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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张超群 李洁

接受家庭熏陶 立志学习中医

说起自己为何会选择学习中医，阳绍华讲述了家庭的故
事：小时候家里人有点小病小痛的，奶奶就上山采几味草药煮
水喝，很快就能解决问题。有一次阳绍华自己拉肚子，几乎都
快脱水了，非常难受。而当时在老家生活和医疗条件有限，农
村也没有什么补液抗炎的药品，父母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这时又是奶奶去山上采了点草药煮来给他喝，立竿见影达到了
止泻效果。他依稀还记得那些草药就是现在所说的石榴皮和仙
鹤草，具有收敛止血、止泻止痢的作用，是生活中常见的中草
药，简单实用。从那时他就亲身体会到中医的神奇和伟大，高
考时毫不犹豫地填报了中医类专业志愿，立志学习中医。

阳绍华虽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种神闲气定、鹤发童颜、道
风仙骨的中医大师形象，但近 1 . 8 米的他也是英俊潇洒，一
表人才，温文尔雅。阳绍华有着医生特有的细心和周到，平易
近人的他跟一般中医大夫不同的是他接受过现代最系统的专业
教育。他 2003 年毕业于广西中医学院，具有研究生学历，目
前已是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曾在江苏省中医院进修学习，师
从全国著名男科专家、现代中医男科的创始人、奠基人之一徐
福松教授。他兼任了中国中药协会男科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常
务委员，中国中医学会男科分会委员，广西中西医学会肿瘤专

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广西中西医结合男科学会委员，广西中医
药学会青年中医药专业委员会委员，广西中西医结合学会经方
分会委员等。阳绍华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男女不孕不
育症、前列腺疾病、性功能障碍疾病以及内科疑难杂病调治，
亚健康人群的调理，有着丰富的中医内科、男科临床经验。

发挥中医作用 新冠“清零”立功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南溪山医院
主动请缨成为桂林市两家定点医院之一，该院全体职工，特别是
一线医务人员在医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众志成城、科学施治、
因人施治，出色完成了桂林市全部 32 名确诊病人中的 23 名病
人的救治任务，23 名病人全部治愈出院，“无死亡、无感染”的战
果让大家对南溪山医院的大爱和担当，对该院医务人员的精湛
技术赞不绝口。令阳绍华感到骄傲、自豪的是在桂林最后一名病
人宫某的治疗当中，他带领的中医团队发挥了“奇兵”作用，为这
名患者的治愈出院立下奇功。3 月 5 日，桂林最后一名新冠病人
宫某从外院转入南溪山医院继续接受治疗。经抗病毒、对症支持
治疗后转阴，但反复转阳。这令患者和医务人员都十分着急，经
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小组讨论，结合国家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诊疗指南，决定对其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阳绍华接到医院
命令后，马上组织中医团队对患者进行会诊。他们针对患者舌
苔、脉象辨证分析，结合桂北地区湿冷天气的特点，考虑患者多
为湿邪内蕴，阳气不升，脾胃功能不足，导致病人伴随乏力、腹
胀、纳呆等症状，影响了抗病毒药物吸收及治疗效果。阳绍华根

据中医“三因（因时、因地、因人）治疗”原理随证加减用药，并
结合广西中医药大学唐农校长的临床经验指导，对宫某进行
中医中药治疗。治疗期间，阳绍华副主任为了及时准确地了解
病人情况，主动与病人加微信好友，在药物治疗同时，对病人
进行心理疏导，解除其反复转阳的焦虑情绪。经过中西医努力
配合治疗，宫某终于两次转阴，肺部阴影明显吸收，达到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出院标准，3 月 11 日上午 10 点宫某在南溪山
医院康复出院，桂林市终于“清零”。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阳
绍华还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为防止疫情扩散及提高广大人民
群众的免疫力，组织科室人员加班加点赶制防流感香囊和熬
制防疫茶，免费发放给群众佩戴、饮用。阳绍华的中医团队在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作用和表现，得到了医院和社会
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中西医巧妙结合 不孕家庭获得幸福

“无德者不能为医，有品者方能济世。”这是阳绍华的
座右铭。南溪山医院中医科是医院最早成立的科室之一，在
全国知名中医专家马蒿春、魏执贞、曲延华、周德安、阳世
忠、吕仁和、李乾构等第一代中医前辈的带领下，中医科得
到了快速发展。近年来，在阳绍华副主任的带领下，南溪山
医院中医科在桂北地区综合性医院处于领先水平，中医科设
有内科（包括妇、儿科）、男科、骨伤科、针灸科（包括小
儿推拿）等亚专科。阳绍华在生殖医学专业中，坚持走中医
传统特色，走现代化道路，中西医结合调治好了较多的不孕

不育、性功能障碍患者，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无尽的幸福，同
时也提高了医院生殖中心的受孕成功率。

去年，一对高龄夫妇（男性 42岁，女性 38岁）经多方打听
后，了解到南溪山医院中医男科对不孕不育治疗效果不错，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和忧郁的心情来到南溪山医院中医科。接
诊的阳绍华仔细询问病情后，得知他们为原发性不育，辗转
多处就诊，民间中医也试过多处均无效，他们夫妻之间已争
吵无数次，几乎走到离婚的边缘。阳绍华及时安排他们进行
有关检查，结果显示男性为弱、畸形精子症，精子密度 18×
106/mL，前向运动 11%，非前向运动 15%，正常精子形态 2%。
女性经妇科检查提示左侧输卵管积水，B超监测卵泡提示卵泡
发育不良，未见成熟卵泡。中医辨证分析男性体胖，为湿热内蕴
夹瘀体质，导致精子形态差。根据他们的检查结果，阳绍华未按
传统方法予补肾壮阳生精治疗，而根据体质先予中药清热祛
湿、活血化瘀调理。一个月后，丈夫复查正常精子形态达到 7%，
达到正常水平 4%以上。湿热消退再予调整中药补肾生精水煎
口服，两个月后复查精液精子密度 26×106/mL,前向运动
40%，非前向运动 18%，已达到正常水平；女性配合生殖妇科中
药保留灌肠等理疗，以及中药强肝补肾活血调理卵泡生长。半
年后这对夫妇如愿怀上了宝宝，全家人喜出望外。他们特意送
来一面写有“医德高尚、医技精湛”锦旗，感谢阳绍华和中医科。

弘扬中医传统 不断开拓进取

阳绍华介绍，中华民族的中医学最初始于原始社会的神
农氏尝百草，到战国时代已很先进。扁鹊创造了望、闻、问、切
的中医四诊法。东汉末年的华佗擅长外科手术，有胆量用外科
手术治疗曹操的偏头痛，至于为关云长刮骨疗箭毒，那是众所
周知的佳话。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一批先贤将中医学从
一个高峰推向另一个高峰，中医的许多思想现在看来依然是
前沿的，许多治疗手段和方法现代科学依然不能破解，中医给
中国灿烂的文明又添上光彩四溢的一笔。

阳绍华不但自己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中医业务，还坚持
以科研带动科室的学科发展，带领中医团队发挥中医治疗特
色与多科共同协作，为广大患者身体健康保驾护航。近两年
来，南溪山医院中医科在中医骨伤、针灸、减肥美容美体和
中医脑病康复等特色治疗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开展了长龙
灸、雷火灸、小针刀、药罐、火针、特色穴位埋线、内热银
质针等新技术、新项目，在为患者解除病痛的同时，也赢得
了大家对传统中医的信任。

“运用自己的中医知识，以最简单实惠的方法为病人服
务，解除患者的病痛。”这是从事中医 17 年的阳绍华最大
的愿望。他希望中医科以保持中医传统特色为基础，走现代
化道路发展中医，早日成为桂北地区综合性医院中医科的领
头羊，成为全国综合性医院示范性中医科。

用简单实惠的方法解除患者病痛是我的追求
——— 记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共产党员、年轻的“老”中医专家阳绍华

南溪山医院党员专家风采录

都说每一位名老中医都是用时间和经验

堆积出来的。当今社会，能够沉下心去钻研

中医的人并不太多，年轻人更是少之又少。

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有这么一

位 80 后中医专家，他就是该院中医科副主任

（主持工作）、副主任医师阳绍华，追求上

进的阳绍华正竭尽全力在博大精深的中医学

中孜孜不倦地学习探索，并带领医院的中医

团队刻苦钻研，为解除患者病痛，弘扬祖国

传统医学而努力奋斗着。 ▲为弘扬中医药文化，阳绍华应邀到学校开展专题宣讲。

通讯员张超群 摄
▲阳绍华（中）向医院领导汇报中医科的发展规划。

通讯员张超群 摄

本报讯（记者陈静 实习生唐文睿）遛狗不
牵绳，犬只随地大小便……这些养狗的不文明现
象让不少市民诟病。为提高广大市民文明养犬意
识，规范养犬行为，共建和谐社会，连日来，桂
林警方积极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养犬管理整治
专项行动。秀峰、临桂警方开出多张罚单，对携
犬出户未束犬绳等行为予以处罚，督促市民文明
养犬。

现场：遛狗不牵绳， 2 位市民

各被罚 100 元

7 月 13 日早 8 点多，解放桥滨江路附近，
正在巡逻的骑警发现一名 50 多岁的红衣女士带
着 2 只小型宠物犬散步，并未系绳。白龙派出
所在接到骑警报告后迅速出警，于 2 分钟后到
达现场，对遛狗未牵绳的蔡女士进行了教育并让
其到派出所接受处罚。

“那么小的狗也要牵绳么？”面对处罚，蔡
女士辩解。民警告知其相关法律法规，蔡女士接
受了罚款 100 元的处罚。这是秀峰辖区内第一
起因不文明遛狗行为被处罚的案件。

半小时后，市民谢先生同样在附近因为遛
狗未系绳被民警警告处理。谢先生带着绳子，
因觉得自己的犬只太小不会构成威胁而没有给
其系上。“下次真的不敢了，要注意了，我也
要在爱狗群里向大家都提醒一下。”谢先生表
示。

出门遛狗不牵绳最高罚 500 元

“从我们巡逻的情况看，牵绳遛狗的市民还
是比较多的。”在采访中，秀峰公安分局白龙派出
所的教导员刘捷介绍，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第 68 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
定，在城市携犬出户未采取束犬绳（链）牵领等安
全措施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 100元
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

7 月 13 日上午，临桂区也有几位市民因
为遛狗未牵绳受到了处罚。“从我们巡逻的情
况来看，主人未采取牵绳措施的大多是比较小
型的犬只。”临桂交巡警大队的陶警官表示，
该大队从 7 月 9 日开始对街面的不文明遛狗
行为进行整治，目前根据情节轻重，对 8 起
不牵绳遛狗的行为分别进行了罚款 100 元至
200 元不等的处罚。

据不完全统计，7 月 9 日以来，六城区对不
文明养狗行为宣传教育 300 余起，行政处罚
32 人，其中口头警告 20 人，罚款 12 人。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市公
安机关加大对市民集中反映的关于不文明养犬
行为的整治力度，在各辖区内启动关于文明养
犬的宣传活动，采取文明标语、文明广播、巡
逻车及志愿者宣传的形式，对辖区市民喜好带
犬散步的重点区域加大宣传、巡查整治力度，
采取民警加骑警“协同作战”的模式，确保以
最快速度处理相应违法问题，为创城助力。

我市对不文明养犬动真格

多位市民不牵绳遛狗被处罚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唐熠）转眼
已进入 7 月中旬，一年中最酷热的“三伏
天”即将开启。据了解，7 月 16 日将“入
伏”，今年“三伏天”有 40 天。在经历了上
周末的一场暴雨后，本周我市的天气将以
阵雨为主，气温将会逐渐攀升至高位。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周（ 7
月 4-10 日）我市以阵性降雨为主，降雨
时间短暂，各地雨量差异较大。累计雨量
0 . 4 — 53 . 7 毫米，平乐本周雨量最少，
灵川最多，与常年同期相比，仅阳朔偏多
约 1 成，其余各地雨量偏少 3 — 9 成；
全市平均气温 27 .1 — 29 .8℃ ，仅 7 月 4
日在灌阳出现高于 35℃ 的高温，其余各
地气温均相对凉爽。

7 月 11 日起，一场暴风骤雨来袭。

桂林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桂林水文中心发布洪水预警信号。青狮
潭、小溶江、斧子口水库相继泄洪，漓
江在 11 日晚出现 146 . 2 米左右的洪峰
水位。好在这场暴雨没有持续太久。 7
月 12 日起全市转为阵雨。据气象部门
预计，本周未来几天，我市还将以多云
有短时阵雨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随
着“三伏天”的到来，本周气温会逐渐
攀升，甚至出现 35℃ 以上的高温。

针对近期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市
民及有关部门在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
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的同
时，还要注意防暑降温，特别防范高温
对供电、农业等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

“三伏天”将到“炙烤模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赵芯
芝） 7 月 10 日，海关总署通报了全
国海关对进口冷链食品开展新冠病毒
监测的情况，在由厄瓜多尔的三家企
业生产的冻南美白虾 1 个集装箱内壁
样本和 5 个外包装样本中检出新冠
病毒核酸阳性。针对此事，权威专家
研判认为，检出结果不代表具有传染

性，但反映出相关企业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落实不到位。为此，海关总署决
定，自即日起暂停厄瓜多尔涉事三家
企业在华注册资格，暂停其产品进
口，对暂扣的货物采取退货、销毁等
处理措施。

从 7 月 11 日起，叠彩区市场监
管局紧急部署，加强对辖区相关进口

食品企业的核查，立即对冷库、农贸
市场、商场超市、水产品销售商等单
位开展排查，主要查看食品经营单位
相关产品的进货凭证、批次号、检验
检疫报告等，重点筛查是否有涉事三
家企业在 3 月 12 日以后生产的冻
虾。截至目前，叠彩区市场监管局共
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53 家，其中

冷库 3 家、农贸市场 10 家、商场超
市 9 家、水产品销售商 31 家，未发
现相关问题批次白虾。

据悉，下一步该局将继续对辖区
内商场超市、农贸市场、冷库等相关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食品安全风险
隐患滚动排查，对可能销售的主体进
一步展开排查。

我市市场监管部门紧急排查厄瓜多尔白虾
暂未发现涉“疫”货源

本报讯(记者陈静）“有个游客从瀑
布上摔下来，伤到了腰，动弹不得。”
日前，有市民报料称在灵川神岭瀑布有
人坠落。记者从市民发来的照片和视频
上判断，事发于山间一处瀑布中段，被
困男子坐在瀑布中段的石头上，表情有
些痛苦。报料人称，男子应该是腰部受
了伤，动弹不得。因为所处的地点比较
险要，其他人也不敢贸然施救。最终消
防人员赶到后，将男子转移至安全地点
并及时送医。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出警的桂林消
防甘棠消防救援站。据消防人员介绍，
他们是下午 2 点半左右接到报警，得
知一名男性游客在游玩过程中失足掉落
至瀑布峡谷，该峡谷深度约 8 米，被
困人员腰部受伤，但无生命危险。救援
人员利用绳索构架下到瀑布峡谷，将被
困男子救出。

据了解，被困男子姓张，河南人，
目前在医院接受救治。

灵川神岭瀑布一游客失足滑落
幸无生命危险，已被消防人员救出送医院救治

本报讯（记者景碧锋 实习生刘旺
东）记者近日从桂林市殡葬管理处获
悉，因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同时
为贯彻落实国家节地生态安葬要求，我
市第七届公益花坛葬活动定于 2020 年 9
月 19 日在桂林市官帽山永久墓园举办。

据介绍，花坛葬是一种不保留骨灰
的生态葬形式，活动免除安葬费用，还
会给予逝者亲属一定金额的奖励。往年

我市该项活动都是在清明节期间举
行，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被
推迟。

记者了解到，该活动报名时间为 8
月 1 日～ 9 月 10 日，凡有意参加者须
携带经办人身份证及与逝者关系证
明、逝者火化证，到桂林市殡葬管理
处办理报名登记事宜。

今年我市花坛葬将于 9 月举办
活动报名时间为 8 月 1 日～ 9 月 10 日

▲民警对不牵绳遛狗的市民进行教育并要求其到派出
所接受处罚。 (白龙派出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