育，开设了各类创新课程，为学生个性化成长提供

平台，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发展。特别是随着南昌市素质教

育平台（实践类）的上线，首批 88 家社会实践基地涵盖职业

规划、德育实践、经典阅读、科普教育、文化艺术等不同内

容，进一步满足了中小学生多样化需求，让素质教育开出

繁盛之花。

南昌市洪都中学作为一所拥有 70 年历史的学校，凭借

不断创新的科技教育，依然充满活力。

“全校共有数十个学生社团，由初一年级学生和其他年

级部分学生构成，涵盖德智体美劳各个类别，其中仅科技类

社团人数就占 30%。”在洪都中学政教处主任助理周松的带

领下，记者来到航模社团展示室。这是一间与普通教室差

不多大的房间，却陈列着各种飞机、轮船和汽车模型。每一

个模型不仅外观精美，“肚子”里也是货真价实，全部搭载了

发动机。“这些都是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动手制作的，获

得了多项荣誉。”周松说。

据南昌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全市开展

了各种科技教育。例如，推广南昌校园科普联播网，在全

市 494 所中小学校及幼儿园的校园广播站播出音频科普知

识；开展科技支撑乡村振兴公益行动，进行线上科普讲座

直播，为两万余名中小学生带来科技领域的前沿知识，不

断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此外，南昌市通过高位统筹，在体育、劳动、艺术等方面

协同发力，持续完善教育投入机制，推动各类活动陆续开

展，重点试点工作落地见效。“今年通过打造南昌市素质教

育平台（实践类），让 88 家社会实践基地免费向学生开放。

学生在实践、学习过程中，也可通过拍照、留言等形式记录

活动内容与心得体会，从而丰富过程性学习数据，让素质教

育的范围更加广阔，方向更加明确。”南昌市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说。

近日，南昌市湾里管理局洗药湖管理处红星村的百亩

皇菊迎来最佳采摘期。11 月 9 日，皇菊种植基地内，皇菊

争相怒放，花香四溢，美不胜收。村民提着篮筐，穿梭在花

海中采摘皇菊，丰收的喜悦写在脸上。一朵朵菊花不仅成

为一道美丽风景，更帮助当地村民走出了一条家门口就

业、产业升级的致富路。

“今年光照充足，皇菊长势喜人。”皇菊种植基地负责人

张振星对今年的收成十分满意。“预计今年产量可达7000公

斤，经过加工包装后，成品销售额有望突破 120 万元。”

今年 35 岁的张振星是福建人，十年前跟随家人来到红

星村，从此扎根于此。“这里的气候、海拔、水质都很适合皇

菊生长。”张振星说，市面上的皇菊贵精不贵多，品质上乘

的皇菊销路更好。于是，他多次到黄山、婺源学习精品皇

菊种植技术。

经过数年的研究实践，张振星积累了丰富的精品皇菊

种植经验，种植基地从最初的十余亩扩展到了如今的 120
亩，并成立了南昌市洪崖丹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红星村海拔 500 米，早晚温差大，且我们使用的是油

菜枯发酵而成的有机肥，所以长出来的皇菊品相上佳，直

径可达 5 厘米，冲泡后滋味甘醇、浓香馥郁，属于一级皇

菊。”张振星介绍，皇菊是一种天然的药食两用菊，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饮食方式的不断推广，皇菊具有

广阔的市场前景。

在种植基地附近的厂房内，一筐筐色泽艳丽、呈绒球状

的皇菊被整齐堆放在墙边，两名村民正按照菊花的大小依次

将它们平铺在烘干网上。“温度、湿度、时长都很重要，确保烘

干后的皇菊原色原味。”张振星边说边操控着烘烤设备。

因其高山种植和生态有机的特点，红星村的皇菊在业

内小有名气，时常有樟树的药材商上门收购，成品礼盒作

为当地特产也深受游客欢迎。此外，为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皇菊种植基地吸纳了 50 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今年

60 岁的胡火苟在此务工近十年，负责基地的日常养护。“在

这里每月有 2000 多元的收入，比以前在家种菜好多了。”在

采摘高峰期，基地每天都有十余名村民来此务工，每人每

日有 110 元的工资。同时，红星村每年通过土地流转可增

收约 6 万元，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由于带动了村里产业发展，张振星被红星村纳为乡

贤。“十年来，我把这片土地当成故乡，我想用这一朵朵皇

菊，撑起乡亲们的好日子。”谈及未来，张振星信心满满，

“我们计划扩大规模，进行菊花酒、菊花精油的深加工，并

打造一个皇菊体验馆，探索文旅融合、人人参与、人人受益

的发展模式。”

用爱撑起幸福之家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她太不容易了，家里的重活、累活一人承担，还要照料瘫

痪的老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近日，面对记者，樟树市张家

山街道枨湖村党支部书记杜建平这样评价刘春兰。

今年 47 岁的刘春兰是张家山街道枨湖村村民，她悉心照

料生病卧床的婆婆 10 年，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百善孝为先”的

中华传统美德，为子女积攒下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

2012 年，刘春兰 77 岁的婆婆因久病卧床，生活不能自

理。因丈夫长年在外务工，刘春兰担起了照顾老人的重任。

做饭、喂药、擦身子、洗被褥……刘春兰精心服侍婆婆，没有

一句怨言。天气晴好的日子，村民总能看到她陪婆婆在户外

晒太阳的身影。

为了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刘春兰在张家山工业园就近务

工，一边照顾婆婆，一边补贴家用。她每天起早贪黑，天还没

有亮，就把家务安排好了。街道干部也送上关怀，及时解决

刘春兰的实际困难。2016 年，刘春兰家成功脱贫，盖起了小

楼房，日子越过越红火。“刘春兰尊老爱幼、自强不息，用勤劳

的双手托起了脱贫致富梦。”该街道信访办干部余良平称

赞道。

“对长辈孝顺，家庭更和谐，儿女也就更懂事。”刘春兰笑

着说，“我现在只想一家人身体健康，过得舒心，这样我就觉

得很幸福。”这是她最初的愿望，也是她最深切的心愿。

红谷滩区开出首张学法免罚决定书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徐丹）近日，南昌市消防救援支队

大院大队开出首张学法免罚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隐患单位

在整改隐患后，再通过学法考试，免予 2.8 万元的罚款处罚。

据了解，该大队消防监督员在检查时发现，辖区红谷滩

一学校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学校在检查前已全面自查，将隐

患向消防安全责任人进行汇报，落实消防安全防范措施，并

与维保单位研究整改方案。在整改过程中，该校有关管理人

员登录“南昌消防学法免罚轻罚”小程序进行了考试，考试合

格后，该大队决定对该校免予罚款。

今年以来，南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出台《南昌市消防领域

审慎执法、学法考法实施办法》，公布了轻微违法、初次违法

学法教育、学法考试不予处罚事项 25 项，学法考试从轻减轻

处罚事项 14 项，学法教育不予行政强制事项 1 项。

劳动监察为民解忧
本报鹰潭讯 （侯艺松）近日，某生态公司员工代表将一

面锦旗送到鹰潭市余江区人社局监察员的手中，以表感谢。

2020 年 7 月 6 日，涂某某等 11 人到余江区人社局投诉

某生态公司拖欠其工资。区人社局接到投诉后，迅速成立

专班开展调查，发现该公司共拖欠涂某某等人工资共计 60
余万元，由于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且该公司现已处于停工

状态，法定代表人余某某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刑

事拘留。

为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余江区人社局依托“人

社+检察”机制将该案件线索共享给余江区检察院，联合区检

察院向余某某释法说理，希望其主动支付欠薪，余某某承诺愿

意将厂房设施出租以支付拖欠的工资。区人社局会同区检察

院、区工业园区管委会为该公司出租厂房提供协助，促成公司

与相关单位签订厂房租赁协议。同时，主动加强与法院的沟

通，将厂房租赁的租金优先支付拖欠涂某某等11人的工资。

让素质教育开出繁盛之花
南昌市创新教育模式满足学生成长多样化需求

栽下致富菊 悠然好日子
侯艺松

◀11 月 16 日，金溪县体育公园一带，环境优美，道路畅

通，市民在蒙蒙细雨中运动健身。近年来，金溪县围绕全

民健身需求，构建 15 分钟惠民健身圈，不断完善城市休闲

功能，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通讯员 邓兴东摄

▼11 月 12 日，位于万载县康乐街道龙湖社区的龙湖

公园景色如画。近年来，万载县在城市边角地、废弃地、闲

置地建起“口袋公园”，成为市民亲近自然、健身休闲的“打

卡地”。 特约通讯员 邓龙华摄

小公园：休闲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