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膏方讲究一人一方 切忌自行盲目购买
工行乔医生健康问诊系列活动第二场顺利举行

连服三年膏方，大爷
的慢阻肺几乎不发作了

“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找孙
主任给开点膏方吃吃，这两年竟然
都没因为老毛病而入院过！”活动
当天，家住长乐路的市民张爷爷从
家赶到新街口的工商银行南京分
行私人银行中心，找到江苏省中医
院呼吸科主任中医师孙子凯，询问
今年怎么给他这个慢阻肺的老病号
开膏方。

张爷爷介绍，他今年已经80
岁了，大概七八年前就确诊患上了
慢阻肺，病情一年比一年加重，只要
逢季节转换气温变化或者感冒等情
况，病情就会复发，有咳痰、胸闷、气
短等症状，爬楼都比较困难，每发作
一次病情就要加重一次，所以每年
都得因为这个老毛病住一两次院。

三年前，张爷爷经人介绍到孙
子凯处治疗，通过询问病情、症状、
把脉、看舌苔等综合辨证论治手段，
孙主任认为张爷爷的慢阻肺病情属
于“肺、脾、肾虚”，需要“补中益气”
“滋肾”，孙主任由中医传统的补中
益气汤、肾气丸等名方入手，使用人
参、黄芪、当归、肉桂以及紫河车等
各类中药材，给张爷爷开了膏方。

连续服用三年后，张爷爷感觉效果
很好，现在慢阻肺几乎不发作了，每
年也都不用住院治疗了。“肺系疾病
的患者我们提倡在秋冬季节适量服
用膏方，对患者改善体质，防止疾病
复发效果好！”孙子凯称。

膏方现已走进寻常百姓家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膏
方已经越来越多走进老百姓家中，也
收到了不少疗效！”江苏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消化科主任中医师魏兰福称。

去年，魏兰福的门诊来了一位
50多岁的患者，主诉慢性腹泻，一
吃油腻、冷的食物便要上厕所，有时
一天得去四五回。魏兰福给他完善
了肠镜等一系列检查，排除了如结
肠炎、肿瘤等器质性的病变。

“这个患者除了有拉肚子的症状
外，舌苔淡红、薄白、齿痕舌，属于脾
肾阳虚兼肝淤，需要健脾祛湿疏肝！”
魏兰福给出这样的诊断。因为患者
腹泻严重，他先给对方开了一些吃膏
方前尝试的“开路方”，试一试药材的
搭配等，防止患者虚不受补。发现患
者吃过以后没什么大问题，魏兰福才
给这位患者开了膏方。吃了一年的
膏方，患者前几天又来找他开今年的
膏方了，因为他发现效果还真不错，

腹泻的情况大有改善，这让他对战胜
顽疾信心大增。

服用膏方这些方面要注意

孙子凯称，膏方的确有很好的
进补和调养功效，但并非人人适合
吃，比如青少年、婴幼儿以及患急性
病的人就不宜吃，孕妇慎吃，健康的
年轻人也不建议吃，另外肠胃不好
的患者在吃膏方前必须进行调理，
否则会加重病情。

“膏方特别强调因人而异，因此
一定要到专业医生处开处方，不要自
行盲目购买服用。”孙子凯称，现在大
家对膏方有很多误解，比如很多人以
为膏方里名贵中药越多越好，其实不
然，比如对特别体虚的人来说，服过
多补药不仅达不到滋补效果，还可能
会造成上火等不良反应。

此外，在膏方服用上，魏兰福表
示，一般来说，宜每天早晨空腹服
用，但若是空腹服用易引起腹部不
适或食欲下降者，则应把服药时间
放在饭后l小时左右。同时，服用
膏方时，饮食方面也有不少注意事
项：应忌抽烟、喝酒，不宜喝咖啡、可
乐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以及生冷辛
辣滑腻之品。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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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27日，工银私人
银行在黄浦江畔扬帆起航，成为
国内首家经中国银监会批准持牌
经营的私人银行业务专营机构。

工商银行南京分行私人银
行中心位于新街口商圈中山东
路 1 号，以实现公司、个人与本
外币服务一体化为理念，跨产
品、跨机构、跨市场，整合优质资
源，提供投融资一体化的金融服
务方案；以“全能伙伴”为目标搭

建涵盖健康、商旅、休闲等六大
体系的非金融服务，是服务南京
地区高端人群的综合平台。

工银私人银行历经十多年
发展，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
钧再奋蹄。在新的征程里，我们
定将不负客户信任，与客户携手
同行，开拓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
路。良好的产品业绩、专业的管
理能力，是我们对于客户信任的
最好回报。

工银私人银行

孙子凯在问诊现场诊脉。 魏兰福参与问诊。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徐永现 摄

“连吃了三年膏方，现在慢阻肺的毛病好多了。以前每年因为这个病都住院，现在也不用去了！”“秋冬
季服用点膏方真不错，我吃了两年，腹泻老毛病还真好了！”10 月 30 日，在位于新街口的工商银行南京分
行私人银行中心举行的工行乔医生健康问诊系列活动的第二场——“秋冬季膏方养生”活动中，专家表示，
服用膏方并非人人适宜，一定要找专业医生进行辨证论治后才行，不要自行盲目购买，否则适得其反。

晨报讯（通讯员 吴茜茜 南京
晨报/爱南京记者 景正华）11月1
日，鼓楼区政府在南大鼓楼校区举
办了“英才汇聚 乐业鼓楼”南京市
十万研究生“宁聚计划”南京大学招
聘活动。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鼓楼邀
请到10家驻区重点企业，拿出100
多个优质的岗位到现场敬候英才。
这既是贯彻落实全市十万研究生
“宁聚行动”计划，也是邀请广大学
子到鼓楼立业兴业，推动鼓楼区与
南京大学的交流合作再攀高峰。

该区人社局党委书记、局长张长
青表示，在享受政策普惠的基础上，
鼓楼区出台了进一步鼓励扶持青年
大学生创业的政策，设立了800万
元的“青年大学生创业发展专项资
金”。而综合近三年来的情况，鼓楼

区共发放高校毕业生住房租赁补贴
2.43亿元，惠及大学生14.6万人
次；发放外地高校毕业生来宁面试补
贴1146万元，11718人次大学生
享受；发放青年大学生开业补贴、创
业成功奖励、创业带动就业奖励
398人，共86万元；发放青年大学
生优秀创业项目奖励、项目培育奖
励、场地租金补贴、载体补贴和一次
性建园奖励等1017.27万元。

除此之外，通过“鼓楼人社”微信
公众号，该区还面向硕博研究生和
“双一流”本科生，线上发布8000余
个见习岗位，广泛招揽学生见习。

据介绍，此次“英才汇聚 乐业鼓
楼”南大招聘活动，是鼓楼区继在清
华、北大、合肥工业大学等院校开展
就业见习推介活动之后的又一专场
招聘，求贤之心可见一斑。

昨天，南京市鼓楼区学前教育
“十四五”内涵发展规划汇报会暨南
京市实验幼儿园“十四五”发展规划
研讨会在南京市实验幼儿园新园区
举行，鼓楼区学前教育“1+5”内涵发
展模式首次亮相，江苏省教育厅授予
南京市实验幼儿园的省级“幼儿园综
合课程研究所”正式揭牌。

据悉，“十四五”期间，鼓楼将着
力打造“1+5”鼓楼学前教育内涵发
展模式，即1个战略和5个项目，通
过“三推进三深化”持续实施，努力
建成与鼓楼首善教育相匹配的高水
平学前教育。

推进“名园北上西进”战略

坚持政府主导，推进学前教育
发展战略转型。针对鼓楼教育南强
北弱的现状，着力实施“名园北上西
进”工程，按照“名园扩量、引领辐
射、提质增效”的原则加快幼儿园集
团化建设的步伐，扩大集团化办学
覆盖率。加大资金投入，加速鼓楼
铁北、滨江片区资源配置和品质提
升，优化调整城中、河西片区资源布
局，推进老园再造过程，“十四五”期
间，鼓楼将新改扩建20所幼儿园，
筹设3个幼教集团。

推进“园中所”建设项目

让研究深度入园，让园在深度研
究中发展，教学生态随时被触达被研
究，学术理论随时能落地能实践。以
省市授牌的“活教育思想研究所”“综
合课程研究所”领衔，九大共同体分
类推进区级“研究所”，逐步打造一批
特色园级“研究所”，分层推进省级前
瞻性项目的研究，加快教学成果奖的

推广辐射。引导共同体聚焦研究方
向，形成品牌优势。支持、鼓励一批
具有发展潜质的园所及课程品牌不
断成长，打造具有鼓楼特色的优质课
程体系和学术教研中心。

推进“鹤琴学校”建设项目

鼓楼将着力推进“鹤琴学校”项
目，立足本区，辐射全市，影响省内，
联合专业学会、高校、研究机构、国内
外的专家，盘活教师培训学校的运行
机制。搭建国际化教师成长平台，积
极探索符合新时代幼儿教师需求的
培训模式，助力专业成长，打造鼓楼
幼教师训品牌。建设全国幼儿教育
工作者交流研讨中心，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扩大与高瞻课程、蒙台梭利
课程、瑞吉欧、华德福教育的国际交
流。“十四五”期间，鼓楼将在三所以
上幼儿园开展将国际先进教育理念
融入本土教育实践的研究，让世界的
舞台上有中国鼓楼幼教人的声音。

深化“幼教发展共同体”项目

基于区域学前教育高位发展的
目标追求，以“幼教发展共同体”建
设为重要途径，依托“区域推进幼儿
园课程游戏化建设项目”，充分发挥
幼教发展共同体的引领作用，积极
探索跨类别幼儿园集团办学、联盟
办学等多种运作模式，进一步整体
提升区域办园质量。遵循教育规律
和幼儿发展规律，积极有效地开展
与时代要求一致、与幼儿发展相宜
的教育研究活动，借助团队协作式
的研究与引领来塑造区域学前教育
高位发展的新增长点，促进鼓楼学
前教育整体高质量共同发展。

深化“智慧幼儿园建设”项目

依托科技公司，积极推进智慧
平台功能的开发使用。尝试幼儿发
展评价改革实验，研制“儿童发展监
测平台”，建立科学合理的幼儿发展
评价机制，将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
实施个性化成长方案，对幼儿成长
个性化科学画像，努力实现幼儿园
教育过程的最优化。依托“鹤琴育
儿在线”，建立空中联络的桥梁，向
家长传播现代儿童教育理念和知
识。加强区域课程资源库建设，为
促进儿童、教师、幼儿园的发展提供
智能化平台，推动鼓楼学前教育不
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深化“健康儿童培育”项目

一切为儿童，以“幼童本位”为目
标，落实“健康第一”理念，落实《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美
育工作的意见》，优化体育美育课程。
促进儿童心智发展，着力注重身体的
健康成长。打造高水平幼儿园食堂，
提升儿童伙食营养品质。继续推进男
教师联盟“man之队”，开发“爸爸课
堂”课程资源，借力社会资源，提升儿
童运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与专业
体育机构合作，购买服务入园，开发
适合儿童年龄特点的专业运动项目，
向幼儿园提供多元化资源菜单，强化
儿童运动启蒙、运动趣味习惯、体质
体能提升和运动基础技能培养。创
设丰富的教育环境，合作建设自然教
育和体育美育基地，促进儿童身心健
康愉悦成长，培养完整儿童。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刘颖

鼓楼未来五年学前教育内涵发展规划亮相 鼓楼启动“宁聚计划”南大招聘活动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肖秋）面对2021年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趋势不明，经济不稳定性上升，
客户更需要长期、稳健的金融保险产
品，为人生做长远的规划。终身年金
险可创造终身稳定现金流，锁定终身
利率，复利增值，代际传承，用合同约
定提前锁定未来收益，穿越人生可能
经历的经济周期，成为客户青睐的家
庭资产配置重要工具。

泰康人寿日前推出主力产品“泰
康智赢年金（分红型）+万能型终身
寿险”，可满足客户保障需求，为客户
实现资产保值增值，满足长寿时代财
富管理需求。

年金提供了确定、终身的现金流，
而万能账户可以放大现金流，让长期
财富管理更灵活。年金险和万能保险
账户的组合，不仅仅是财富的“避风
港”，是抵御通胀、降息的好工具，更是
运用复利，创造财富的“发动机”。万
能账户具有安全性、收益性、灵活
性、保障性四大优势。智赢年金所
产生的生存类保险金、意外关爱金
及年度分红进入万能账户月复利增
值，实现资金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
的完美结合，其规划功能更突出，应
用更灵活，有效地帮助客户实现养
老、传承，以及孩子的教育、婚嫁、养
老等人生目标。

泰康人寿助力客户做好一生财富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