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悠久，并非“千人一贴”

记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三伏贴主要来
自清代《张氏医通》记载的发泡疗法，以麻
黄、白芥子、甘遂等辛温散寒药为主，按不同
比例调配而成，分别在头伏、中伏、三伏的第
一天将药膏贴于后背大椎、肺俞、天突、膻
中、脾俞等穴位，以达到提升阳气、防治疾病
的目的。

湖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任周仲瑜表示，
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人们
气血畅达，药物更易深达脏腑。冬病夏治不
仅临床疗效佳，也有理论依据。根据《素问·
四气调神论》中“春夏养阳”的原则，夏季自
然界阳气旺盛，人体阳气浮越，结合天灸疗
法，在人体的穴位上进行药物敷贴，对阳虚
者用助阳药，以更好地发挥扶阳祛寒、扶助
正气的作用，增加抗病能力，从而达到防治
疾病的目的。

“冬病夏治是中医理论指导下内病外治
的独特治疗方法，有艾灸、穴位贴敷、埋线疗
法、脱敏治疗、刮痧法、熏洗法等，三伏贴是
应用比较广泛的方法之一。”周仲瑜说，医生
会根据病人症状，结合舌苔、脉象，在中医理

论指导下辨证选择相应穴位。
谈起三伏贴的渊源，周仲瑜表示，上世

纪60年代，湖北省中医院老中医唐永济献
出祖传秘方，对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哮喘两
种冬病采取药膏敷贴方法治疗，把祖国传统
医学的“冬病夏治”与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
结合。来年冬季，大多数接受治疗者发病症
状明显减轻。“冬病夏治”自此被广为传播。

“这是迄今我们了解到的全省乃至全国最早
的冬病夏治。”周仲瑜说。

揭开包装、找准穴位……当前，三伏贴
就像使用创可贴一样方便。殊不知，其制作
过程远非这么简单。“三伏贴的制作有严格
的要求。”湖北省中医院药事部副主任严劲
松说。

首先，处方经过中医辨证论治指导，儿
科、针灸科、耳鼻喉科、肺病科、风湿科等会
根据自己科室的病种开出处方，并不是“千
人一贴”；其次，三伏贴药物的用法也有严
格讲究，哪些需要炮制有严格限制。“拿白
芥子来说，作为一味对皮肤有刺激性的药
物，它的含量就有严格的比例要求。更重
要的是，辅料的使用也很有讲究，多用嫩姜
汁作辅料，有时也会加蜂蜜进行调和。”严
劲松强调。再次，从加工工艺上来说，药物
加工得越细密，对皮肤的刺激性越小。并
且还要严格把握用料的洁净度，药粉的微
生物含量等，否则出现发泡现象时就易发
生感染。最后，要根据各地气候调整处方，
比如北京、广东、湖北等地的气候就存在较
大差异。

或有不良反应，需到正规医院敷贴

“三伏贴不仅没有效，反而是有害的。”
生活中，时常会听到这样的言论。

事实上，不只是民众，一位不愿具名的
中医药业内人士也表示，大热天在医院里聚
集大量的人，是很容易被传染上疾病的，特
别是呼吸道疾病，小孩风险更大。而且，三
伏贴使用的有些中药具有刺激性，很容易导
致一些人过敏。

对此，周仲瑜表示，出现三伏贴起反作

用的报道，原因有很多。首先，贴三伏贴是
一种医疗行为，不是任何地方都能开展的。
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其有严格的药物配比、
穴位及适应症的选择。因此，要看敷贴的地
点和使用的药物等，这个锅不应让三伏贴
背。

“在正规中医医疗机构进行冬病夏治是
有作用的，没有副作用，但有可能发生起泡
等不良反应。”周仲瑜说。

专家解释，穴位敷贴疗法的疗效主要由
药物的透皮吸收和经络的刺激作用激发。
实际操作中，采用一些手段是可以兼顾治疗
效应与皮肤反应的。具体来讲，敷贴治疗是
有时间限制的，一般敷贴2—4小时即可，有
些患者觉得贴的时间越长越好，24小时还
不撤换，肯定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皮肤反应；
再就是针对皮肤敏感的成人患者和儿童，可
以采用“油膏”制剂，在不更换药物的前提下
选取刺激性比较小的介质，从而既保证疗
效，又减少皮肤刺激。

“冬病夏治是临床医学治疗，不是一般
的商业性养生保健服务，患者一定要选择具
备正规资质的医院就诊，才能保障疗效和医
疗安全。”周仲瑜建议。

不是“万能贴”，这几类人不宜使用

此前，北京市针灸学会曾做过一项调
查，以3年为一观察周期，对2014—2016年
共1.9万例三伏贴患者进行跟踪调查。数
据显示，连续3年参加冬病夏治三伏贴的患
者，其呼吸系统疾病的年发病次数、年急诊
次数、住院次数及年哮喘或过敏总天数呈逐
年递减趋势。相较于2014年，2016年的年
发病次数减少 49.5%，年急诊次数减少
66.5%，年住院次数减少37%，年哮喘或过
敏总天数减少54.1%。

“冬病夏治基本是围绕慢性病，这类病
都比较难根治，治疗时间长短不一。”湖北
省中医院儿科主任向希雄说。此外，冬病
夏治主要针对虚寒体质的人群，而有内火、
湿热体质的人不适合冬病夏治。简易的判
断方法是观察分泌物和舌苔。如果痰或鼻

涕为黄颜色，且比较黏稠；舌质发红且舌苔
干燥，或舌苔黄腻就不适合贴敷。他建议患
者在敷贴之前先到正规医院请医生辨证。

周仲瑜也提醒，三伏贴有禁忌症，有些
人群不适合使用，如体热、火旺、常口干舌燥
的人；孕妇、严重心脏病、糖尿病血糖控制不
佳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恶性肿瘤患者
也不适合；皮肤易过敏、皮肤娇嫩、瘢痕性体
质的人也应谨慎贴敷；2岁以下的婴幼儿皮
肤娇嫩，也不适合。

三伏贴敷贴后一般会有一定程度的温
热感，甚至会有皮肤刺激反应，极个别病人
会有水泡等严重的接触性皮炎表现。专家
解释，这些不同程度的皮肤反应都与三伏贴
组成以及炮制方法相关。有严重过敏史的
人一定要慎用，不能盲目跟风。

（本报综合）

三伏贴不是“万能贴”
“跟贴”需谨慎

核心阅读：近几年，中医“冬病夏
治”的观念可谓深入人心。每到入
伏，各大中医院中医科前贴三伏贴的
人们都会排起长队，场面甚是火爆。

然而，与火爆的场面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每隔一段时间，三伏贴有反
作用的报道就会见诸报端。近日就
有媒体报道，江西省儿童医院在提供
三伏贴敷贴服务中，部分儿童出现皮
肤瘙痒、灼痛感、水泡等不良反应。
经调查，江西省儿童医院此次部分儿
童敷贴后出现皮肤不良反应的主要
原因是三伏贴辅料配制欠合理。三
伏贴的治病机理是什么，到底有没有
反作用，哪些人群更适合贴三伏贴
呢？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家住咸
安青龙社区的市民董爹爹想咨询，夏季该如
何科学祛湿呢？

青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医务工作人
员介绍，夏天也是哮喘的高发季节，因为气温
不断升高，容易滋生细菌。哮喘有可能会因
为细菌的过多而严重。

居民日常生活中应尽量保持室内空气新
鲜，没有一氧化碳、粉尘、化学药品等刺激气
味。不可抽烟。保持空气流通，湿度要适宜，
注意防寒流保暖。

患者哮喘发作时应在床上，半卧位。不
要使用鸭绒之类的当枕头，绒绒有可能会加
重哮喘。有条件的话，家中可以买个氧气瓶，
适当吸氧。

注意饮食清淡，不要吃辛辣、生冷瓜果、
海鱼之类的腥发食物，禁止喝酒，避免过咸、
过酸及过饱。饮食上可多食入些高蛋白质食
物，如鸡蛋、牛奶、瘦肉、家禽、鱼等，多吃含维
生素C的蔬菜和水果，如柑桔、橙、猕猴桃、西
红柿、菠菜、小白菜、青菜等。哮喘患者不可
以做太过激烈的运动，避免呼吸困难。但是
并不代表就可以不进行锻炼了，只是做一些
不是太猛烈的运动，适当的参加体育运动，提
高身体抵抗力。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一个健
康的状态。

夏天来临的时候，因为天气热，很多人都
会开空调。而对于有哮喘的患者来说，这无
疑是引发疾病复发的诱因。因为哮喘患者不
能受冷空气的刺激，如果遇到冷空气刺激就
容易复发哮喘。

哮喘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呼吸道疾
病，不管是小孩、成人或者是老人都可能长期
被哮喘所困扰的。哮喘具有突然发病的特
点，会让患者与家人不知所措。要知道，如果
哮喘急性发作时治疗不及时，再加上病情的
反复发作，就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命，后果
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希望患者能够慎重对
待，积极的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治疗。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jian kang jiao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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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当王新全老人因后续治疗再
次住院时，惊讶而又欣喜地得知——跨省
异地就医可以实时结算啦。他在湖南医院
住院实现了跨省医疗直接结算，因为异地
就医，王新全老人不仅省下了报销医疗费
用的往返时间和路费，还不用拿出一大笔
钱来垫资，非常便利。

“彻底去了这块‘心病’！再也不用全
额垫付医疗费用，也不用为报销医疗费用
奔波于长沙和咸宁两地了。”王新全说。

我市异地就医申报也是非常迅速。

“在工作日期间，首先在异地参保地区经
办机构进行备案，经办机构采集必要的
信息，然后选择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
系统的医院，最后一定要带上全国统一
标准的社会保障卡。”李玲介绍，参保人
可以在全国社保网查询详细的异地相关
信息，对于已经在参保地完成备案的人
员，可以在网上注册，完成实名认证，即
可在线查询本人备案登记和异地就医结
算信息。只要备案成功，就可以持卡住
院直接结算。

为了让异地居住人员知道和了解异地
就医政策和规定，自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后，我市大力发放《给异地就医人员
的一封信》，对这项惠民政策进行大力宣
传。

异地就医告别报销难，持卡直接结算
免去垫资压力。2018年，全市参保职工，居
民异地就医备案3978人，全市参保职工，居
民异地就医结算1405人次，涉及医疗费用
总计达2683万元。省外病人在我市各医院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31人次。

2019年1-6月份，全市参保职工，居
民异地就医备案4611人，全市参保职工，
居民异地就医结算1684次，与去年同期相
比，结算人数增长342%；省外病人在我市
各医院直接结算231人次，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了824%。

便民惠民利民
——我市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纪实

记者 王恬 实习生 王琛 通讯员 晏雄伟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近年来，我市把医疗保障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和民生工程来重点推进，

市医保局树牢“情系民生、造福百姓”的核心理念，全力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奋力谱写我市民生

改善新篇章。

现居湖南长沙的王新全（化名）老人，
是我市职工参保人员，已于2012年退休。
退休后，跟着儿子媳妇长期定居在长沙，安
享晚年。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难免会有生病的
时候。2013年，他因身体不适在湖南的医
院就诊，不幸诊断出恶性肿瘤，第一次住院
治疗花费3万多元，医疗费报销的问题就

来了：虽然他参保了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但异地居住的他，医疗费用不能实
时报销，仍需回参保地咸宁办理。

2013年出院时，王新全老人只好全额垫
付了这笔医疗费，之后他委托家人从湖南赶
到咸宁办理报销医疗费手续。经过受理、初
审、复审、复核、结算等一系列报销流程，大半
年后，医疗费报销款才汇入他的银行账户。

身患重病，治疗周期较长，治疗费不菲，又不
能及时报销，这成了王新全的一大“心病”。

据了解，目前我市有万名退休职工分
布在全国各地，和王新全一样，这类人群发
生医疗费用后，需要先行垫付，再回到咸宁

“跑腿”报销，因而异地就医实时结算就成
了他们最期盼解决的问题。

“除此以外，对于我市来说，还有一类人

群也格外关注异地就医结算问题。”市医保
局局长徐永春说，咸宁作为一个劳动输出大
市，外出务工经商人数每年仍在增长，同时
大部分人居住在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其中
广东为主要集中地，由于异地居住和异地就
医，他们对跨省异地就医结算有着明显的需
求。近几年，定居广东的咸宁参保群众异地
就医需求也在呈快速上升态势。

群众的需求，就是改革着力点。市医
保局异地结算工作相关负责人李玲告诉记
者，事实上，为解决异地就医人员的就医报
销难题，我市很早就已经开始筹备了。

自2010年起，我市各级医保经办机构
推出一项特色服务——异地报销绿色通
道，让异地就医人员“即来即报”。“这些办
法从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异地外住人员，但
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症结’。”李
玲坦言。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为
了回应百姓期待，市委、市政府将异地就医

结算工作提到了深化医保制度改革、保障民生
需求和改善投资环境的高度，从各方面都给予
了大力支持。经过广泛深入的调研、论证，我
市开启了省内异地联网结算工作的序幕。

2011年11月，我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市
本级和下属6个县市区共7个统筹单位的
市内联网结算；

2011年12月在全省率先开通省级能
就医结算；

2014 年10月与省内各市州之间联网
结算对接成功；

2016年12月启动跨省异地就医安置

退休人员联网工作，年底调试成功；
2017年初在全省率先成功与国家和省

平台对接，咸宁市中心医院与省本级15家
医疗机构一并列入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定点医院名单……翻开我市医保大事
记，市医保工作在一个个时间点有序推进。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市异地医保直接
结算工作的扎实推进，取得了良好效果。
2011 年，咸宁被确定为湖北省省内异地就
医联网结算试点城市，2016年咸宁被确定
为湖北省跨省异地就医联网结算试点城
市，2019年全市11家定点医疗机构接入国

家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平台。
“跨省异地就医结算，不只联网那么简

单，背后还需要强大的系统和技术支撑。”市
医保局局长徐永春打了个“比方”，跨省异地
就医实时结算就像架设一条“高速公路”，实
现道路通畅首先要与全国网络互联互通，其
次还需要有服务支撑，这有赖于技术的不断
完善和经办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值得庆幸的是，这几年我们的城镇职
工、居民医保市级统筹以及省内异地联网
结算等工作为跨省异地就医实时结算工作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徐永春说。

夏季如何预防哮喘

异地就医结算需求快速上升

11家医疗机构接入结算平台

备案成功即可持卡异地结算

老年人也需适当“撸铁”
或有助于健康长寿

在健身房“撸铁”增肌的似乎都是年轻人，上了
年纪的人即便锻炼也不怎么进行这类训练了。不
过，一项新研究表明，老年人用正确的方法进行这类
抗阻力训练、增强肌肉力量也有助于健康和长寿。

美国国家体能协会在新一期美国《力量和调
节研究杂志》发表声明说，老年人容易在生理机
能、心理健康、生活质量等方面出现减退，一项由
这家协会支持的研究表明，抗阻力训练是抵御这
些减退现象的有力干预方法。

这项研究显示，若能以个体最大肌肉力量
（1RM）70%至85%的强度，每周规律进行2至3
天、每天2至3组的训练，无论是否患有慢性病，
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能力都会有所改善。此外，抗
阻力训练还有助改善平衡、保持骨密度、增进心理
健康，并降低心脏病、关节炎、糖尿病和骨质疏松
症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

研究提到，在多数情况下，开展适当的训练，
益处远大于风险。然而以美国为例，年龄在75岁
以上的老人中只有8.7%的人在闲暇之余进行肌
肉力量训练，不参加训练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恐
惧、疼痛、疲劳、缺乏社会支持等原因。

美国国家体能协会在声明中对老年人进行抗
阻力训练给出11项具体指导建议，主要分为运动
计划设计、生理适应、功能性益处和慢性病情况4
部分，以帮助老年人克服心理等障碍，达到更好的
培训效果。 （本报综合）

警惕先天性青光眼

危害幼儿眼健康
有不少人觉得青光眼是种老年病，上了年纪

的人才会患上这种疾病，其实这是一种认识误
区。眼科专家提醒，一些幼儿也可能患上青光
眼，面对这种疾病千万不要拖延，需及早诊断，及
时治疗。

最近，重庆爱尔眼科总院接诊了一名8个月
大的幼儿，这名小患者一直有畏光流泪的症状，
经专业检查，发现其所患眼病是先天性青光眼。

“先天性青光眼是由于胚胎发育障碍，胎儿
眼睛里的房水外排通道发育不正常，导致眼压升
高，眼球增大的一种致盲性疾病，常被称作‘水眼
’或‘牛眼’。”重庆爱尔眼科总院青光眼科主任王
薇介绍，由于幼儿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达自己的疾
病感受，很多家长往往难以及时发现孩子患上了
青光眼。

但是先天性青光眼还是有“症”可循的，根据
临床表现，可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例如，随着
患儿眼压升高，角膜颜色会出现异常，可能会偏
向灰白色。同时除了黑眼仁大、颜色异常外，青
光眼患儿还会出现畏光、流泪的症状。

王薇介绍，青光眼是进展性眼病，患者应定
期检查，建立档案，以方便对病情进展数据进行
对比。对先天性青光眼推荐实施手术治疗，以改
善眼内房水引流问题，降低眼压，术后青光眼患
儿还需定期复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