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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顾日升 通讯
员 周长青 陈爱兵 颜 进）“佩戴时，要
将折面全部展开，将嘴、鼻、下颌全包
住，然后压紧鼻夹，让口罩与面部完全贴
合……”2月16日早上，周庄镇通发塑业

有限公司大门口，一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
医护人员正纠正一名女工戴口罩。

医护人员名叫陈玲，是周庄中心卫
生院颜吕社区医生。2月 14日，通发塑
业公司复工，她便被镇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派去当驻厂医生。陈玲在每天工厂上
班和下班时站在厂区门口，为进出厂员
工逐一测量体温，督促洗手消毒，检查口
罩佩戴情况。每天上午和下午，指导企
业分别进行一次“放风”，让工人走出车
间，在厂区院子里活动 15分钟，呼吸新
鲜空气。中午利用工人午饭休息时间，
指导车间消毒杀菌。午饭后，再对工人
测量一次体温。其余时间，则在车间巡
查，指导员工在生产中做好自身防护措
施。

目前，该公司上岗员工 82人，大多
在车间从事机床和装配工作。操作中，
一些员工常常因为戴口罩不习惯，拉下
口罩，每每这时，陈玲总是及时提醒戴
好。“防疫工作就是从每一个细节抓起，
所有的问题都是从这些不重视的细节当
中出现的，我们一定要把细节抓好。”陈
玲说。

通发塑业有限公司是周庄镇新近崛
起的规模企业，去年实现工业开票销售
9200 多万元。公司与韩国 LG 公司合
作，为LG电冰箱生产零部件，今年目标
是开票销售 1.3亿元。订单需要按序时
供货，2月 12日，公司提出复工申请，经

过审核后获得批准。“陈医生的驻厂检
查、指导，大大增强了复工员工的安全
感。”公司总经理王荣祥说，昨天产量已
达到正常水平，如果工厂能正常生产，
1.3亿元的年销售目标肯定能达到。

“抗‘疫’时，企业迟迟不能复工，最
主要的原因是担心防疫措施跟不上。这
也是镇党委政府担心的问题。”周庄镇党
委负责人说，为促进规模企业率先复工
复产，该镇决定为企业派驻医务工作者
担任工厂防疫指导员，指导企业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科学有序复工复
产。具体工作任务是，负责所驻厂防疫
工作，发现发热或呼吸道感染症状的员
工及时处置，每天向镇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和镇卫生院上报复工企业当日情况。

该镇龙头企业双蝶集团公司也于 2
月 16日上午启动锅炉预热处理。驻厂
医生陈月琴第一时间入驻，指导工厂对
厂区及车间消毒杀毒。“企业复工后员工
多达 140人，现在有了驻场医生让我们
心里更有底了。”双蝶集团公司副董事长
陈伟说。

目前，周庄镇已有 4家规模企业复
工，驻厂医生都在复工第一时间入驻。

“驻厂医生”入厂来，企业复工增信心

我市多措并举，援企稳岗出真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顾日升 姜帷

韬 通讯员 刘占明 翁蔚蔚） 2 月 17
日，兴化经济开发区劳服所工作人员姚
小莉来到该区伽力森公司担任就业服务
专员。当天，姚小莉向该公司提供了 6
人的用工意向。

向企业派驻就业服务专员，是我援
企稳岗举措之一。

2月16日，我市出台《关于做好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稳就业”工
作的通知》，从确保重点企业用工、优
化企业招聘服务、支持技能提升培训、
实施企业稳岗返还、落实吸纳就业补
贴、执行社保缓缴降费、巩固和谐劳动
关系、协同保障就业稳定等 8个方面，
要求职能部门及乡镇（街道）积极履行

“稳就业”工作责任，推进各类人员更
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

确保重点企业用工，是《通知》中
的首条措施。该措施明确，对“三必需
一重要”等重点企业实行清单式管理，
为每个重点企业配备“就业服务专
员”，通过建立“一对一”工作联系机
制，送政策、送服务上门，协助解决用
工问题。

《通知》明确稳岗补贴标准。对不
裁员或少裁员的企业可返还上年度实际
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对受疫情影响
较大的服务业企业参照发放稳岗补贴；
延续实施养老保险降费率政策，失业保
险和工伤保险阶段性降费率政策延长至
2021年4月30日，因受疫情影响面临暂

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按规定经批
准可缓缴“三险一金”最长6个月。

《通知》中鼓励企业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提升就业技能，促进充分就业。
确保到 2021年末，全市技能劳动者占
就业人员比例不低于 28%。对照标准，
企业可以享受到最高 3200元/人培训补
贴，紧缺型工种可依照标准相应上浮
30%。

据了解，《通知》在引导企业开展
多种形式招聘的同时，还对企业吸纳就
业给出明确的补贴标准。鼓励企业优先
录用本地员工，引导返兴员工尤其是农
民工重新择业，就近就地就业。对吸纳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和开发公益性岗位，
安置符合条件的对象就业和优先聘用返

兴员工的企业，给予不同标准的就业补
贴；对春节期间开工生产、配送疫情防
控急需物资的企业以及本市经认定的重
点骨干企业给予 1000元/人吸纳就业补
贴；同时大力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初创
企业享受 1000元/人吸纳就业补贴，吸
纳 3 人以上就业的，补贴标准提高到
2000元/人。补贴种类和标准还将根据
形势适时更新调优。

据介绍，稳就业政策并非独立政
策，而是与我市其他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形成政策合力。特别是针对疫情期间面
临较大经营压力的中小微企业，通过包
括财税、金融、惠农等在内的相关政策
综合发力，为中小企业纾困，帮助企业
不裁员或少裁员。

周庄镇先后为4家规模企业复工派去驻厂医生，确保企业疫情防控不出现任何问题

陈玲在帮助员工正确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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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垛田是全世界所独有的景
观。这里五千年前还是一片汪洋，人称

“锅底洼”，曾饱受洪水的侵害。大约900
年前，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先民们创
造性地垒土成垛，这才去水患造千垛，
变洼地为一方方良田。

龙香芋是垛田盛产的一种特色地
方食品，口感细腻，香味独特，据史载宋
代曾是贡品。2015年曾登上《舌尖上的
中国》。龙香芋好吃，但有生活经验的人
会知道刮芋头的时候手会发痒发麻，如
果吃了没有煮熟的芋头，口腔甚至会肿
胀。然而经过大厨的妙手加工后却变为
了营养可口的美味。

龙香芋和中药半夏是同属于天南
星科的植物。半夏，生于夏至前后。此时
夏天过半，故名半夏。神奇的是，半夏而
生的它，也主要作用于人体的一半——
中焦，可以化痰消痞散结。生半夏是有
毒的，但是正如人们对富饶的追求，对

美食的钟爱造就了垛田和龙香芋一样。
生半夏经过古人的炮制早已变成了安
全无毒的止呕要药。

我此时陶醉在这样一幅美景，夏末
时节，先民们在垛田上劳作，小船穿梭
收获成堆的龙香芋，痰饮呕吐了喝碗半
夏水。这样的画面是一种活泼泼的实
践，是不可小觑的智慧产物。它构成并
丰富了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所独有独享
的，是先民们遗留给我们的伟大宝库。
毫无疑问，以半夏为代表的中医药学是
对抗疾病的有效武器，繁衍生息了五千
年文明。这种鲜明的底色在国民政府废
止中医案时，施金墨先生妙手治痢的抗
争中；在SARS（2002年的非典疫情）时，
对比大剂量激素股骨头坏死而中药无
副作用的对照中，早已试炼了足金成
色。

归根结底，不是中医药落后于时代
了，而是21世纪的人们囿于微观世界的

探索进步，囿于单个分子的作用，囿于
小白鼠、小样本的巨大成就中沾沾自
喜，裹步不前。而在复杂分子机制的相
互作用面前，在天地人三才一体的世界
观面前束手无策。缺乏有效的认识工
具。面对宏大的、精妙的、个体的、变动
的人体，及其与药物的相互作用。我们
无法有效全面的把握。我们缺乏随机双
盲对照的验证中医的标准模型。不是中
医落后，而是我们暂时缺少工具去进一
步验证它，认识它，重复它。展望未来，
随着计算机算力的增长，AI（人工智能）
的发展，工具的进步，如果我们可以用
基因谱、计算机完全模拟那些真实的个
体，真实的疾病。到了那时，中医药这块
瑰宝，必定能在历史的宏大进程中展现
出其熠
熠生辉
的丰富
内涵！

还记得上一次与口罩同行的日子是
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当时的我正在鼓楼
医院进修脑外科。街上全是戴着口罩的行
人、墙上张贴着醒目的“众志成城抗非典”
等标语、新闻里医务人员踊跃报名奔赴一
线的报道，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晃
十多年过去了，新的疫情突然袭击，全民戴
口罩的画面再次出现，口罩一时之间成了

“最流行的装饰品”。然而与上次不同的是，
在这场战役中，现在我所任职的院感科是
疫情防控的重要部门，我深知这份责任是
多么重大，早已做好身心准备，全面投入工
作，与全院上下一起迎接这场艰难的战役。

院部第一时间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
组，下设医疗救治、物资调配和疫情处置等
小组。与此同时，医务科、院感科、防保科联
合组织开展了全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知识及防控技能培训，调整预检分诊人
员，加强发热门诊排班。由此，一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正式拉开了帷幕。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曹恒源
院长亲自部署工作，要求完善发热门诊流

程，确保流程科学合理；关注各处消毒情况，
不放过每一处角落；更加严格规范地处置
医疗垃圾，确保医务人员得到安全的防护
等等。时间紧、任务重，院感科所在的疫情处
置小组组长朱杰书记立刻召集小组成员，
指导落实事项的具体方法，并建立疫情处
置微信群便于随时沟通工作。在院领导的
指挥下，大家都积极有序地投入到了工作
之中，怀着一腔热血在自己的岗位上战斗。

为了落实文件精神和各种指南的实
施，院感科在培训的路上未曾停歇。特殊时
期，人员不能聚集，就由院感科分批到各科
室传达讲述，为大家送知识、送技能、送安
全防护指南。设备科是安全防护的守护神，
合理安排紧缺的物资，做到正确防护不浪
费。在总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院消毒措
施得到了落实，医废也做到了规范处置。在
防保科、护理部、医务科和院感科的共同努
力下，预检分诊、发热门诊的工作进行地井
然有序。而那些在感染科发热门诊坐诊的
忙碌身影，都来自有责任有担当的一群年
轻人，他们毅然挑起了高危岗位的重担，在

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医院光辉的未
来。如此这番，全院上下凝心聚力，不但有
值班医护忙碌的身影，还有每天拍片记录
的影像战士、热心的志愿服务者、维持秩序
的安保人员和领导班子不辞辛劳、巡查督
导的身影……

工作到不知今天是星期几，也没认出
不远处那个戴着口罩的人是谁。大家都戴
着口罩，遮住了坚毅或美丽的脸庞，但遮不
住的是大家坚定的信念和坚持的恒心。没
有一场疫情不可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
到来。相信摘下口罩、彼此温暖微笑的日子
就在不远处，让我们共同期待！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院党委副书
记、疫情处置小组组长朱杰带领陈学梅、王
冬云、万长富、姜正芳、徐骥、施康粉等各块
负责人，扎实推进并注重每一个细节，做到
常抓不懈、尽职尽责。

一、门诊方面：每日做好临床、医技人
员防护用品的申领与发放，各科室打扫及
消毒工作的督导及报表上报，门诊人员承
诺书的签定及上报，督促完成门诊病人流
行病史调查及承诺书签定工作，完成门诊
日常工作及突发事件处理工作。

二、预检分诊方面：确定预检分诊和
发热门诊护理人员为谈飞霞、陶倩、沈颖、
陈晶晶、汪成、王倩、左亚威、沙卉、翟亚岚、
韩娜、金伟等11人。导医台由丁凤琼和张怡

君负责。制定预检分诊排班表、预检流程、
各班职责。

三、院感方面，以培训为主导，对各科
室标准预防及感染防控要求进行培训，对
发热门诊医生防护用品的使用单独进行
培训指导，对医疗垃圾的分类处置进行培
训并落实到位，对全院各科室发放医务人
员安全防护告知书，对重点区域消毒防护
和医废处置情况进行督查，对血透患者进
行重点筛查，排除隐患。

四、防保方面，第一时间将发热门诊
调整至明医堂，明确区分三区，医务人员通
道与患者通道，标识明显，每一个区域放置
手消，安装感应水龙头，黄色有盖医疗垃圾
箱。对全体职工进行培训，包括诊疗方案、

防控指南及防护用品的使用。多种形式宣
传防控知识，如印发宣传册页，电子屏滚动
播放相关信息，微信平台等。

五、病区、ICU及手术室消毒和医疗
废物处置：督查各科室所有人，包括病
人、家属及工友上班戴口罩、手卫生及
科室开窗通风执行情况，指导工友打扫
及消毒工作，按照规范做好物品物体表面、
地面的清洁，各单元医疗废物按规范封
口，秤=重并贴标识，与专人当面交接登记。

■/陈学梅

疫情处置小组注重每一个细节
■/何雅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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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口罩同行的日子

“淮扬九仙”赵小湖
临证授徒校医书

■/邹天旭

赵术堂的长子赵春普，字小湖，同治九
年（1870）监生，为“淮扬九仙”之一。一生谨
记乃父教诲，修族谱，立家祠，累数千金不
恤，热心地方公益，曾将九十六亩良田和四
间店铺捐助书院和育婴堂。赵春普对内难二
经用功犹勤。同治三年（1864），赵春普旌孝
堂刊行《古本难经阐注》二卷本（称同治本）。
这是据嘉庆五年（1800）的种竹山房本重刻
的，裘庆元（1879-1948）辑《珍本医书集成》
收入的正是赵春普的刻本。据耿鉴庭先生辑
《广陵医籍丛刊》为影印《医学指归》作序述
及赵春普令其子赵海仙与徒弟江淯（泽之）

“校刊巾箱本《温病条辨》，板藏芝兰室。”可
见，其致力于医籍校刊与传播。翻开《温病条
辨》同治乙丑重镌本，“后学高邮赵履鳌海仙
重刊”赫然在目。

赵春普为《重刊古本难经阐注》作序曰：
“普学殖浅薄，幼诵《难经》，先君子朝夕讲
授，且训之曰：人生百年，必有一二事裨益天
下后世，乃不负此生。普服膺庭训，数十稔不
敢忘。”可知，重刻此书，亦铭记乃父之遗训，
而有此道义担当。“友人有勉普著书立说者
……东坡戒人出新意而弃旧学，普若蔑古荒
经，妄有著作，何异谈禅者不读《楞伽》，但求
捷效哉。”赵春普名满天下，列“淮扬九仙”而
慎于著述，告诫后学当回归经典，认为即使
是《难经》这一学术地位如佛之《楞伽经》的
重要著作，也是“发明《内经》之义”，以秦越
人之神圣，述黄岐之旨，尚未敢创新猎奇以
自夸耀，只有传承经典，才能有所发明，赵春
普的主张，印证了兴化医派始终重视经典，
取法乎上，师古不泥，融会贯通，不名一家，
完全不能等同于蔑古荒经、矜奇炫异、偏激狭
隘、走火入魔的时方派之流。

赵春普对《史记》中对扁鹊的记述表示怀
疑：“普亦窃疑越人之学，非长桑所授，乃其读
《内经》能神而明之耳，史所云长桑君，忽然不
见,殆非人也。又云:扁鹊视见垣一方人，似齐
东野人之语，未必实有其事。司马好奇，采入
列传耳。”认为扁鹊之学，源于《内经》，见解独
到，富有新意。

赵春普弟子众多，临证、带徒与校刊医
籍成绩卓著，但自己未有医案集传世。

赵春普曾经为“西南巨儒”莫友芝看过
病。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号郘亭，又
号紫泉、眲叟，贵州独山人，晚清金石学家、
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宋诗派重要成员。清
同治十年（1871）秋，莫友芝听到里下河一带
有《四库全书》残本，便带着次子莫绳孙一起
乘船至兴化，同时寻找文宗、文汇两阁被焚
后散失的图书。因连日伏案，舟车劳顿，复加
失子伤怀，精力不济，突感风寒，竟高烧四五
天不退，肢体酸软乏力。赵春普受兴化知县
甘绍盘之请急诊，患者已晕眩不能言，只能
勉力用笔写出病情。赵春普见患者虚阳上
越，额汗沾濡，令速备参附以回阳救逆，可惜
汤药未进口，顷刻间卒于舟中（一说卒于兴
化东门外时思寺）。当时，莫友芝枕边还放着
一本即将校勘完、准备交维扬书局刊板的
《隋书》。

据莫祥之（其九弟，时任江宁知县）所
述：“先生秉性真悫，言笑不苟……间感寒
疾，不喜服药，但危坐读书，所患亦遂已。”看
来这位老人脾气固执，平素不爱吃药，生病
只是危坐读书，安心养神，任其自愈。又据李
审言记载，虽抢救方药已开出，而“先生不
可”，怎么劝都不肯服药。赵小湖虽有“医仙”
之誉，亦徒唤奈何。

垛田，龙香芋与半夏的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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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印 邢朝珑 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