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广告

2019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三
www.jfdaily.com
责编：唐蓓茗 编辑：蒋娅娅

“这里的中医味儿，是实实在在的药味，也是传承了近百年的中医流派的味道”

今日看点

全国患者慕名而来，瑞金医院魏氏伤科月门诊量逾5000人次

一双手一副药一颗心助患者归“中和”
■本报记者 黄杨子
在知名西医综合性医院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 号楼，“藏”着一个古
—魏氏伤科。难得的中西医
朴的中医科室——
结合土壤、独树一帜的瑞金烙印，让魏氏伤
科成为上海 15 个最高级别中医传承研究基
地建设项目中唯一一个设在综合性三甲医
院中的伤科流派。与魏氏伤科同期蜚声全国
的“上海中医伤科八大家”，如今活跃者已寥
寥无几。曾辉煌一时的中医伤科，逐渐在现
代医学大潮中被西医骨科淹没。
中医伤科如何另辟蹊径？中医流派的传
承有着哪些无可替代的价值？或许，月门诊
量逾 5000 人次、 吸引全国患者慕名而来的
魏氏伤科，为振兴海派中医流派开辟了一条
值得借鉴的路径。

“中西医从来都不是抗衡的”
沿瑞金医院 2 号楼拾阶而上，一股浓郁
的药香扑鼻而来。“我们这里的中医味儿，是
实实在在的药味，也是一个在沪传承了近百
年的中医流派的味道。”魏氏伤科 70 后伤科
主任奚小冰说。
魏氏伤科起源于山东曹县魏氏世医之
家，1925 年，第 21 代传人、中医骨伤科专家
魏指薪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开设伤科诊所，带
来魏氏导引、功法与方药；此后，第 22 代传
人李国衡、 施家忠及门人将其内涵丰富完

上美影携手亚朵打造跨界IP酒店

黑猫警长悟空哪吒迎客入住
本报讯 （记者 任翀）黑猫警长出现在酒
店外的停车围栏上，孙悟空在酒店大堂中腾云
驾雾，走道、客房处处都有哪吒、葫芦娃、阿凡
提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简称“上美影”）的
经典 IP 海报或手绘……上美影与亚朵集团联
合打造的首家经典国漫 IP 主题酒店 “亚朵美
影酒店”日前在上海文定路开业。
酒店一层是公共空间，不仅欢迎住客，也欢
迎酒店周边的居民以及游客来此“打卡”。这里
还设置了播放经典动画片的 “时光电影院”、举
办亲子活动的创作空间、经典 IP 衍生品展销室
等功能区。 酒店客房目前有 5 间 IP 主题房，分
别以孙悟空、葫芦娃、黑猫警长、阿凡提、哪吒为
主角。 夜幕降临后， 主题酒店一侧墙面被 AR
（增强现实）投影点亮，孙悟空、葫芦娃等一一跃
然而出，演绎有趣的 AR 交互动画。
主题酒店诞生，勾起 70 后、80 后的集体记
忆。上影集团纪委书记、上美影党委书记何文
权说，IP跨界合作是大势所趋，“我们相信，年
轻人只要有机会接触上美影的经典，依旧会被
吸引和打动。因此在源源不断提供新经典的同
时，也要不断发掘蕴藏在新老IP背后的深层次
文化内核。而且，从IP合作获得的收益有利于
保证新IP的创作，这是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善，魏氏伤科成为以“内服与外用药相结合，
手法与导引相辅佐”为特点的国内著名中医
骨伤科流派；如今，魏氏伤科第 23 代代表性
传人李飞跃、施荣庭、胡大佑推动着流派传
承创新， 同时以奚小冰为代表的第 24 代中
坚力量也已崛起。
虽是海派中医流派，但魏氏伤科兼容并
包，不仅融入了齐鲁之地的孔孟之道、中原
文化的习武基本功，还有海派细致创新的文
化内核。中医流派凋零者众多，魏氏伤科却
“逆流勇进”。“这离不开瑞金医院的支持，有
竞争和交流才有更好的发展。” 胡大佑还记
得，当年大家一同在科室里学着读西医影像
片子的情形，“中西医从来都不是抗衡的，反
而在现代医学辅助手段的帮助下，我们在手
法运用上更能有的放矢。”
魏氏伤科也是唯一在外科大楼拥有病房
的中医科室。除了不唯经验论，魏氏伤科还率
先打破私人家承式的人才培养。“旧时代的各
流派为了生存，将技术保密，我们 60 年前就
加入瑞金医院， 创办上海市伤科研究所后更
直接将疗法疗方供大家研究推广。”师从李飞
跃的奚小冰深有体悟，“我们这一代都是三位
老师从医学院校招募培养的弟子， 他们毫无
保留地传授经验， 从做人行医各方面言传身
教，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将伤科发扬光大？”

选拔弟子首先看人品心性
李飞跃说，魏氏伤科选拔弟子时，首先

要看人品心性。15 年前的一幕， 奚小冰至今仍
清晰记得：80 余岁的李国衡当时已是全国著名
老中医、瑞金医院终身教授，但为了给一位素
不相识的患者治疗脚伤，顺势就在门诊大厅单
膝跪地开始治疗，“他告诉我们，医生见病就要
治，跪下只是为了看清脚部伤情，再正常不过
了。”时隔多年后，奚小冰在整理李老遗物时，
偶然发现一张魏指薪单膝跪着为患者治病的
照片，“这是一种传承”。
2017 年，瑞金医院共收到近 1600 封表扬
信，魏氏伤科是收到表扬最多的科室之一。不
仅医生耐心，近九成护士都曾获选院内的“明
星护士”。护士长黄晓华说，科室建立了责任
护士制度， 让每位患者都能得到全方位主动
服务。
因魏氏伤科医术精湛，邀诊求医的社会名
士不少，但代代魏氏人都谨遵对待患者一视同
仁的准则。魏指薪的女儿魏淑英曾说，新中国
成立初期， 三轮车是重要的市内交通工具，三
轮车工人收入低、受伤却多，父亲除免去诊疗
费，更是每日清晨赠送伤膏 100 张，在诊所门
口为伤患提供茶水。
不过，在奚小冰看来，不能简单以“服务态
度好” 来总结，“我们希望通过中医这种形式，
将中国传统文化‘致中和’的理念推广开来。这
是内在的修身养性、社会的和睦和谐，也是人
与自然的包容感应。患者有了伤痛，便失去了
平衡，我们希望用自己的一双手、一副药和一
颗真心来帮助患者回归‘中和’。”

到了“走出去”的最佳时机
这些年，越来越多腰颈肩腿慢性病患者前
来魏氏伤科寻求诊疗，奚小冰说，伤科并不只
负责日常筋骨疼痛的调养，急性病症一样可以
看。“如人体中最难复位的髋关节脱位，西医通
常采用手术切开或全麻下牵拉复位，魏氏手法
则讲究一端一提一推，可将这块被厚实肌肉包
裹的粗大骨头徒手复位。”
魏氏伤科多年长盛不衰，离不开“望、比、
摸” 的一双手， 加上精细秘制的一副药。“望、
比、摸”即观察患者整体情况，将患肢患侧与健
肢健侧作比较，触摸了解皮肉、肌筋、骨骼等部
分来了解判断伤情和伤位。 方剂则更为神奇，
以治疗粉碎性骨折的碎骨丹来说， 它由骨碎
补、白及片、红陈皮、五加皮、雌雄活鸡等 15 味
药材炼制而成，是一副外敷药，可治疗跌打损
伤导致的大小骨折、骨碎、骨膜损伤等，达到活
血、止痛、长骨的作用。
奚小冰说，魏氏伤科已到了“走出去”的
最佳时机。作为市重点临床专科，海派中医正
在加速创新，如魏氏手法机制研究、特色方剂
药物机制研究、药理分析等，科室更与上海交
通大学医工交叉平台合作， 开展如夹板的材
料学变化、多功能型夹板开发等项目。对未来
发展， 奚小冰怀着更大憧憬，“目前所有骨伤
疾病的诊疗评估标准都是以国际西医为主导
的， 我们是否可以形成中医特色的骨伤疾病
功能评价体系？”

长三角文化旅游摄影展揭幕

尽览长三角之美
本报讯 （记者
李宝花）“日出江花
红胜火，春来江水绿
如蓝”， 追忆江南好
风光，唐代大诗人白
居易留下《忆江南》这一千古名篇。如今，
市民游客可通过一个范围覆盖长三角所
有城市和 56 个地级市区的摄影作品展，
尽览长三角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作为 2019 年上海旅游节的系列活动
之一， 在上海奕欧来奥斯卡楼揭幕的首次
长三角文化旅游摄影展， 共征集了千余名
摄影家近 2300 余幅作品，最终 200 幅作品
入选。 这些展出作品取景地囊括长三角地
区的各级旅游度假区及景区，世界自然、文
化遗产地，房车、体育、会展节庆、养生等旅
游新业态，分为江南风光、古镇岁月、文化
民俗、城市生活、欢庆一刻五大主题板块，
以及 《梦享之地》《诗画曹娥江—浙东唐诗
之路中的靓丽光影》两个单元呈现。
此次摄影展还增加了 AR（增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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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顾泳）市卫
本
生健康委昨天传出消息： 上海
市
24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面
二
开展延时服务， 实现两个全覆
百
盖，即午间门诊全覆盖、双休日
门诊全覆盖。
四
近年来， 本市以健康为中
十
心，以需求为导向，精准对接居
五
民多层次健康服务需求。
家
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断
社
丰富服务内容，拓展服务手段，提
升服务感受， 让越来越多居民获
区
得更好体验。其中，在工作日延长
卫
服务时间、在双休日开设门诊，是
生
满足居民“家门口”服务需求的重
服
要举措，也是在职、在校人群错时
务
服务的实际需求。
中
目前，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均已在工作日提供午间门诊，
心
工作日午间门诊时段一般为 11
延
时 30 分至 13 时 30 分， 提供全
时
科诊疗服务为主，确保白天服务
服
不间断。此外，所有社区卫生服
务
务中心均已开设双休日门诊。其
中周六、周日上午开设门诊比例
达 100%，周六、周日下午开设门
诊比例也均超过 50%。开设科室
除全科以外，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还因地制宜地在双休日提供
中医、计划免疫、妇科、儿科、口
腔科、康复科等针对在职、在校
人群需求的服务内容。根据居民
实际需求与周边医疗资源分布情况， 以郊区为主，
约四分之一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提供工作日晚
间门诊服务，满足居民夜间就诊需求。

午
间
和
双
休
日
门
诊
全
覆
盖

古猗园夜景灯光中秋点亮
中秋闭园时间延长半小时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 历时三年精心设计布
局，上海古猗园日前透露，全新的古典园林夜景灯
光将在今年中秋小长假期间首次试点对游客开放，
届时，闭园时间将从 19 时 30 分延长至 20 时。
“这是古猗园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规模最大的
一次夜景灯光工程。”古猗园基建文保科工程师黄涛
表示，古猗园内哪怕一块地砖都可能大有来头，因此
“动土”前必须调阅尽可能多的历史图纸、文献等，从
而设计并实施一种尽可能少破坏地面的施工方式。
古猗园夜景灯光以黄色、白色等为主基调，“藏”
在一处处建筑中， 更能映衬出亭台楼阁在夜色中的
唯美意境。将来，夜景灯光将分为节假日模式、平日
模式和全开模式共 3 种模式，视具体时间和客流情
况在 3 种模式之间切换。 园内还将结合夜景灯光，
探索沉浸式戏曲演出等游园活动。

全市审计机关法律知识竞赛举行

朱真摄影作品《平步青云》。
技术和互动投票功能。展览中的每幅作品右下
角都有二维码，只要用手机扫一扫就能投票。
展览由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文化和旅游厅

（资料）
（局）、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上海申迪
（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即日起至 9 月 28
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本报讯 （记者 张骏）市审计局昨天举办了全
市审计机关法律知识竞赛。活动从 6 月开始，分学
习、初赛、决赛三个环节，市审计局和 16 个区审计
局 500 余名审计干部积极参与。
近年来，市审计局坚持用法治思维守牢审计工
作“生命线”，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加强重大
政策落实情况跟踪审计，以及财政、金融、企业、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等各项审计工作，做到应审尽审，凡审
必严，严肃问责。持续深化“开门搞审计”，将“执法”
过程与“普法”过程有机结合，通过专题讲座、咨询服
务、发放普法小册子等方式，向被审计单位、内部审
计人员以及社区居民等广泛宣传审计法律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