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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秦念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和中医热的升温，如何分辨
和选择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变得尤为重要。”桂林市中医
药学会常务理事、桂林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伍巴林表
示，在电视节目、手机推送、报纸杂志上的中医养生信息
如潮水般向我们涌来的时候，大家往往难以判断什么是最
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目前市民在进行中医保健消费时存
在三大误区。

一是自病自医，按照网上的一些所谓的“秘方”随意用
药。伍巴林表示，中医是“个体”的医学，“因人、因地、
因时”施治，也就是同一种病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

的地方用药方法都不一样，市民在消费时应当做到“同病
有异治，处方不乱吃”。

二是过度进补。伍巴林表示，每一种药材和食材都有
自己的偏性，寒凉体质的人如果吃了滋阴的补品，不但不
会精神焕发，还会出现乏力、脾胃虚寒、痰湿内生等一系
列的问题，越“补”越不健康。市民在进行食补、药补
时，应当请专业的医生给出建议。

三是不恰当的理疗。理疗往往能缓解身体的疲惫，但
不同的体质对不同的理疗项目反应也有所差异。市民秦女
士曾因好奇在某理疗馆尝试了拔罐项目，但因其体质虚
寒，拔罐后身体状况不仅没有改善，还因体质较弱出现了
感冒发烧等症状。专家建议市民在进行理疗消费时，一些
治疗性的操作项目最好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

■关注健康消费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 徐莹波

得益于生活水平提高、人口老龄
化和健康意识的增强，近年来，桂林
中医养生市场愈发繁荣。受此影响，
越来越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保
健服务十分火爆，市民可以就近得到
传统、正规的中医保健服务；社区里
各类中医美容、中医养生门店也越开
越多，受到市民青睐。不过，也有少
数门店推出“中医预防癌症”“神奇
疗法”“祖传秘方”之类的服务项
目，不菲的价格和不明的疗效引发不
少争议。

近日，记者在秀峰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中医科看到，一些市民正在这里
做推拿理疗。市民韦女士因颈椎病导
致脖子疼痛并出现手麻、头疼等症
状，来到该中心做治疗。医生为她实
施了一种名为“关节错缝术”的正骨
推拿治疗后，韦女士顿时感觉一身轻
松，各种症状迅速缓解了。她说：
“我平时用电脑和手机比较多，引发
颈椎病。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推
出中医理疗服务，比外面的按摩店更
专业，治疗效果更好。”

记者注意到，韦女士和她丈夫都
做了这项理疗推拿服务，总共花费
180 元。

秀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陈
红路介绍，该中心提供的中医保健服
务包括按摩推拿、针灸、拔罐、穴位
贴敷疗法、放血疗法等，并按照国家
一级医院相关标准收费，比大医院的
收费要便宜很多，所以每个月都有大
量市民前来治疗。据统计， 2018 年
该中心全年医疗服务总收入为 500
多万元，其中中医保健医疗服务有
100 多万元。中医保健医疗服务已成
为中心的业务收入增长点。

接着，记者又来到甲山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中心从去年起推出中医
保健医疗服务，迅速得到了社区居民
的认可，当年就诊人数就达到了 500
多人次；今年前 4 月也实现了持续
增长。”该中心主任王志成介绍，目
前中心开展的中医保健服务主要包括
医疗服务及保健和亚健康调理服务两
大类。其中，医疗服务以针灸、推拿
为主要治疗手段，佐以理疗、中药烫
熨、外洗、外敷及内服等治疗；保健
和亚健康调理服务则包括扶阳神灸、
经络推油、精油滑罐、保健（全身）
推拿、美容祛斑、塑身减肥、健康调
理、药膳指导保健、亚健康调理等。

王志成表示，现在多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都与大医院组建了医联体，
并得到大医院的技术支持，如该中心
就是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城市紧密型
医联体成员单位。因此，多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在普通中医医疗保健服务
方面的技术水平与大医院是一样的。
而且，市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
服务更方便，可就近选择且不用排长
队，费用也更低廉。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位于一些社
区里的中医养生馆、美容院，发现里
面各类艾灸、经络养生、药膳、推拿
按摩、拔罐、刮痧等服务一应俱全，价格则根据不同服务类
型、时长和店面装修档次等存在一定差异。记者在解放桥头附
近一家装修较简单的中医推拿店看到，该店有按摩、拔罐、刮
痧等中医保健服务，收费便宜，如中医按摩每小时为 55 元，
刮痧为 30 元。工作人员的服务也非常热情，吸引了不少市
民。

另外，记者还发现，有的推拿店还提供火疗服务，号称可
以治疗风湿、颈椎病、肩周炎、关节扭伤等，甚至有店员还称
该疗法可预防癌症和辅助治疗肿瘤以及妇科、男科疾病等。还
有的中医养生馆号称有祖传秘方，可以治疗百病，价格不菲。

“身体健康靠什么？治疗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
预防，预防又靠我们平时说的保健养生。”市第二人民医院中
医科主任熊继发认为，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市民健康意识

的整体提升，对健康的日益重视等，大大推动中医保健养
生市场的繁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于贴近群众和费

用低廉的特点，也日益受到市民的欢迎。
熊继发介绍，中医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更是中华各民族人民长期与疾病斗
争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相对于西医来

说，中医有很多较为独特的理论和治疗方
法。现代人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较少，
于是多数人认为中医很神秘，难以理
解。这就产生两个极端——— 要么特别
相信中医，要么完全不信。因此，一
些不法分子假借中医名义售卖各种
“神药”或神奇疗法，影响中医声
誉。事实上，中医的特点是“简、
便、廉、验”，即简易、方便、费用
低廉和效果明显。

熊继发提醒：市民在接受中医
保健养生服务时，一定要找正规的医
疗机构和保健机构，千万不能相信江

湖医生和祖传秘方。所谓“祖传秘
方”，很多是用中药和西药混在一起磨成

粉制成的，缺乏安全性；那些价格过于昂
贵，号称能治百病的“神奇疗法”，特别是

那些宣传能治愈癌症的，基本可以判断为虚假
宣传或假药。另外，人们服用药膳等中药养生产品

时，一定要辨别体质、辨证使用、控制用量，有些药膳不
可长期服用，因为部分中药也有毒副作用，并不是喝得越多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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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党”、“美容族”、“食疗派”等多样化消费群体聚集

中医保健消费受市民追捧

□本报记者 秦念

消费种类多样：按摩党、美

容族、食疗派等群体不断壮大

近日，记者在市中医院摄生堂见到了
前来按摩的市民陈女士。陈女士今年 27
岁，由于从事文字写作工作，需要长期保
持一个姿势，因此陈女士保持了定期按摩
肩颈腰椎的习惯。

“我这次来做的是推油项目，一个小
时 100 块钱，主要是想放松一下肩颈和
腰背。”陈女士告诉记者，为了缓解身体
不适，她一个月会来按摩两三次，是个不
折不扣的“按摩党”。除了精油按摩，她
还会尝试浴足、艾灸等中医保健项目，月
花费 300 多元。“主要是想达到放松身
心的效果。”陈女士笑着说。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该保健中心有刮
痧、足底反射治疗、中药药包烫疗以及各
种保健推拿项目，价格从 30 多元到 100
元不等。“最受欢迎的是精油推背项目，
很多客人都会固定来做这个项目。”一位
技师告诉记者，该中心的接待量持续增
长，喜爱按摩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很多
客人会选择中午午休或者下午下班之后来
按摩放松，由于接待量大，大部分项目都
要提前电话预约。”

今年 49 岁的市民周女士则偏爱中医
美容，比起以前花钱购买昂贵的护肤品，
周女士现在更喜欢去医院体验中医美容项
目。“我定期做的项目有刮痧和敷一些中
药面膜，有时还会体验腹部塑形。我觉得
中医的方式更加天然一些，对皮肤比较
好。”周女士算了一笔账，她选择的项目

单次花费从 200 元到 300 元不等，一个
月约花费 1000 块钱。

市民韦先生则是一个“食疗药疗
派”。韦先生今年 50 多岁，由于工作压
力大，作息不规律，肠胃一直不太好。在
中医院看了中医以后，韦先生按照医嘱服
了几个疗程的中药，平时也十分注意通过
饮食调理身体。“除了喝药，平时我也会
尽量避免喝酒的场合，吃饭的时候也会多
吃山药、小米粥等食物。”韦先生表示，
调理肠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药加上食
疗调理，有利于肠胃的恢复。

中医“按摩党”、“食疗派”、“美
容族”等群体的壮大，体现出我市中医保
健市场从单一的身体保健消费逐渐向个性
化、多样化转变。据桂林市中医院治未病
中心副主任蔡雪玲介绍，中医保健主要针
对的是一些处于亚健康或者需要预防相关
疾病的市民，内容包括推拿按摩、针灸、
砭石、喝茶、膏方、药疗、食疗等多个方
面。相较于西医保健，中医保健因更偏重

安全、无创而受到大家欢迎。

不同年龄段市民呈现不同

的消费热点

连日来，记者走访市人民医院、市中
医院等医疗机构了解到，近年来，市民的
中医保健消费持续增长，人民医院的中医
科室有艾灸、穴位贴敷、黄帝内针、中药
熏洗等外治项目，在治疗颈椎病、腰椎
病、失眠、月经不调等内科及妇科杂病方
面受到市民欢迎。而市中医院治未病中心
作为广西中医药管理局第一批“治未病”
工作试点单位，拥有中医膏方调理、中医
全身药物熏蒸、砭石刮痧等多种特色疗
法。相比 2017 年， 2018 年前来做体质
辨识的市民增加了近 50% ，该中心 2018
年的门诊接待量相比 2017 年亦增加了约
16% 。

在消费热度增长的同时，不同年龄段
的市民也呈现出不同的消费热点，根据个

人体质的不同，消费金额从几百到上千元
不等。

“儿童用药尤其要慎重，不少市民在
小孩出现感冒咳嗽、腹泻、便秘等情况
时，会基于安全用药的考虑，为孩子选择
小儿推拿调养。”据市中医院的专家介
绍，针对满月至 4 岁小儿的推拿项目在
市民中反响热烈，该院最近的小儿推拿班
都处于满员状态。按照一个疗程 10 次计
算，一个疗程的消费在 1000 元左右。

在 20 — 40 岁的市民群体中，由于
作息、饮食不规律，大家更关注失眠、易
感、肠胃、鼻炎等问题，通常会根据自身健
康状况，采取针灸、穴位贴敷等方式进行治
疗，消费也有高有低。而在 40 岁以上的人
群中，高血压、高血糖以及一些慢性病的治
疗项目更受关注，市民通常会选择食疗、药
疗等方式进行调理。而男性、女性消费者
的区别是，男性由于应酬较多等原因，更
偏重肝功能、血脂方面的养护，女性则更
偏重内分泌、美容及妇科项目的消费。

规范化管理助力中医行业

走得更远

在市民多样化中医消费的背后，折射
了我市近年来对中医产业更规范化的管
理，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十分令人期待。

记者了解到，早在 2013 年 7 月，桂
林市委、市政府就出台了《桂林市中医药
复兴规划（ 2013-2020 ）》，并成功打
造中医药面向世界的窗口——— 桂林崇华中
医街。 2017 年 4 月，桂林成为国家首批
社会办中医试点城市。去年 5 月 31 日，
桂林市中医药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
代表大会举行，桂林市中医药协会正式成
立。据业内人士介绍，协会的成立将进一
步整合中医药发展资源，支持实施桂林市
中医药复兴规划，促进全市中医药事业健
康稳定发展。

专家建议：中医保健消费要避免三大误区

通过针灸和中药面膜

进行美容养生，在办公室

煮养生茶或者保温杯泡枸

杞，下班后去按摩浴足缓

解工作压力，根据不同的

节气食疗药补……这些现

象的背后，是我市中医保

健市场热度的持续提升。

目前，全市各类中医

诊所、中医美容、中医按

摩、中医养生等机构发展

迅速，中草药种植和生产

加工企业不断增多，多家

民营中医院正在筹建。据

业内人士反馈，近年来，

桂林中医保健消费市场持

续升温，市民对中医保健

消费显现出更大的兴趣和

特点，消费模式也从单一

的身体调理往多年龄层

次、多种类的消费模式转

变。

▲每逢三伏天来临时，很多人特别是儿童通过到医院贴三伏贴来调理身体，提高免疫力。 (资料图片)

▲一位市民正在接受推拿保健按摩。 记者秦念 摄

▲市民陈女士正在挑选中医
保健项目。

记者秦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