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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心仁术 服务人民
———记国医大师、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徐经世

■ 本报记者 朱琳琳

“经诊断，其为痰湿壅塞、肺失清肃
之征……方药取以南沙参 、苏叶 、生甘
草……”近日 ，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国医大师工作室，记者看到国
医大师 、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 、安徽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徐经
世正拿着问诊患者的医案向学生娓娓
道来，中气十足、精神矍铄，完全不像年
近九旬的老人。

生于中医世家的徐经世， 自幼在耳
濡目染中立志从医， 小小年纪即接受传
统中医教育， 在祖父徐恕甫老中医的谆
谆教导下，承袭了“仁心仁术”的优良医
风，行而不辍。

行医以来，徐经世坚持“不开大方，
贵药能不用坚决不用”，他开出的中药处
方，基本不会超过 12 样药，疑难杂症最
多也就 14 样药。 面对络绎不绝的患者，
加班加点是常态，膀胱结石病发时，他就
服药坚持。对于家庭困难的患者，他免除
挂号费。

“高官百姓，传诊千家，一样眉慈目
善； 难症风寒， 调理百草， 多能药到病
除”， 一位患者送给徐经世的这句话，是
他精湛医术、高尚医德的写照。

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徐
经世的心，作为老党员、老中医，他第一
时间向组织“请战”。

“疫情暴发初期，不知病理，但是对
于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医来说， 治疗瘟疫
早有实践，这方面有优势。 ”徐经世说。

2020 年 1 月 25 日，大年初一，徐经
世根据学生张国梁在抗疫一线的接诊资
料，结合气候特点以及我省地理环境，开
出一剂茶饮药方， 免费发放， 在涡阳有
4000 余人使用了茶饮药方。 2020 年 2 月
18 日 ，徐经世走进中国科大附一院 （省
立医院）感染病院 ICU 病房，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重症患者进行中医诊治， 现场
手写处方，当天下午患者就喝上了“一人
一方”的中药，后续恢复良好。

参与中医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处方
的制定、新冠肺炎疫情诊疗方案的制定，
指导 《安徽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

治疗专家共识》 的制定……自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以来，徐经世从未停歇，哪怕是
身体抱恙， 亦竭尽所能为防疫贡献自己
的力量。

“除了关注疫情，徐老还要坐诊 、义
诊、教学、写书，有时候我们向徐老交作
业，他的批注比作业写的还多，堪比严谨
的论文。 ”徐经世的学生张莉说，经年累
月的劳累，让徐老积劳成疾，但他依然兢
兢业业，他身上那股淡泊名利、无私奉献
的精气神，感染着身边的人。

让患者得到心理上安慰和战胜疾病
的信心，做到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大医
精神，行医 60 余载的徐经世，精进不休，
守正创新，时刻践行着一名“大医”的责
任与担当，以仁心仁术服务人民。

创立 “杂病因郁 ，治以安中 ”“肝胆
郁热 ，脾胃虚寒 ”病机理论等学术新观
点 ；提出 “治肝三十二字法 ”“治脾胃三
原则四要素 ”“扶正祛邪治肿瘤 ”“妇科
诸病从肝论治 ”等新方法新理论 ；组织
参与“肝豆汤”研发，开创中西医结合治
疗肝豆状核变性先河 ；研制 “扶正安中

汤”“消化复宁汤”“迪喘舒丸”等特效专
方……勤思善悟的徐经世， 在总结 、继
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 开拓创新，救
助患者无数。

“为中医药的传承发展贡献绵薄之
力。 ”徐经世为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呕
心沥血，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他将祖父
徐恕甫遗著和自己的经验所得整理成
册，毫无保留地公诸世人；将家藏孤版古
籍医书无偿捐献给国家；筹设“忠恕”奖学
金，激励后学；言传身教，孜孜不倦，培养
众多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留
学生、师承高徒等不同层次中医人才。

“我们都担心他的身体， 劝他多休
息。他却笑着说，‘虽然我切除了胆囊，但
仍然要做维护中医发展的无胆英雄’。 ”
张莉告诉记者。

多年来， 徐经世在中医药领域作出
诸多卓越贡献， 曾获得第二届 “国医大
师”、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传承特别贡
献奖、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工作优秀指导老师、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省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等荣誉。

产品优势
我司是一家专注于提高电光效

率的高新技术企业 ，自主研发并生
产的 新 型 节能 光源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能有效提高电光转换率 ，主要
针对替换 LED 路灯光源 、高压钠灯
光源 ，产品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 针
对 LED 路灯 （国标 ），节能率达 50%
以 上 ； 针对高 压钠灯 ， 节能 率达
80%以上 。 我司光源主要用于城乡
道路 、隧道 、广场 、企业等 ，质保可
达 15 年以上 。

为加快推进“双碳”目标，推广应
用低碳技术产品，共享科创成果，我司
计划在安徽省大力开展节能减排项
目， 现面向安徽省社会各界征集战略
合作代理商，诚邀有实力的代理商加
盟，合作共赢。

核心效益
1．我司新型节能光源将产生积极

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减
少大量碳排放。

2．我司全额投资光源，采用合同
能源管理模式推广应用，使用单位无

须额外投入。
3．预计项目年产值可达 50 亿元。
4．节约大量资源，仅光源替换，操

作简便。
5.代理商与我司共享节能减排

成果。
如有意向， 请联系 19921188862

或 369@miguangsh.com。

幂光新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14 日

诚邀战略合作代理

1月 12 日，铜陵市鼎兴花卉生
产批发基地 ，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光明） 共产党员服务队为花卉经
销商提供电力服务。 春节临近 ，花
卉市场红火，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
赏花、购花。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开
展春节“不停电”隐患排查治理，组
织党员服务队深入生产基地和花
卉市场 ，排查用电隐患 ，让花卉种
植户和商户用上放心电，确保春节
前花卉顺利上市。

本报通讯员 郜小兵 摄

花花卉卉上上市市 电电力力护护航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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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张理想 ）1 月
12 日晚， 省农业
农村厅、 安徽广
播电视台联合举
办的 《在希望的
田野上———安徽
省 2022 农 民 春
晚》，在安徽广播
电视台亚洲一号
演 播 厅 成 功 录
制， 为我省农民
打造展示新时代
幸福生活和精神
风 貌 的 炫 美 舞
台， 生动展现全
省乡村振兴的新
成就、新面貌、新
气象。

2022 农 民
“ 春 晚 ”， 以 “ 虎
跃江淮新征程 ，
乡 村 振 兴 新 画
卷 ” 为主题 ，由
“谁不说俺家乡
好 ”“乡里乡亲 ”
“美丽乡村 ” “启
航新征程 ”四大
板块组成 。 “谁
不说俺家乡好 ”
突 出 产 业 振 兴
主 题 ， “ 乡 里 乡
亲 ”突出文化和
组织振兴主题 ，
“ 美 丽 乡 村 ” 突
出 生 态 文 明 主

题 ，“启航新征程 ” 以喜迎党的二
十大为主题。

在“春晚”中，地方戏曲、舞蹈、
民歌、民俗、非遗等具有安徽特色的
文艺节目依次登台；16 个市的主持
人“吆喝”起亳州花草茶、砀山酥梨、
怀远石榴、霍山石斛、长丰草莓、铜
陵白姜、 黄山毛峰等各地驰名的农
产品；安徽广播电视台、省直机关工
委、省乡村振兴局、省总工会联合启
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帮扶献爱
心”———安徽优质特色农产品、爱心
年货采购活动， 邀请大家共同帮农
助农。

《安徽省 2022 农民春晚 》将
于春节期间在安徽卫视 、 安徽农
业·科教频道播出。 安徽广播电视
台将联合安徽新安农村院线推出
“百村点映活动”，组织 100 多支放
映队 ，赴全省 16 市 105 个县 （市 、
区 ），为广大农民群众提前放映农
民“春晚”。

合力助销农产品 培育品牌兴乡村
■ 本报记者 刘洋

“2021 年我的 ‘施祥龙 ’牌稻虾米
在电商平台上出货将近 40 万斤，销售
收入近 200 万元。 ”去年底，枞阳县白
荡湖村村民施祥龙盘算起稻虾米的收
入，喜上眉梢。

几年前， 施祥龙还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 ，如今 ，他不但脱贫 ，还流转田地
约 630 亩，成立家庭农场种植水稻，试
水“稻虾共作”。 村里由大户流转的稻
虾田近 4000 亩 ，其中约一半加入 “施
祥龙”稻虾米品牌的生产营销。

稻虾米产量显著提升后， 如何销
售就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 经政府部
门 “牵线 ”，施祥龙与位于枞阳县的安
徽蟹之都贸易公司等专业电商合作 ，
注册 “施祥龙 ”品牌 ，对稻虾米重新进
行包装，开拓了线上销售渠道。

“2021 年，我们线上线下累计农产
品销售额超过 1.7 亿元。 ”蟹之都贸易
公司总经理陈陶胜说，公司打造了“小
枞”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代理培育了
浮山镇黄花菜、 钱铺镇将军村菌菇、白
梅乡大岭村黑木耳等农特产品新品牌。

为解决好农产品销路问题， 该市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
的原则， 搭建平台展销、 线上渠道促
销 、帮扶单位购销 、培育品牌助销 、龙
头企业带销，推动形成了“五销”模式。

“我为铜陵一中帮扶村红薯粉丝代
言。 ”连日来，铜陵市第一中学数百位教
师在“朋友圈”内接力，为枞阳县义津镇
姚王村的红薯粉丝代言。教师们不仅乐
当乡村振兴代言人，也成为了优质农产
品的订购带头人。

铜陵一中于 2016 年定点帮扶姚王

村，帮助打造了 30 亩高淀粉红薯基地，
发展红薯加工产业。 2020 年，姚王村红
薯粉丝喜获丰收。铜陵一中通过教师朋
友圈转发、工会福利采购等形式累计帮
销粉丝 1 万余斤，总销售额达 20 万元。
“2021 年村里粉丝产量达到 2.8 万斤 。
我们多渠道帮助村里销售，让好产品卖
上好价钱。 ”铜陵一中校长王屹宇说。

将消费帮扶纳入结对帮扶内容 ，
建立精准对接机制， 推动包村单位全
面参与消费帮扶。 2021 年以来，铜陵市
各级工会优先采购 3000 多万元消费帮
扶重点产品。

“‘五销’模式发挥电商企业、龙头
企业的作用， 让全市各级各单位行动
起来，凝聚了合力，在全社会形成了扶
农、助农的良好氛围。”铜陵市乡村振兴
局局长程志华说。

为了推深做实“五销”模式，铜陵市
由企业自主建设运营了 9 个消费帮扶
专馆、16 个专区和 184 台专柜；依托铜
陵技师学院，在全省率先设立“直播学
院”，打造“网络主播”培训基地；孵化培
育“白荡湖大闸蟹”“高生源蜂蜜”“枞阳
媒鸭” 等一批省内外知名度较高的农
产品品牌。 还依托特色种养业六大“万
千工程”的实施，培育了一批农业龙头
企业，既解决了千家万户“小农户”难以
与千变万化“大市场”对接的难题，又提
高了特色农产品的附加值。

“下一步， 我们还将努力搭建更大
的展销平台， 打通更多的线上渠道，培
育更具优势特色的区域农产品品牌 ，
鼓励更多的龙头企业、 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与广大农户利益联结。 ”程志华表
示，他们将持续深入推进“五销”模式，
为乡村产业振兴“加码”。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开馆
本报讯 （记者 柏松）1 月 13 日，位

于寿县的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开馆试运
行。 该馆计划 5 月 1 日前正式开放。

寿县历史悠久，素有“地下博物馆”
之称 ，20 世纪以来陆续发现了众多楚
墓，出土了大量涉楚文物。 寿县博物馆
于 1958 年建馆， 是全省最早的博物馆
之一。

2018 年 5 月 8 日，寿县开工建设安
徽楚文化博物馆， 即寿县博物馆新馆。
该馆建筑设计充分挖掘古城元素，彰显
楚人“四方筑城”“荆楚高台”建筑理念，
通过“瓮城”“方城”“斗城”建筑布局，融
合现代院落和极简主义设计手法，将博
物馆陈列展览、文物收藏、开放服务、行
政办公等功能区域有机搭建，整个场馆

既有巍巍古风，又具现代气息。 展陈内
容包括 “安徽楚文化”“寿县文明史”两
个基本陈列和“寿春寿文化”专题陈列，
1600 余件套展品中有 800 件套首次与
观众见面。 楚文化博物馆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 充分运用现代博物馆建设、展
陈理念和现代技术设备，较好展示了安
徽楚文化和寿县历史文化。

日前，合肥经开区总工会联合城管局、芙蓉社区总工会和合肥市披云徽府餐
饮文化有限公司工会开展“工会幸福驿站 喊你过大年”冬日送温暖活动。 在芙蓉
社区合肥工会幸福驿站，书法家为户外劳动者写对联、发红包，志愿者们为户外劳
动者分发年货礼包。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我省启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本报讯（记者 朱琳琳）日前，省医

疗保障局印发 《安徽省 DRG/DIP 支付
方式改革三年行动方案》， 启动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 计划在 2023 年基本实现
DRG/DIP 支付方式覆盖所有统筹地区
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病种、医保基金。

DRG 付费和 DIP 付费都是“打包付
费”的一种形式。 其中，DRG 付费，是按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将疾病按照严
重程度、治疗方法复杂程度、治疗成本
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组，医保以组为单
位分别定价打包支付。DIP 付费，即按病
种分值付费， 利用大数据将疾病按照
“诊断+治疗方式”组合作为付费单位。

方案明确，2022 年底， 我省 17 个
统筹地区全面开展 DRG/DIP 支付方式
改革 ， 实现统筹地区全覆盖 ；2023 年
底， 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实现符合条件
的医疗机构、 病种、 医保基金全覆盖；
2024 年底，基本建立安徽省统一、上下
联动、内外协同、标准规范、管用高效的
医保支付新机制。

根据方案， 相比国家 DRG/DIP 支

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要求 ，到
2025 年底 ，DRG/DIP 支付方式覆盖所
有符合条件的开展住院服务的医疗机
构，基本实现病种、医保基金全覆盖。我
省结合三年试点改革情况，将相关要求
提前至 2023 年，2024 年进行巩固完善。

DRG/DIP 支付方式改革是一项系
统、全面、复杂的深入性改革，与医保领
域的其他改革均有着密切的联系。 方案
提出，将依托省医保研究院等高校智库、
国家及省级 DRG/DIP 专家等开展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研究、效果评估，充分运用
研究成果，结合各地改革经验，指导各地
完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配套政策。同时，
结合省级统筹，研究探索在 DRG/DIP 中
选择一种支付方式深入推进。

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改
革将充分发挥医保支付在规范医疗服
务行为、 调节医疗资源配置中的杠杆
作用，激发医疗机构控制成本、合理收
治和转诊患者的内生动力， 提高医保
基金使用效率， 切实保障广大参保人
员医疗保障权益。

省十五运会徽会歌吉祥物主题口号发布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1 月 13 日，

安徽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会徽、 会歌、吉
祥物、主题口号在合肥发布，会徽为“徽
风皖运 亭好滁州”， 会歌为 《舞动精
彩》，吉祥物为“滁宝”，主题口号为“皖
美省运，亭好滁州”。

会徽“徽风皖运 亭好滁州”，从省
十五运会提取数字“1”和“5”为图形主
元素，“15”的组合形似一个在运动场上
展开双臂奔跑的运动员。 会歌《舞动精
彩》歌词有机融入“江淮儿女”“醉美亭
城”“皖风徽韵” 等安徽和滁州元素，并
具有鲜明的体育运动特点。 吉祥物“滁
宝”选取滁州特色“滁菊”为设计主体，
额头饰物是滁州城市名片“醉翁亭”，通
过拟人化的设计手法进行卡通形象塑

造，充分体现滁州的文化内涵。 主题口
号“皖美省运，亭好滁州”对仗整齐、大
气简洁，包含“皖”“亭”“省运”“滁州”等
特征元素。

安徽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由省人民
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教育厅和滁州
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 包括开闭幕式、
青少部、高校部、群体部三个部别比赛
及相关会议、展示活动等。 高校部比赛
拟于今年 3 月开赛，青少部比赛拟于 4
月开赛， 省运会开闭幕式拟于 9 月举
办。 同期举办的还有群体部比赛、全省
残疾人运动会和少数民族运动会。 届
时，全省 16 个地市，省内各高等院校、
各行业协会共计 3 万多人参加 49 个项
目的比赛。

11月月 1133 日日，，位位于于寿寿县县新新城城区区寿寿春春城城国国家家考考古古遗遗
址址内内的的安安徽徽楚楚文文化化博博物物馆馆建建成成投投入入试试运运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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