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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贴是以中医冬病夏治

与春夏养阳等理论为依据，通

过将特殊调配的药物贴敷于特

定的穴位，可使药物持续刺激

穴位，通经入络，达到温经散

寒，疏通经络，活血通脉，调节

脏腑功能的效果，既可改善临

床症状，又可提高机体免疫力。

南阳医专一附院的中医专

家，在对继承传统医学经方的研

究中，不断探索，研究出独有的

三伏贴，包括：疼痛贴、哮喘贴、

消化贴、免疫贴。这种独有的

三伏贴应用广泛，主要针对：

运动系统疾病：颈椎病、腰

椎间盘突出症、骨性关节炎、风

湿与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

柱炎及软组织损伤等。

儿科疾病：体虚易感、哮喘、

支气管炎、消化不良、遗尿、生长

发育迟缓等。

妇科疾病：痛经、产后头

痛、产后风等寒症。

呼吸系统疾病：支气管哮

喘、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慢

性咳嗽、反复感冒、慢性鼻炎、

慢性咽炎等多种肺系疾病。

脾胃系统疾病：慢性胃炎

胃溃疡引起的胃胀、胃酸、胃痛

等，胃肠功能紊乱，慢性腹泻等

虚寒性疾病。

亚健康调理：免疫功能低

下，阳虚体质，气虚体质，亚健

康人群。3

南阳医专一附院

独有三伏贴 治疗种类多

今年冬病夏治的时间
头伏：7月 12日~7月 21日，中伏：7月 22

日~7月 31日，闰中伏：8月 1日~8月 10日，末
伏：8月 11日~8月 20日。

开展冬病夏治的医院及咨询电话
市第九人民医院：63086880 13837782308
市第六人民医院：63618656 13838794560
市中医院：63869681 63869682
医专一附院：63328331
市 第 二 人 民 医 院 ：61609852 （儿 童）

61609007（中 医 妇 科）61609127（疼 痛 科）
13513773835（康复科）

张仲景医院：83976667
医专二附院：15225617706 13462657138

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冬病夏治即将开始。冬病夏治是中医的一种传统疗法，对治疗呼吸系统、消化系

统及风寒湿等遇寒则发的慢性疾病，疗效显著，深受群众推崇。

冬病夏治7月 12日开始
请大家牢记时间及时治疗

市第九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 朱志涛

“三伏贴”是在夏季三伏

天，将中药贴敷于特定的穴位，

用于防治疾病、增强体质的一

种 内 病 外 治、冬 病 夏 治 的 方

法。三伏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

的时节，根据中医“天人相

应”的理论，人体的阳气在三

伏也达到最高峰，此时人体气

血充盈，经络通畅，若以阳克

寒，驱散患者体内的阴寒之

气，将冬病之邪消灭在蛰伏状

态，对防治疾病会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市第九人民医院采用几十

味名贵中药制成丸剂，外敷穴

位，通过经皮给药治疗呼吸系

统疾病，疗效确切，且经济、方

便，可促使人体各脏器的功能

恢复平衡，从而增强机体的免

疫力，改善不良体质，达到治病

防病的目的。

现代中医认为，药物贴敷

于脊柱胸段两侧的穴位，能刺

激脊髓胸段的交感神经节，降

低迷走神经的紧张度，兴奋交

感神经，使支气管黏膜的血管

收缩，炎性渗出物减少，解除支

气管痉挛，使气道阻力降低，通

气得到改善，从而达到止咳平

喘的目的。

冬病夏治适合患有慢性支

气管炎、支气管哮喘、体虚容易

感冒、反复上呼吸道感染、肺间

质疾病、变应性鼻炎、咽炎、扁桃

体炎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三

伏第一天贴治效果最佳。3

市第九人民医院

名贵中药 穴位贴敷

市第六人民医院仲景苑主任 于首元

伏天快到了，冬病夏治即将开始。市第六人

民医院作为市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的开展冬病夏

治的医院，今年推出多种三伏疗法，满足不同疾

病患者的需求。

三伏贴，冬病夏治主要是用三伏贴达到治疗

效果。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生在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的方案中又添加了多种名贵中药，贴敷穴位可

起到更好的温阳散寒功效。同时，还推出三伏

灸、三伏针、三伏补、拔火罐疗法等配套治疗方法

巩固疗效。

冬病夏治的适应证有支气管哮喘、慢性支

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慢性咳嗽、反复感

冒、慢性鼻炎、慢性咽炎等多种肺系疾病；风

湿与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关节性

疾病；慢性胃肠炎、胃痛、胃溃疡病、慢性腹

泻等消化系统疾病；小儿厌食、遗尿等疾病。

虚寒头痛、颈肩腰腿痛、胸腹痛、痛经等虚寒

性的疾病亦可贴敷。

特别提醒大家，冬病夏治的最佳时间是每伏

的第一天。如果错过了头伏第一天，可将治疗时

间往后顺延。冬病夏治讲究辨证选穴，因此，要

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3

市第六人民医院：三伏贴 贴贴祛病

夏日已至，又是冬病夏治三伏贴开始贴敷的

时间。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广大居民朋友提

供了针对不同病症的三伏贴。

市二院三伏贴采用辨证配穴、因人制宜，

个体化用药，因症取穴。在个体上，针对成人

和儿童分别贴敷，在病症上，中医妇科三伏贴

针对女性病症，诸如月经失调、痛经等，疼痛

科三伏贴针对骨关节性疼痛、颈肩腰腿疼、风

湿关节炎等相关病痛采取针对性选药配置。

在选药上，采用质量上乘、地道的名贵药

材，经过专业炮制，创新配伍，采用传统手法

制药，保证贴敷效果。

由于小儿体质特殊，所以与成人贴敷所选

药物不同。儿童贴敷药物在传统三伏贴药物

基础上，加入了清凉化湿、养阴补气药物，

平衡了传统配方的燥热刺激。因小儿肌肤娇

嫩，选材上采用了透气性好、舒适柔软、粘

贴好的贴敷。今年儿童三伏贴现场制作，更

加安全。

总之，市第二人民医院由专业医生根据个

人不同体质、不同症候选择不同的贴敷部位，

治疗更有针对性，更安全更可靠。贴敷宗旨是

绿色、天然、舒服，贴敷通过经络气血直达病

处发挥药物的归经作用，对相应的脏腑“扶正

祛邪”，能有效减少冬病发作的次数，从而“标

本兼治”，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

市第二人民医院：成人儿童 区别贴敷

市中医院针灸科 陈 杰 董 军

炎热的夏季已经到来，马上又将迎来一年中

最热的天气——三伏天，也是冬病夏治穴位贴敷

的时候。

冬病夏治是中医特色疗法，它是根据《素问·

四气调神论》中“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利

用夏季气温高，天地间阳气充沛，而人体也处于阳

气充足的有利时机，对于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

加重的疾病，在夏季给予针对性治疗，提高机体的

抗病能力，从而使冬季易发生或加重的病症减轻

或消失，是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

防”的疾病预防观的具体运用。

常用的治疗方法包括穴位贴敷、艾灸、热敷、

针刺、刮痧、拔罐、穴位注射、穴位埋线、中药内

服、食疗等来调整人体阴阳平衡，多用来治疗成

人及小儿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及风寒湿等遇寒则

发的慢性疾病。

市中医院开展的冬病夏治不只是穴位贴

敷，它分为三伏贴、三伏灸、三伏针、三伏

补，这些方法需要医生根据疾病的具体情况进

行选择，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病情，采用不同

的方法，开展个性化治疗，将中医的辨证论治体

系充分体现在整个治疗过程中。3

市中医院：辨证施治 个性化治疗

作为南阳传统中医的发源地，宛西制药南阳

张仲景医院一直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国

粹。仲景人依托仲景品牌，在继承的基础上，不

断创新，精益求精，打造出了适合亚健康群体的

“仲景牌”三伏贴。

道地药材 传统工艺
宛西制药张仲景医院三伏贴的用药十分考究，

药材好，药才好。由仲景宛西制药提供的优质中药

材，从质量上严格把控，道地化中药材生产基地，保

证了药性的纯度，优质、精品是“仲景牌”三伏贴走

向医疗市场的基石。

同时，宛西制药南阳市张仲景医院继承了传

统国粹的精湛工艺，在此基础上，开拓创新，研制

出了适合不同群体的“仲景牌”三伏贴。

辨证施治 特色疗法
不是人人都适合三伏贴，医生必须根据患者体

质，进行综合辨证，适合的现场即可贴，不适合的可

以通过辨证结果，通过其他传统疗法进行治疗。

张仲景医院会根据患者的体质检测，进行辨

证论治，同时，依据不同的群体分诊于内科、妇产

科、儿科、亚健康调理等。“仲景牌”三伏贴，为亚

健康群体量身定做！

用心服务 创新体验
宛西制药南阳张仲景医院自开业以来就提

出“用心服务、创新体验”的人文理念。服务在细

节，服务无小事，一流的服务是用真心去面对患

者。一切都准备好了，您来体验吗？3

南阳张仲景医院

仲景三伏贴 品质大不同

颈椎病由哪些
不良习惯造成？
市骨科医院脊柱外科 蔡 明 张 涛

颈椎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一般多见于中

老年人。但近年来，30岁左右的年轻人颈椎发病率

呈逐年上升趋势，如记者、办公室人员、白领职员、

打字员等，这些长期使用电脑、从事文字工作的人

群发病率较高且大多比较年轻。

引发颈椎病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三条：一是颈

椎退行性改变，二是劳损与不良姿势，三是风湿因

素。颈椎病的治疗因病情不同所采取的方法也不

同，主要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情况。日常

生活中我们要做好颈椎病的预防，每天利用闲暇时

间对颈椎做自我保健。一是头手对抗“绷劲儿”，即

双手交叉放在后脑勺，双手向前使劲，头向后使劲，

紧张 3～5秒，再放松 3～5秒为 1次，每天练 200次，

分 3～5组完成。二是“小燕飞”，趴在床上，头和脚使

劲往上抬，紧张和放松时间跟前面一样，每天做 50
次。三是颈部自我按摩，轻揉酸痛处，同时轻轻旋转

头颈部，按摩后对局部热敷，可以缓解肌肉紧张，改

善局部血液循环，解除疲劳。四是一些户外运动(如
放风筝)对颈椎的保健也有很大帮助。3

读者李女士问：我今年 36 岁，患月经不调和

痛经十多年，吃中西药多年仍时愈时发；近 5 个

月，月经一直没来。我的病有没有其他疗法？

南阳医专中医针灸新疗法研究所所长、南阳
针灸埋线中医院长、国内著名专家、河南省省管优
秀专家张文进解答说：正值经期或经行前后，出现

周期性小腹及腰骶部疼痛或剧痛者称为痛经；18
岁以上尚未初潮，或已行经而又中断三个月以上

者，称闭经；月经不调是指以月经的周期及经量、

经色、经质的异常为主症的月经病。上述病症新埋

线法疗效很好。另外还有很多病症新埋线法疗效

居国内外同类疗法领先水平。日本、新加坡、韩国

等国及国内很多专家前来学习。

新埋线法是一种什么疗法呢？张文进介绍说，

埋线疗法是中医院校《针灸学》教材中的科学疗

法，是将医用羊肠线植入穴位，利用其持续刺激作

用等治疗疾病；一次埋线的作用可持续一至数月，

等于针灸了千次以上；不需住院，半个小时左右操

作完毕；操作简便，无副作用，不留瘢痕。而张文进

对上述埋线疗法进行改进，采用相关药物浸泡羊

肠线等，疗效更好些，称为新埋线法。

据了解 ,南阳针灸埋线中医院是南阳市职工

及城乡居民医保定点医院，用新埋线法治愈很多

痛经、闭经、月经不调患者。该疗法治疗斑秃、脱

发、头痛、眩晕、耳鸣、聋哑、失眠、斜视、面瘫、色素

斑、痤疮、酒渣鼻、鼻炎、咽喉炎、打鼾、哮喘、气管

炎、胃病、肝病、胆囊炎、结肠炎、脱肛、肾病、遗尿、

尿失禁、阳痿、前列腺炎、颈肩腰腿痛等痛症、多动

症、酒精依赖、偏瘫、脑瘫、轻度截瘫、肌肉萎缩、脑

炎及脑损伤后遗

症、癫痫、精神疾

病、肥胖等也有

良好效果。3

寻医问药
电话及微信号电话及微信号：：

1393777112013937771120

埋线治疗痛经、
闭经、月经不调

三伏贴作为一个中医治未

病的方法，受到群众追捧。南

阳医专二附院 （南阳医专附

属中医院） 为此专门成立三

伏贴领导小组，根据不同体

质、不同疾患的人给予不同

的贴敷，取得良好疗效。群

众都说，该院的三伏贴，贴

一贴，贴走陈年老病根。为

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作为一家以中医为

特色的医院，该院拥有一支老

中医专家队伍，大家总结上百

个贴敷经验方，推出呼吸贴、

健骨贴、脾胃贴、扶正贴等常

见病种的中药贴敷秘方，对许

多沉疴痼疾有意想不到的功

效。其次，辨证选穴，多种治

疗方案结合。“冬病夏治”包

含了中医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

践经验，因此，该院名医专家

团队根据疾病不同、体质不

同，为患者量身定制专业的

“冬病夏治”治疗方案。依病

选穴、经验方随症加减，必要

情况下结合汤药或中医理疗等

多种治疗方式，有效增加“冬

病夏治”治疗效果。最后，程

序讲究，从源头保障敷贴质

量。中药材均为道地药材，保

证药材配方起效快，质量有保

证，疗效更突出。从选材、制

药、贴敷的每个环节中，都严

谨对待，不容一点疏忽。3

南阳医专二附院：
三伏贴一贴 贴走陈年老病根

南阳市健康教育所协办

重点疾病健康教育系列讲座

南石医院让患者信赖备至

一段时期以来，前来南石医院就诊的人

群中，多了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被各种不

尽相同的病患困扰，但比起其他患者来说，

多了一份从容和镇定。

来南石医院时，不管自身家庭经济条件

如何，他们既不急着去四处筹集诊疗费用，

也不用着急去缴住院费，而且可以直接进入

绿色救护通道，有中国人寿的工作人员和南

石医院的工作人员陪着做各项检查。经过

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康复出院的时

候，还能免去材料收集、申请、受理、核保、核

赔等繁琐事项来回奔波的劳顿之苦，线上即

可完成就医费用结算和后续医疗费用的报

销，相对其他患者至少节约了 5至 10天甚至

更长的时间。

从去年 7月中旬以来，在南石医院中国

人寿商保直付窗口，经常可以看到住院结算

的患者排成长龙的景象。

南石医院是南阳唯一一家中
国人寿商保直付定点医院

2018年 7月 10日，中国人寿南石医院

商保直付项目正式启动。这是中国人寿与

南石医院共同探索的“保险+医疗”全新模

式，是将商业保险和医疗相互结合，通过

商保直付项目，中国人寿客户在南石医院

可在诊疗完成时享受社保和商保的一站式

即时结算，其医疗费用中符合保险责任的

部分可在线实时理赔，免除了被保患者资

料收集递送、商保理赔垫付的繁杂事务与

资金压力。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这是中

国人寿和南石医院面对南阳全市人民发出

的庄严承诺。这掷地有声的誓言，在将近一

年时间里，在 3500多位中国人寿患者共同见

证下，落地为安心诊疗的生命托付和实实在

在的惠民措施。

中国人寿商保直付项目在南石医院启

动上线，开启了河南省“一站式零垫付理

赔直付”商业健康保险服务升级的先河，

以此减轻被保患者资金垫付压力、提升

被保患者保险服务水平、优化医疗机构

就诊环境与体验、促进医疗机构差异化

服务竞争、提升保险理赔业务效能、缓

解商业保险“信息孤岛”困境。不仅大

大提高了患者的治愈信心和对诊疗体验的

信赖感，更大大提高了被保险人和保险公

司的报销效率。

精湛医术一次次创造生命奇迹

2019年 6月下旬的一天夜晚，市民赵先

生突发心悸、气短、心前区憋闷不适，被送到

有 PCI资质的南石医院，急诊科接诊后，金海

明主任立即组织抢救工作。

在与死神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关键时

刻，ECMO体外膜肺机发挥了重要作用，迅速

提升患者的血压、血氧饱和度等指标。在抢

救的过程中，金主任提前与心内二科赵明林

主任沟通，提前启动导管室，患者得到了及

时的手术治疗。

南石医院院长赵俊祥说：“这只是南石

医院以高超的技术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

来的又一次奇迹见证。”

一次次创造生命奇迹的南石医院急诊科，

拥有高级职称医师 3人，其他医师全部为具有

5年以上临床经验，并熟练掌握心肺复苏、气管

插管、深静脉穿刺、动脉穿刺、心电复律、呼吸

机、血液净化及创伤急救等基本技能。

2018 年 4 月份，该科室在临床上启用

ECMO体外膜肺技术，一次次将危重病人从

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更加显示了该院先进的

危重症急救高水平。

南阳百姓家门口就能享受北
京专家的诊疗服务

南石医院作为豫西南骨干型的专业医疗

机构，在烧伤、脑血管病诊疗方面具有突出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吸引了北京名院专家团

的青睐。

2018年 11月 3日，南石医院迎来了北京

12位名医到院坐诊，拉开了北京向南阳输入

优质医疗资源的序幕。当天，南石医院与北

京名院专家团签约合作。签约后，来自中国

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积水潭医

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

医院、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等北京知名医院医生组成的专家团，每周末

到南石医院坐诊、手术、查房、会诊、讲学，让

南阳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京城名院专家

精湛、优质的医疗技术服务。

市民张先生原想把身患重病的母亲送

到北京去治疗，当他得知南石医院每周都有

来自北京知名大型医院的专家来会诊时，今

年 5月上旬就把母亲送到南石医院接受了专

家的会诊。5月中旬，张先生的母亲被安排手

术，终于摆脱多年疾病困扰。7月份，张先生

计划带着老母亲和孩子一起去海边度假。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

总经理陈志刚说：“中国人寿以雄踞世界五百

强的实力，给老百姓一个防患于未然的安全保

障；而南石医院则是在老百姓遭遇疾病侵扰

时，一份踏实可靠力挽狂澜的生命托付。两者

完美结合，共同构建了老百姓的生命健康长城

和安全屏障，让大家在美好新时代有更多获

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11 （许 馨）

中国人寿联手南石医院让患者全程诊疗无忧

大医精诚仁心济世大医精诚仁心济世 守护一方百姓健康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中国人寿南石医院商保直付项目系列报道

前言：《大医精诚》 中云：“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黄帝内经》 亦云 :“天复地载 ,万物悉
备 ,莫贵于人。”意即自然界的万事万物 ,最为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是什么让百姓在遭遇病患之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最
为宝贵的生命托付给南石医院？

近日，市第二人民医院 120急救站工作人员到

市第 29小学开展“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防

溺水、急救知识宣传活动 3 通讯员 胡晨光 摄

急诊科争分夺秒抢救病人急诊科争分夺秒抢救病人（（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