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自古流传“今冬进补，明年打

虎”“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的说

法。为满足广大群众冬令调补的需求，

县人民医院膏方节将于 11月 10日开

幕。届时将由擅长养生保健的各级名

中医及资深中医专家坐诊，为市民提

供个体化膏方，达到防病治病、强身健

体的作用。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

膏方则是中医药治未病的经典。相比其他

的养生方法，膏方养生以预防为切入点，更

具保健功效，故冬季服用膏方历千年而不

衰，且越来越受大众重视和信奉。

一、膏方的特点
中医专家根据各人不同体质、不同

年龄、不同疾病，经辨证分析拟订膏滋

药处方，选择多味中草药配合，经煎

煮、过滤、浓缩、收膏等多道工序制作

而成。膏方具有针对性强、剂量小、药

效持久、简单久服等优点。膏方非单纯

补剂，乃包含救偏祛病之义。膏方药物

浓度高，体积小，药性稳定，服用时又

无需煎煮，口感好，储存、携带、服用方

便，适宜长期使用，尤其以冬季服用效

果最佳，以达到滋补或治病的目的。人

们在冬季阳气收藏之际，服用膏方防

治疾病、固本清源，不失为治疗慢性病

及防病养生行之有效的康复之道。县

人民医院推出的膏剂制作精致，一人

一方，专业定制，适合不同人群冬季的

养生滋补。

二、膏方的作用
膏方专家通过望、闻、问、切的诊疗

手段，根据患者体质、疾病性质、选药处

方，进行辩症论治，中医的膏方以治未病

为主，立足于改变亚健康人群的状态；也

对大病后、慢性病患者具有调补、滋养的

功能。

三、膏方服用时间
最佳时间是冬至到大寒，一般要经历

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进补可以选择

食补，亦可选择药补，药补首选膏方。

四、膏方适合那些人群
（一）无明显慢性疾病，但身体虚弱，

春夏季节经常感冒者。

（二）呼吸系统疾病：慢性鼻炎、过敏

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哮喘等处于

平稳期疾病的患者。

（三）对即将进行中、高考学生，因学

业紧张、睡眠质量差，有焦虑、抑郁等症

状的学生有较好的疗效。

（四）中青年工作压力过大，体力透

支过多，难以自身恢复者。

（五）中年人机体渐趋疲劳，或已有

衰老的迹象。此时，通过膏方调整人体的

阴阳气血，可使其保持旺盛精力，防止衰

老。

（六）女性的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

症、产后虚弱、慢性盆腔炎、脱发、黄褐斑

的患者，通过膏方来进行综合调补。

（七）病后、手术后、出血后处于恢复

阶段者。

（八）处于亚健康状态者，时感疲乏

困倦，精力下降和睡眠质量下降，头晕头

痛，抑郁、焦虑等

（九）老年人，身体处于衰老阶段，通

过服用膏方可以使气血不足、精力衰退、

头发花白、视物不清、头晕耳鸣、记忆力

差、夜寝时短、腰酸背痛、神疲乏力等症

状得到改善。

（十）消化系统疾病“脾胃病”，如慢

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下垂、肠易激综

合症、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功能性便

秘、功能性腹痛。

五、如何服用和储藏膏方
（一）流浸膏服法：早晚各一小袋，用

温开水冲服或遵医瞩，如遇感冒、腹泻等

急性病时停服，服膏期间不宜吃萝卜、咖

啡、茶，忌食生冷、油腻之品。

（二）储藏：滋补膏内含有大量蛋白

质和糖类，不宜加任何防腐剂，故宜冷

藏，如发现膏面出现小霉点，应及时除去

滋补膏的表面一层，并通过高温灭菌后

可继续服用。

六、开取膏方的流程
确认适合自己的膏方医生→挂号→

医生开膏方→ 付费→ 到中药房进行膏

方确认→ 预约取膏时间通知书→电话

通知取膏或直接快递送达。

又到膏方季节，您准备好了吗！

县人民医院第六届膏方节将于11月10日开幕

膏方专家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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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请专家：
曹灵勇，浙江中医药大学教

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养生学与康复医学

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

仲景学说分会委员；浙江省中西医

结合学会保健与康复医学专业委员

会常委。任教于浙江中医药大学，从

事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的

教学、临床、科研工作。善于运用经

方治疗各种内科、妇科疾病。尤其擅

长运用膏方进行养生保健、亚健康

状态调整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治

疗。（专家膏方门诊时间：11月10

日）

孙岩，浙江省中医院神经内

科副主任、副主任中医师、中国医师

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神经病学专

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中西医结合

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兼秘书。擅长于神经内科各类

疑难杂症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尤

擅长痴呆、头痛、眩晕、睡眠障碍、脑

血管病等疾病的中西医药结合治

疗。（专家膏方门诊时间：11月10

日，11月24日，12月8日，12月

22日，1月5日，1月19日）

沈智顺，浙江省中医院全科

医生，善于运用膏方“扶正培本”法

调理各种慢性肺脾类疾病，如：慢性

鼻炎、慢性气管炎、哮喘、胃痛、慢性

胃炎、反流性食管炎、高血压、高血

脂、糖尿病、及妇科月经不调、不孕

症、带下病、盆腔炎、子宫腺肌症等

各种慢性疑难疾病。（专家膏方门诊

时间：11月11日，11月18日，11

月25日，12月2日，12月9日，12

月 16日，12月 23日，12月 30

日，1月6日，1月13日，1月20

日，1月27日）

史华，浙江省肿瘤医院，主任

中医师、教授，擅长妇科肿瘤、乳腺

癌、肺癌、胃癌、食道癌、大肠癌、原

发性肝癌、胆管癌、胰腺癌、头颈部

肿瘤等多种实体瘤的中医药治疗。

中医综合治疗应用全程，与西医常

规治疗有机结合，运用中医的辨证

论治、辩证与辨病结合，标本兼顾及

扶正驱邪理论，软坚散结、活血化

瘀、清热解毒、补气养血等治法，最

大限度地发挥中医整体治疗优势，

提高放疗和化疗的敏感性，减轻放

疗化疗毒副反应、减少肿瘤的转移

和复发，稳定缩小瘤体、免疫调节、

改善晚期病人的生活质量，缓解症

状、延长生存时间。（专家膏方门诊

时间：11月11日，11月12日，11

月25日，11月26日，12月9日，

12月10日，12月23日，12月24

日，1月6日，1月7日，1月20日，

1月21日）

王新昌，浙江中医药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医学博士（中医内科

学），博士后（临床医学），博士后（中

科院祖国医学传承），教授，主任中

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国中西医结合

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浙江省中医学会风湿病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中医学会博

士学术专业委员会常委。善于运用

经方治疗因免疫低下及不平衡导致

的各种慢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

疮、类风湿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

干燥综合征、强直性脊柱炎、白塞

病、复发性口腔溃疡、皮肌炎、硬皮

病、痛风、雷诺病等各类结缔组织病

和慢性疲劳综合征，以及慢性荨麻

疹、慢性湿疹、银屑病等各类皮肤顽

疾。（专家膏方门诊时间：11月5

日，11月19日，12月3日，12月

17日，12月31日，1月14日，1月

28日）

郑益志，浙江省中医院皮肤

性病科，医学博士，副主任中医师，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青年

委员会副主委、浙江省中西医结合

学会医学美容青年委员会主委、浙

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从事过

敏变态反应性皮肤病、损容性皮肤

病、结缔组织病、性病、银屑病等领

域中西医结合临床与科研工作 10

余年。擅长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

疗各种常见皮肤病及性病，尤其是

损容性皮肤病（痤疮、色素性皮肤病

等）、过敏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异位

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银屑病、

脱发、结缔组织疾病及各种病毒性

皮肤病、性传播疾病等。承担课题5

项，在国家和省级杂志上发表论文

10余篇，参编著作二部。（专家膏方

门诊时间：11月10日，11月24

日，12月8日，12月22日，1月5

日，1月19日）

毛俐婵，博士，杭州市中医

院副主任中医师，先后师从国家级

名中医邵朝弟、周锦、何立群，曾在

英国RoyalFree医院进修，中国中

医促进会委员，杭州市中医药协会

肾病分会委员、秘书，潜心从事中医

二十余年，擅长经方治疗急慢性肾

病、肾功能异常、脾胃疾病、肠道疾

病、心脏病、睡眠障碍、发热类疾病、

各种难治性咳嗽、妇女月经不调、更

年期综合征、口腔溃疡、风湿性疾病

及相关尿检异常等多种疑难杂症。

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市级课题多

项，国内外各级杂志发表文章20余

篇。（专家膏方门诊时间：11月11

日，11月25日，12月9日，12月

23日，1月6日，1月20日）

陈兴玲，浙江中医药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主任医师,浙江省医学

会内科分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消

化内镜分会委员、浙江省医院学会

质量管理委员，《中国现代医生》杂

志审稿专家。从事临床工作近三十

年，融通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法，积累

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对胃、肠道

及肝、胆、胰消化科常见病的诊治，

对消化不良、腹胀、便秘、口臭等症

状及对消化道癌前病变治疗的探索

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具有娴熟的消

化内镜操作技术，可进行内镜下止

血、胃肠息肉切除、硬化剂治疗及

ERCP操作，对慢性萎缩性胃炎、消

化道息肉、炎症性肠病、重症胰腺炎

等疾病的治疗有较深造诣。（专家膏

方门诊时间：11月18日，12月2

日，12月16日，12月30日，1月

13日，1月27日）

骆学新，绍兴第二人民医院

副院长，主任中医师，浙江中医药大

学硕士生导师、兼职教授。首届浙江

省基层名中医，首届绍兴市名中医，

绍兴县名医。1984年毕业于浙江中

医药大学，长期从事中医、中西医结

合内科临床工作，擅长诊治中医内

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杂症，对消

化道疾病、急慢性咳嗽、口腔溃疡、

乳腺小叶增生的中医药治疗。并擅

长中医养生调理，冬令膏方及各种

慢性病、亚健康的中药调理。在本市

及周边地区有较高知名度。浙江省

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副主任委

员。绍兴市中医药学会理事；绍兴市

抗癌协会理事；绍兴市柯桥区中医

药学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脾

胃病分会委员（专家膏方门诊时间：

11月10日，11月24日，12月8

日，12月22日，1月5日，1月19

日）

院内专家：
章铨荣，主任中医师。1976

年至今一直从事中医内科临床与教

学工作，精通中医理论，临床经验丰

富。尤其擅长中医内科杂病、外感热

病及各种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研

究运用中医理、法、方、药治疗（风、

痨、鼓、膈）慢性乙肝、肝硬化、心脑血

管病、肿瘤等疑难病证，对中医治疗

有独特见解和良好疗效。重视中医药

治疗在临床的研究工作，主持课题 1

项，《“乙肝轻”治疗慢性乙型肝炎临

床疗效观察》已评审通过，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在国内国家级、省级杂志

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专家膏方门诊

时间：周一、周三、周五全天）

何良新，主任中医师，大学本

科学历。曾赴杭州市中医院进修一

年，擅长中医内妇科常见病及疑难病

的诊治，如脾胃、肝胆疾病、支气管

炎、颈椎、腰椎病、前列腺炎，阳痿、早

泄，附件炎、子宫功能性出血，不孕不

育的诊治。发表学术论文多篇《阳痿

从脾胃论治》《截哮汤治疗哮喘35列

小结》分别获得绍兴市自然科学学术

论文二等、三等奖。《氏术蛇莲汤治疗

慢性乙型肝炎伴脂肪32列》《少腹涿

淤汤加味治疗慢性前列腺增生症 80

列》发表于中国中医药科技等。（专家

膏方门诊时间：周一、二、四、五上午，

周三全天）

俞国平，副主任中医师 擅长

内科各系统疾病及疑难杂症的诊治，

尤其擅长失眠、头痛、眩晕、腰痛、高

血脂、糖尿病、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胃

炎、溃疡病、乙肝、肿瘤等慢性病的中

医诊治，在运用膏方进行养生保健方

面有独到之处。（专家膏方门诊时间:

周一至周五全天）

膏方门诊地点：县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二楼名医养生馆 11月10日当天，还将免煎膏费1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