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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代人行医济世

戎氏中医家族喉疳治疗技艺成非遗
■全媒体记者 胡格格
通讯员 厉倩文
本报讯 前段日子天气反
复，久不见太阳的影子，难得
等来阳光普照的一天，马上又
不见了踪迹。再加上冬春交替
之际，早晚温差较大，呼吸道
疾病的发生概率就大大提高，
不少人一觉醒来察觉到咽喉疼
痛、口腔溃烂、鼻塞咳嗽等症
状。
掌起镇戎家村内的一条小
巷子里，有一家叫戎立华卫生
室的诊所，是十里八乡的“治
喉明星”。常常有人走到村口
打听戎立华诊所在哪儿，久而
久之附近的村民也都渐渐习惯
了这样的每日解答。最近因天
气原因影响，找上门的病患更
多了不少，“一看见找门牌号
的，就知道肯定是来找老戎
的，他医术好所以名气传开
了，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
离戎立华家只有 100 多米的戎
大爷说。
戎立华今年 59 岁，出生
于中医世家，到他已经是第六
代传人。从小跟父亲耳濡目染
接触中医，一直到 1982 年起
正 式 从 医 ， 至 今 已 有 38 年
了。如大多数传统中医家庭
一样，戎家也有自己的秘方
—— 戎 氏 喉 疳 治疗技艺。去
年 6 月，这项技艺被正式评为
慈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戎立
华本人的卫生室也被评为慈溪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全媒体记者

药到病除
喉疳治疗技艺成非遗
喉疳，是指疳生于咽喉的
病证，其症状为咽喉或上颚出
现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点状溃
疡；有时还伴有头痛寒热等全
身症状，常见病因有外受风
热，热灼肺阴，咽喉失养。
戎家治疗喉疳，先让病人
张嘴看，见过上千起病例的戎
立华自然一看便知是哪里出了
问题，现在到了什么程度。随
后是量体温，确认病人有无发
烧。最后就是对病下药。有化

脓的就先小心刮掉，再用自制
中草药吹散剂吹于病人患病
处。一瓶吹散剂的售价很便
宜，几次吹下来，病人的喉疳
痊愈得很快。
“前两天刚有一个师桥
人 ， 因 为 喉 疳 挂 了 15 天 的
诊，打针吃药没少遭罪，见效
还是很慢。后来听说我这里有
治疗喉疳的秘方，他就找上门
来，经过刮脓吹药，两三天就
好了大半。”戎立华介绍道，
“倒不是说我比其他医生厉
害，而是在治疗喉疳方面，戎
氏喉疳治疗技艺经过我们家几
代人的传承发扬，确实有更多

的经验和更精准的治疗。”
类似的病例还有很多，包括
喉疳反复的病人、从宁海专门过
来寻医的病人、患了急性咽炎发
热难受的病人……对戎立华来
说，和中医打了一辈子交道，治
病救人是自己的本分，但是能让
自家的治疗技艺得以传承并获评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着实了了
他一个心愿。

至精至勤
中医世家的医者信念
戎立华的父亲戎志久先生是
远近闻名的医生，主攻中医外

科，早年间先后在洋山、掌起、
观城、师桥等地行医。戎家的膏
药也是一绝，病患的伤口收口较
慢、久治不愈，用了他们家的膏
药，见效就格外快。小戎立华自
幼跟着父亲，接触了不少病例，
并在十来岁时就开始帮着父亲摊
膏药。
长大后的戎立华当了兵，20
岁退伍后，因为出色的治疗技
艺，他被分配至观城卫生院担
任医生。几年后，他回到了老
家掌起戎家村，开了一间小小
的个人卫生室，就一直在这儿
坐诊直到今天。戎立华兄弟姐
妹四人，他排老四，家里除了
他外，还有大姐戎呢喃也继承
了父亲的衣钵。“本来十几年前
大姐就想申请非遗，恰巧家里出
了些事，这个计划就拖了十几年
之久，好在最终是实现了。”戎
立华说。
中医 世 家 并 未 结 束 在 戎 立
华这代，戎立华的女儿戎朝娜
目前也在学习中医。“这可能就
是使命吧，从小我就想成为像
父亲这样的中医，也听了很多
爷爷、太太们的故事，深受启
发。”戎朝娜说，“救死扶伤是
医者本能，为此我有满满的荣耀
感。”
作为乡亲们的好医生，每到
空闲的时候，戎立华还会和家人
一起主动到附近的老人家里，为
长出棉疮的老人敷膏药，同时为
他们量血压检查身体。“ 《大医
精诚》 上说，‘见彼苦恼，若己
有之’，这是我们学习中医的第
一课。至精且大慈，才算是中
医。”戎立华说。

慰问
老党员
家庭
近日，坎墩街道坎东村
老年协会上门慰问老党员孙
宝昌家庭，带去了牛奶、蛋
糕等礼品 。据悉 ，孙宝昌
1958 年入党，近十年来一
直细心照料患病在床的妻
子，近来还被评为 2018 年
度坎东村“好丈夫”
。
■摄影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林松根

老人成运动损伤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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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阿姨门球打得好溜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陈国振

们现场比拼步步为营，较劲着
球技，享受着酣畅淋漓的整个
比赛过程。
本报讯 “你看我们，打
来自逍林的陈阿姨说，她
得一点也不比男子差！”“姐妹 才打了两年多，水平还不算
们聚在一起，切磋球技，挺开 高，但是乐在其中，平时在公
心的。”近日，在市体育中心 园旁的门球场练习，大家聚在
门球场上，一群上了年纪的妇 一 起 玩 玩 ， 既 增 进 了 感 情 ，
女正认真地打着门球，在球场 又提高了球艺，这项运动对
上一展风采。市妇联、市老体 她 们 老 年 妇 女 还 是 挺 合 适
协联合主办的市“巾帼杯”门 的。来自掌起的陈爱芬阿姨
球比赛正在举行。
说，“已经打了 10 多年了，平
当天早上八点多，来自各 时会约上一帮老姐妹，到镇上
镇街道的 200 多位老年妇女齐 的门球场去打球，大家都打得
聚门球场，她们经过简单的分 挺溜的，运动运动可以强身健
组，然后进入了激烈的比赛。 体。”
赛场上，有的阿姨已是白发苍
“门球基础设施完善、群
苍的八旬老人，有的则是刚退 众基础广泛，相关部门也非
休不久，但她们手握球杆的 常重视推广这项运动。”市门
姿势，一看就知道不是初学 球协会秘书长孙连喜说，近
者。
年来，随着我市门球场地硬
专 注 的 眼 神 ， 矫 健 的 步 件设施逐渐完善，越来越多
伐，精湛的球技。现场，比赛 的老年妇女加入到门球这项
不时进入白热化状态，选手的 运动，目前全市在册的老年
每一次挥杆都经过深思熟虑， 会员约 1000 名，女性约占百
一个稍微的变化就要及时调整 分之三四十。平时她们在各
策略，场外观众也被这氛围感 自的所在地约上队友一起打
染，睁大双眼看着选手们的每 球，切磋球艺。对她们来说，
次击球。
门球这项运动自娱自乐，对拓
当然，门球除了个人发挥 展晚年社交圈也有很大的帮
外，团队配合也很重要，队员 助。

老年人消费保健品
这些事项还得注意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施观政

消费维权意识方面显然要比年
轻人差一些。如一位老人购买
建材，微信被扣款两次还未发
本报讯 “这是一起典型 现，儿子发现后才要回了被商
的保健品虚假宣传案件，像这 家多扣的金额；一老人在菜场
样上当受骗的老年人还大有人 门口的私人摊位上办理话费充
在，甚至还包括一些高级知识 值业务，结果是网络电话分
分子。”近日，在市消保委六 钟数，等发现时对方早已不见
届五次会议暨消费维权年主题 踪影。
发布会上，一则保健品防欺诈
施观政提醒老年人，在购
宣传短片引起了在座人员的注 买东西时，一定要从正规渠道
意，在场的市消保委秘书长施 购买，记得索证索票，方便日
观政向记者这样说道。
后维权。同时，一旦遇到线上
小小的保健品，为何会让 线下消费纠纷时，要向卖方据
老人这么痴迷？施观政说，对 理力争，如协商不了向电商平
于老年人来说，因为知识面狭 台、商品厂家、卖家所在地相
隘以及个人情感的缺失，在识 关部门投诉，也可求助子女帮
别和防范保健品欺诈方面，要 忙维权。
比年轻人差一些。他们觉得保
“商家的销售伎俩千变万
健品有着和药品一样的功能， 化，一些虚假宣传、假冒伪
而推销人员会利用感情营销、 劣、欺骗欺诈的手段更是让人
小恩小惠等手段诱使老年人购 防不胜防，老年人也应该与时
买价格高昂的保健品，甚至有 俱进，活到老学到老，做一个
老人因为吃多了保健品而吃坏 明明白白消费的人。”施观政
身体的，也有花了大钱发生家 说，这段时间，全市各地都会
庭矛盾的。
举行 3 · 15 消费维权现场咨询
记 者 在 平 时 的 采 访 中 也 宣传活动，老年人有需要学习
发现，无论是购买保健品、医 需要维权的，都可以到现场参
疗器械等，还是购买普通商 与，工作人员会耐心解答帮
品，老年人在防范消费欺骗、 忙。

春暖花开，
准备开始运动的你要量力而行
断为陈旧性踝关节韧带损伤。
“受伤后 3 周左右是韧带自我
本报讯 这段时间，气温 修复的关键期，这个时期部分
逐渐上升，春暖花开的日子， 损伤较轻的患者可以通过保守
正是运动锻炼的好时机。越来 治疗进行自我修复。”徐医师
越多的老年人利用空闲时间， 告诉记者，由于徐阿姨前期治
到户外运动，锻炼身体。但老 疗方式不规范，错过了踝关节
年人的韧带、关节开始松弛， 扭伤后的最佳保守治疗时机。
功能退化，若运动不当，可能
逍林的王阿姨去年退休后
会导致运动损伤。记者从正在 开始练瑜伽，上课时看着别人
鸣鹤国医馆坐诊的上海光明中 能很快跟上老师的节奏，她很
医院骨伤科主任徐振达医师那 着急。一次她强忍疼痛，拼命
采访获悉，老年人俨然成为运 完成一个拉伸肩颈的动作后，
动损伤主要人群。
右肩膀开始疼痛起来了。到医
现象：运动中老年人 院检查发现，原来是肩关节拉
伤了。徐医师说，门诊中因为
频频受伤
练瑜伽导致髋关节、肩关节拉
前段日子，浒山的徐阿姨 伤的病例并不少见。
爬山锻炼时，右脚不慎踩空，
因为超重、血压血脂超
很快肿胀起来。徐阿姨认为无 标，观海卫的胡阿姨决定运动
大碍，便在家自己随便找点外 减肥，给自己定目标每天早上
用药物做做局部按摩、外敷等 7 点出门快步走，每天至少一
治疗。没想到，受伤部位越来 万步，每天晚饭后下楼跳广场
越肿，疼痛加剧。无奈，徐阿 舞。起初效果不错，两周瘦了
姨去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诊 七八斤。可从第三周开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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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跳舞时膝盖咔咔作响，胡阿
姨仍然坚持运动，到了第四周
膝关节不仅疼还肿得厉害。检
查结果显示膝关节软骨、半月
板磨损，还伴随骨髓水肿。徐
医师说：“暴走时步幅过大，
用力猛，这样对膝关节损伤
大，再加上广场舞有很多身体
旋转、下肢扭转的动作，这些
动作对身体重心控制、下肢的
力量和稳定性都有较高的要
求。如果连续运动时间太长，
膝关节磨损会加重，膝关节功
能就会失去代偿而出现症状。”

建议：中老年人锻炼
身体不能做“苦行僧”
“这些年中老年人运动损
伤的患者明显增多。”徐医师
介绍，老年人本身韧带肌腱组
织弹性变差、关节活动范围
小，再加上骨质疏松症、肌肉
萎缩，如果运动时不注意，很
容易受伤。最常见的受伤部位
就是肩部和膝部；其次是脚

踝、肘关节，如网球肘、肩袖损
伤、膝周肌腱损伤、软骨损伤、
韧带撕裂等。
另外，每个人的生理、身体
素质不同，徐医师建议老年人要
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运动模式。
许多老年人认为运动强身健体，
运动量越多越健康。其实不是，
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超
负荷锻炼，不仅不会带来健康，
反而会有损身体机能，损伤肌
肉。“老年人运动的目的不是让
人疲劳，而是促进血液循环，增
强肌肉和心肺的能力。”徐医师
提醒，运动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不要盲目模仿新闻上的“励志老
人”或把锻炼当成“苦行僧”的
做法，盲目给自己制定运动量和
时间，跟风效仿潮流，或是延续

自己年轻时的运动方式，这样往
往会导致运动损伤。一旦运动时
关节或肌肉出现不适，第一步先
停下来，减少活动量。若出现局
部关节肿胀，出现持续不适，一
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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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牛轧糖
近日，南孙塘社区爱心乐学公益课堂开展了一节学做牛轧
糖公益课，邀请了共建单位的工作人员为社区老年人现场教授
制作牛轧糖。老人们认真地跟着老师学做，互相品尝亲手制作
的美味，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摄影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杨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