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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已过
国家级名中医陈意谈秋冬如何吃膏方
什么样的人适合吃膏方？什么才是好膏方？找谁开膏方？
今年冬天的第一个节气要要
要立冬已过遥 俗话说院野 冬令膏方进补袁明年春天打虎遥 冶 如今袁吃膏方已成为杭州人冬天的进补习惯遥
但是袁吃膏方也是一门学问袁配膏方不是菜市上买菜那么简单遥 膏方怎么开袁怎么吃袁吃多少钥 你对膏方了解多少钥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膏方钥 只有了解这些袁你才能吃对膏方遥
为了解更多关于膏方的知识袁让老百姓们吃得放心吃得明白袁记者特地采访了方回春堂城西馆的陈意教授遥
国家级名中医陈意说院野 在众多的中医调补方法中袁膏方是最具有中医特色的滋补品遥 它运用传统中医辨证理论袁进行综合分析袁开具适合于不同患者的滋补膏方袁一人一料袁针对性强袁既可
以治疗疾病袁也可以防病于未然袁是其他滋补药无可替代的养生佳品遥对于亚健康状态尧慢性疾病及身体虚弱等患者疗效显著且药效持久遥滋补膏方不但要处方好尧药材精袁而且要工艺地道袁才能
保证疗效稳定遥 冶

找谁开膏方？要找最熟悉你的
中医来开

陈意教授门诊时间：
周一上午、
周五上午、
方回春堂城西馆：
周日上午

方回春堂城西馆地址：
西湖区古墩路 69 号

咨询热线：
0571-81182299

临安至城西馆乘车路线：

淤 临安东站乘 598C 线至汽车西
站，
转 91 路至古墩路平安桥站下车或
转乘 77 路至荷花苑站下车
于 临安东站乘 592 路至汽车西

站，
转 91 路至古墩路平安桥站下车
盂 临安东站乘 592 路至天目山
转 b4 线至天目山路古
西路和睦路口，
墩路口站下车

陈意认为，不是所有医生都适合
开膏方，开膏方的医师必须要有医师
资质，有一定的中医经验，懂得辨证
施治。
有些人吃了膏方之后喉咙痛，嘴
巴长疮，胃痛，腹泻，这都是膏方没开
好引起的。再者，
膏方要吃一个多月，
需要专业医生时刻掌握服用期间的
变化。
一般来说，中医开膏方要遵循
“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是指调整人的阴阳平
衡。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健康的人，阴
阳是平衡的。如果一个人阴阳失衡，
那就会有疾病产生，医生就要用各种
手段，使阴阳复衡。
第一个基本点——
—要掌握人的
体质。人的体质不同，开具的膏方也
不同。人的体质，根据虚证的性质可
以分三种，热体，寒体，中性体，要用
中医的辨证法来判断。
第二个基本点——
—虚证的性质
和程度。中医的虚证有阴虚、阳虚、气
虚、血虚、气阴两虚、气血两虚、阴阳
两虚七个类型。虚证有程度，选择用
药的时候，先确定性质，再确定程度，
这些就要看医生经验够不够，辨证准
不准确。
第三个基本点——
—开膏方的时
候必须要结合原有的疾病。若你有失
眠症状的，要加安神的药材；若是患
有风湿，要加祛风湿的药材；有糖尿
病或糖耐量异常患者，膏方中具有调
味功效的冰糖就换成不影响血糖的
木糖醇。
因此，陈意建议，开膏方要找平
时就在给你治病或理疗、最熟悉你情
况的中医来开，或者找有丰富经验的
中医来开。
膏方讲究对症，一人一方，量体
定制
什么样的人适合吃膏方？
一般人都可以吃膏方，特别是在
冬天。冬天是进补的好时节，因为冬
天是藏精的季节，把精气神聚集在身
体里，第二年工作生活就会有更好的
精神状态。但也不能随意进补，吃膏
方要吃适合自己的，根据自身体质制
作的膏方，才是为自己的健康量身定
做的，才会有效果。
陈意举了几个例子。他有个女病
人，28 岁，从小就有哮喘，一感冒哮

喘就发作，而且很容易感冒，特别是
月经期间。5 年前，她来陈意这里开膏
方，给她开了养生健体膏方，运用中
医滋补调理和治未病的方法，益气护
卫、健脾补肾，目的是让她第二年少
感冒或不感冒。经过几年治疗，她现
在感冒少了，哮喘也基本没有了，前
不久还给陈意送来了喜糖。
另一位女患者，30 岁，脸上都是
很深的色斑，肝气郁结，心情焦虑，月
经也不正常，有时提前，有时推迟，来
的时候量很少，胸部胀痛。陈意给她
开了疏肝理气、养血悦颜的膏方，吃
了一段时间后，如今她的月经也正常
了，色斑也褪了好多。
陈意告诉记者，膏方不仅适合体
质调理，更有增强免疫力、加强记忆
的功效。每逢考试季，也有不少人会
来开益智助考膏方。之前就有一个慈
溪的小姑娘特地跑到杭州来找陈意。
她在当地的重点中学就读，平时学习
很努力，掌握知识点很快，但每逢大
考，她就容易感冒，睡不好觉，没有胃
口，甚至肚子疼、腹泻。所以几次大考
都只有年级 200 多名，这让她更加郁
闷和自责了。
“我给她开了助考膏方，通过培
补先天、益气固表、疏肝解郁、和中助
运、调理脾胃等综合调补，为她增强
体质，消除考前综合征。一个半月后，
她告诉我现在已经是年级前一百名
了。”
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膏
方？
陈意说，有的人冬天体内湿气
重，胃不舒服，舌苔很厚，这个时候就
要先吃开路方，把体内的病邪处理一
下。
“就好比你的新房子装修好，家具
搬进去前，
要先给家里做个大扫除。”
开路方一般吃一至两个星期，把气理
顺，把体内的瘀去去掉。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吃开
路方。体内有病邪的，比如气滞、血
瘀、湿重、舌结、痰浊五个方面的人可
以吃，这样可以让身体更好地吸收膏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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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挂牌出让土地竞买对象：凡符合《挂牌出让文件》
要求的竞买人，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竞得人必须
严格按照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的条件进行开发建设。
三、本次挂牌出让地点：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land.zjgtjy.
cn/GTJY_ZJ/go_home）进行。竞买申请人可通过浙江省国土
资源厅、杭州市国土资源局门户网站进入浙江省土地使用权
网上交易系统。竞买人须使用 IE7.0、
8.0、9.0 及 10（推荐使用
IE8.0）浏览器登录交易系统，否则可能导致交易异常。
四 、本次 挂 牌报 价时 间：2018 年 11 月 30 日 9:00 至
2018 年 12 月 13 日 9:00。
报名时间：2018 年 11 月 30 日 9:00 至 2018 年 12 月 11 日
16:00。

走进千洪桃花纸 零距离体验“非遗”
（文/朱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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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9 岁的潘国英老先生，是
方回春堂膏方的铁杆粉丝。潘老先生
每年秋天都会准时来方回春堂“报
到”，一年 1 张膏方单，现在他手里的
16 张方子，代表着他对这家老字号国
医国药店膏方的信任和依赖。
潘老 60 岁前后患上了严重的支
气管炎并引发肺气肿。每年一到冬
天，潘老开始无休止地剧烈咳嗽，咳
到根本无法躺下入睡。不仅如此，潘
老还有严重的胃病。
2001 年 11 月 20 日，潘老找黄英
俊医生开了他的第一个膏方。第二
年，黄英俊医生转到方回春堂坐诊，
潘老也追随黄医生到方回春堂开膏
方，继续服用膏方。接下去的每一年，
潘老都到方回春堂开膏方，至今已坚
持了 16 年。如今的他，脸色红润，说
话中气十足，精神头好得很。
潘老觉得，这里的膏方药材地
道、熬制水平高，尽管中药价格高些，
但物超所值，老字号确实值得信任。
“方回春堂的医生问诊也特别仔细，
有次我说我有口干的症状，医生就特
意在膏方里给我加了点清凉降火的
西洋参。”
除了陈意教授领衔的大内科外，
方回春堂还拥有众多开膏方的名医，
其中不乏大家，何嘉琳领衔的何氏妇
科膏方号也是一号难求。为了回馈读
者，即日起拨打报社热线，即可获得
限量名医膏方号。

很多患者来开膏方，都不知道，
医生到底给他的膏方里开了什么药？
其实膏方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
—
足量的滋补剂、适量的治病祛邪剂、
少量的健脾和胃剂，以及必要的矫味
剂与赋形剂。
膏方适不适合看医生，灵不灵看

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位置及规划、投资强度指标概况：

土地用途及
产业准入

为什么每年认定在这里开膏方？

好膏方还要有好药材和好工艺

临土资告字[2018]92 号

地块编号

16 年老粉丝拿出 16 张方子

膏方里都有些什么？

杭州市临安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据城市规划，经杭州
市临安区人民政府批准，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临安分局对下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宜公告

药材，效果如何看工艺。医生方子开
得再好，没有好药材也不行。方回春
堂一向都以名医好药好工艺著称，也
使得方回春堂膏方节历时 17 年依然
深受百姓信任。
陈意说：
“ 我都用方回春堂的特
级药材来开方子，价格虽然会贵一
点，但是疗效好。”每年膏方节，陈意
教授在方回春堂开出的膏方近千剂，
其中不乏一些跟随他 10 年以上的粉
丝们。
方回春堂城西馆负责人说，药材
是否道地，一般老百姓是无法辨别
的。比如，内蒙古、甘肃产的黄芪和河
北、陕西产的黄芪，一公斤相差 40 多
块钱，老百姓怎么辨别哪个是道地
的？同样的人参，正宗的野山参和普
通山参，价格相差不是一般的大，老
百姓也是无法辨别的。“我们做医做
药的要讲个良心，吃一个冬季的膏
方，必须用道地药材，不可以次充好，
偷工减料。”
再说膏方的中药组成成分——
—
阿胶。阿胶既有滋补作用，又是膏方
的赋形剂。回春堂十年前就对市面上
各种阿胶做过盲测实验，好的阿胶在
熬制过程中散发的气味是香的，不好
的阿胶是腥臭的，但由于加了黄酒芝
麻，成型收膏后，味道上没有区别，所
以建议大家选择敢在医馆、药店现场
熬膏的阿胶产品。
“药材品质，用个通俗的比喻，就
像土鸡和人工饲养的鸡，虽说都是
鸡，
熬出来的汤，味道是不一样的。药
材呢，就是疗效不一样。”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请参阅 《挂牌出让文件》。
《挂牌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可以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
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六、现场咨询：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临安分局行政审批科
（临安区锦北街道平山路 369 号行政服务中心三楼；咨询电
话：63620319）。
七、申请人须按照挂牌须知要求办理数字证书，符合竞买
要求，并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挂牌出让
活动。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临安分局
杭州市临安区公共资源招投标交易中心
2018 年 11 月 9 日

飘然野客才无取，多谢君侯独见知。 竹叶樽前教
驻乐，桃花纸上待君诗……桃花纸是中国古代用于书写
和绘画的纸质材料，用途十分广泛，旧时制作家谱、纸
伞、鞭炮引线、风筝、
灯笼的纸均为桃花纸。现在，该纸主
要用于制作高档工艺纸伞、灯罩、工艺纸扇等。
说起桃花纸，
就不得不提起临安桃花纸的发源地千
洪乡，如今的於潜杨洪村。这里群山环抱，竹海延绵，这
里绿树成荫，溪水清澈，这里有山谷，名曰蝴蝶谷，谷深
千尺，这里有浙西自行车廊道，绿色生态。千洪制作桃花
纸的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太平天国以前，后来曾一度中
断。1969 年，千洪乡民间造纸匠人重新挖掘传统技艺，
恢复桃花纸制作，2008 年 11 月，千洪的桃花纸与宣纸
项目被列入杭州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列入
了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
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临安传统
文化，桃花纸古法制作技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2018
年，
临安新世纪国际旅行社与杨洪村合作开发了杨洪村
桃花纸非遗文化体验园，在问宣堂通过实物及图文展示
造纸所用的原材料，纸的品种，及纸
桃花纸制作全过程，
的用途等等；聘请当地老匠人讲解和示范制浆，捞纸，压
榨，焙纸，游客也可以亲身尝试体验古法制作桃花纸的
神奇技艺，见证桃花纸工匠的坚守与传承，DIY 创意桃

花纸伞和桃花纸扇，鸟兽虫鱼，梅兰竹菊，发挥想象力，
创作一幅属于你的工艺作品留作纪念。在问宣堂除了可
以体验到传统的纸文化，还可以体验到中国古代四大发
明中的另一项发明——
—活字印刷术的技艺，在笔墨砚香
中完成一幅古诗或一段《钱氏家训》的印刷作品。
杨洪村桃花纸非遗文化体验园还有 40 余亩的户外
活动基地，活力大草坪上追逐玩乐，拓展游戏，国际自行
荡
车赛道上徒步或骑行，摊晒广场上亲子活动，滑滑梯，
秋千。春天还可以在竹林里挖笋，采摘野菜，溪涧里摸鱼
抓蟹，在土灶上自己动手烧桌好菜，还有外婆家喷喷香
的锅巴饭，炊烟袅袅升起，
让我们仿佛回到童年。
杨洪村桃花纸非遗文化体验园自今年年初运营以
来已经接待了多家单位团建，户外拓展，周边学校春秋
游研学活动，以及长三角地区自驾前来的家庭亲子活
“杭州临安非物质
动，被评为“杭州市社科联普及基地”、
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临安小记者社会实践基地”。

基地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临安区於潜镇杨洪村
联系电话：63811123、15824145798
联系人：朱袁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