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让中医药走得更广更远，必须靠数据说话研苗

●● ●● ●●

走进县城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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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鸣）7月20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为支持
深化稻谷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基本
收益和稻谷生产稳定，近日，省财政下达稻谷补贴资金47110万
元，支持22个稻谷主产县用于促进增加绿色优质稻谷供给、提升
稻谷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稻谷补贴资金主要用于稻谷相关支出，主要兑付给稻谷实
际生产者，可向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全省稻谷平均补贴标
准为48元/亩，稻谷主产县（市、区）可根据本地补贴政策在省下
达补贴标准的基础上进行微调，但上下浮动不得超过30%。同
时，省级调剂不超过中央稻谷补贴资金的 10%，用于支持稻谷
主产县（市、区）的一定规模以上稻谷加工企业发展，培育壮大一
批稻谷加工龙头企业，提升全省大米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快
推进全省稻谷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通过实施稻谷生产者补贴政策，可有效弥补种稻农
民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造成的损失，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基本
稳定，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通过支持稻谷收储企业和加工企业
购置烘干设备、升级改造机械设备、增加晾晒场地、维修仓储设
施等，提高稻谷收储加工能力，缓解农民“卖粮难”问题；通过支
持育秧大户和合作社，鼓励引导增加绿色优质稻谷供给，加快形
成优质优价价格体系，推动我省农业高质量发展。③7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7月 19日，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住房公积金归集额为 531.61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11.91%，为受疫情影响的 216家企业和 2.6万
名职工办理了缓缴手续。

今年上半年，全省住房公积金提取 293.79亿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 0.97%，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196.84亿元。总体来看，今
年上半年我省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总体平稳，缴存额、提取额
有所增长，风险控制良好。

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住房公积金累计归集总额达
7751.21 亿元，累计归集余额 3474.27 亿元，累计提取 4276.94
亿元，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4431.42亿元，支持212万户职工
家庭通过公积金贷款解决了住房问题。

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出台住
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全省各地结合实际，提高住房公积金
租房提取额度，支持缴存人按需提取，更好地满足缴存人支付房
租的实际需要。截至6月底，全省累计缓缴企业216家，累计缓
缴职工2.6万名，累计缓缴金额2534.95万元。累计享受提高租
房提取额度的缴存人 4.53万人，累计租房提取金额 1.75亿元。
累计为 5300多名缴存职工办理延期还贷手续，涉及贷款余额
10.75亿元。同时，各地制定疫情防控期住房公积金服务保障工
作措施，确保疫情防控期间住房公积金业务不受影响。通过全国
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台等渠道，实现了更多业务网上办、掌上
办、指尖办，保障疫情防控期间住房公积金业务平稳运行。③5

本报讯（记者 栾姗 胡舒彤）7月 17日，省政府国资委印发
《省管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明确10类 84种责任追究情形，实行重大决策终身问责。

据介绍，《办法》追责的前提是“违规经营投资”，既考虑量的
标准也考虑质的不同，恰当公正地处理相关责任人；省政府国资
委和省管企业原则上按照国有资本出资关系和干部管理权限，
对不同层级经营管理人员进行追究处理；坚持惩治教育和制度
建设相结合，以案促改推动省管企业不断完善规章制度，提高经
营管理水平。

没有界限，就没有处罚，也没有对错。《办法》针对违规经营
投资问题集中的领域和环节，明确了集团管控、风险管理、购销
管理、工程承包建设、转让产权和上市公司股权及资产管理、固
定资产投资、投资并购、改组改制、资金管理、境外经营投资 10
类 84种责任追究情形。

《办法》规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包括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
领导责任，并根据资产损失程度、问题性质等，对相关责任人采
取组织处理、扣减薪酬、禁入限制、纪律处分、移送国家监察机关
或司法机关等方式进行责任追究处理。省政府国资委党委书
记、主任李涛表示，要充分发挥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防
未病”“治已病”作用，以追责促追损，以追责促管理，推动省管企
业高质量发展。③7

本报讯（记者 李倩）河南又
新增 1名国医大师和 4名全国名
中医！7月 20日，第四届国医大
师和第二届全国名中医表彰大会
在京召开。记者当天从省卫生健
康委获悉，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丁樱当选第四届“国医
大师”，庞国明（开封市中医院）、
郑玉玲（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赵文霞（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崔应麟（河南
省中医院）当选第二届全国名中
医。

国医大师是我国中医药行业
的最高荣誉，也是我国中医药工
作者的杰出代表。为推进中医药
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从 2009
年起，我国共开展四届“国医大
师”的评选表彰。在前三届评选
中，我省李振华、唐祖宣、张磊三
位获“国医大师”称号。丁樱是河
南首位“50后”国医大师，也是我
省首位女性国医大师。

此外，我国于2017年首次开
展国家级名中医评选。首届评选
中，我省有 3名中医医师当选，分
别是：丁樱（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毛德西（河南省中医
院）、崔公让（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加上本届评选出的全
国名中医，目前河南已拥有7名全
国名中医。

河南是中医药资源大省和中
医药文明重要发祥地，近年来中
医药高层次人才不断涌现。截至
目前，我省拥有国医大师4名，全
国名中医 7名，岐黄学者 6名，河
南省名中医81名，全国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 134
名，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
作室 98个，为推进中医药强省建
设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十四五”期间，河南持续实
施“岐黄工程”“仲景人才工程”，
建设流派传承工作室，提升中医
药院校教育水平，并依托科研平
台建设，加强高层次中医药人才引进。到“十四五”
末，遴选培养一批中医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努力
推出更多“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集中力量在培
育院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方面取得突
破。③7

□本报记者 陈晨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7月 19日傍晚，一场夏雨过后，浚县古
城内多了几分凉意，古色古香的西大街食
香弥漫，吸引了众多游客市民前来打卡。

还不到晚上7点，位于西大街的黎阳子
馍店内便座无虚席。“平日里我们每天大约
要烤300多个子馍。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随
着古城游客增多，子馍销量也会翻番。”黎阳
子馍店店主张秀丽说，石子馍是浚县传统名
吃，大多到古城游玩的游客都会买来品尝。

作为我省唯一的县级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当地党委政府持之以恒加大对浚县
古城的保护力度，总投资50亿元的古城保
护工程已累计实施项目 67个，4条大街肌

理修复等项目全面完成，游客集散中心等
项目即将完工，新业态纷至沓来，先后入
驻服务企业和特色商铺 300多家，综合收
入突破8亿元，直接带动3万人稳定就业，
古城已成为古老又现代的“活”的博物馆。

“为发展壮大旅游产业，我们紧抓国家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创建机遇，不断丰富夜
间亮化、游购业态，实施春赏万亩桃花、夏玩
运河夜宵、秋登大伾浮丘、冬逛千年庙会，每
季一个主题、每月一个活动，持续做精假日
演艺，提升游客吸引力。”浚县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局长张士超介绍，随着越来越多省内外
游客来到古城，不少像张秀丽这样经营当地
名吃的古城居民也享受到了“旅游红利”。

随着夜幕降临，盛夏的西大街迎来了
一天最热闹的时候，在“吴二锅花生米”店
内，66岁的吴希堂热情地招呼着往来游客。

拥有 200 余年历史的“吴二锅花生
米”也是浚县传统名吃。作为第四代传承

人，吴希堂在古城经营这家店铺已有40年
之久。“随着古城游客增多，我们这些老字
号的生意也明显好转。”吴希堂说，每年正
月是一年中他生意最好的时候，花生米每
天销量可达上千斤，是平日里的10倍。

古城经济不仅是吃吃喝喝，还有更多
文化内涵。这里还“藏”着众多浚县老字
号和非遗工艺品商铺，代代相传的传统技
艺，彰显着这座古城的文化味道。

一块泥巴能承载怎样的历史文化？
记者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咕咕传
承人宋楷战的店铺里找到了答案。在他
的“憨刀文化创意馆”里，记者看到用黄河
胶泥捏制而成的泥咕咕题材众多、琳琅满
目，不仅有常见的家禽、传说中的瑞兽，还
有历史人物甚至文艺作品中的角色，吸引
了不少游客驻足欣赏、制作体验。

“泥咕咕是浚县民间对泥塑小玩具的俗
称，因能用嘴吹出‘咕咕’声而得名。”宋楷战

介绍，他的家乡浚县伾山街道西杨玘屯村是
泥咕咕的集中产地，村内现有泥咕咕工匠艺
人 1000多名，素有“中国泥塑第一村”之
称。在古城旅游业发展的带动下，泥咕咕的
知名度日益提高，年销售额1200多万元，年
接待泥塑体验游、研学游达8万多人。

古城的生命在于文化，文化的生命在
于传承。除泥咕咕文化体验项目外，浚县
古城还吸引了皮影文化体验馆、马家院民
宿、粮仓历史主题展等一批游览项目入驻，
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游览体验，还让传统文
化、非遗文化在传承中焕发出新活力。

“目前，浚县正围绕全省‘十大战略’
之一的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坚持以城市景
区化、景城一体化的理念，推动文化资源
与旅游资源、文化功能与旅游功能、文化
业态与旅游业态、文化消费与旅游消费全
方位深度融合，打造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
和游客集散地。”张士超表示。③9

省财政下达4.7亿元
稻谷补贴资金

上半年全省住房公积金
归集额531.61亿元
为216家企业和2.6万名职工办理缓缴手续

我省整治国企管理人员
违规经营投资
划定10类 84种责任追究“高压线”

浚县：千年古城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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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要充分利用黄河文化资源，打造各地的标志性文
旅项目，努力形成鲜明地方特色和知名品牌。全省政协组织和
广大政协委员要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发挥独特优
势，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共同推动黄河流域文旅
文创融合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政协副主席霍金花主持会议，秘书长汪中山出席会议。
濮阳市委领导同志在会上致辞，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
河南黄河河务局、濮阳市政府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有关情况。
与会同志在濮阳进行了实地调研，部分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政
协负责同志进行交流发言，通过了会议纪要。③5

为推动黄河流域文旅文创融合
发展建言

（上接第一版）学习交流再深化，工作措施再细化，责任落实再强
化，推动会议各项部署要求全面落地见效。要认真履职尽责，持
续加压奋进、狠抓落实，把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三个环
境”同常委会依法履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注重前瞻谋划主动发
力，强化系统观念统筹发力，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要锤炼能力作风，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以完成省委点题交办
的立法、监督任务为重点，服务发展大局；坚持以理念创新、方法
创新、机制创新为路径，提升工作质效；坚持完善制度、落实制度
两手发力，以制度促规范管理和任务落实，不断推动人大工作高
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③5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直到50岁左右，丁樱才感觉自己
成为一名“基本合格的中医”，因为直
到那个时候，“一下笔开方，君臣佐使、
升降浮沉全都在脑子里闪现出来了。”
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太年轻的中医人
通常很难透彻理解那丰厚的内涵。

都说中医用药如用兵，治病如治
国。中医不传之秘在于用量，经方之
所以能传承至今，一大魅力就在于它
灵活的加减变化。丁樱打了个比方：

“开方就像做菜，大家都用油盐酱醋，
却不一定能做出来一级厨师做的味
道。同样的药方用到不同人身上，也
会出现不同的效果。”

当年求医的感悟，如今成为课堂
上的“真经”。她常对学生说：“学中

医不能死记硬背，临床时要类证鉴
别，既要精通原文、掌握每一味药的
表里宣散，更要对经方活学活用，学
会加减化裁，学中医难就难在这儿。”

一次讲座后，有学生请丁樱传授
几个秘方，她当即回答：“我没有秘
方，中医的灵魂是辨证论治，我的诀
窍是我会辨证。”

她也有“看不惯”的时候，特别是
看到刚入行的人不会熬中药，短煎、
久煎、先下、后下，啥都不分，一锅炖，
这样效果怎么会好呢？

中医药的传承发展离不开人才，
中西医结合是临床治疗要走的路。
丁樱告诉学生，搞好中医，必须懂西
医，“两条腿走路，是比一条腿快”。

一有机会，丁樱就送她的学生去
进修。这些年，她栽培的一批批小

“苗”成长起来，在全国各地扎根，枝
繁叶茂。她带领的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已经闯出一
片天地，如今年门诊量 50多万人次、
开放床位609张。

“中医不能只看常见病、普通病，还
得攻克疑难杂症，这样中医才能发展。”
丁樱的开山弟子、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副院长任献青认为，这就是丁
樱老师多年来执着于研究儿科肾病、紫
癜等疑难病症的原因所在。她推动儿
科医院建立 ICU，治疗重症患儿因此
有了底气。“跟着她不只学知识，还能
学做事、学做人。”任献青说。③5

丁樱和她的三株“苗”
□本报记者 李倩

7月 20日，第四届国

医大师和第二届全国名

中 医 表 彰 大 会 在 京 召

开。71岁的丁樱入选第

四届国医大师，获得中医

药行业最高荣誉，同时成

为我省首位女国医大师。

少年时就与中医药

结缘的丁樱，名字里就有

花香弥漫、本草芬芳。从

基层医生到博士生导师，

再到中医儿科专家，在中

医药这座琳琅满目的“百

草园”里，她耗费大半生，

悉心呵护着三株“苗”。

七八平方米的诊室外，站满了来
自全省各地乃至省外的患儿和家长。

“来了！丁老师来了！”眼尖的人
喊了起来，大家赶忙让出过道，目光
跟随着丁樱一路走进诊室。

助理把厚厚一摞病历放到桌
前。丁樱以最快速度戴上眼镜、穿上
白大褂，对学生们说赶紧开始。她祖
籍江苏，操着一口软糯的普通话。

一个从信阳来的孩子，是丁樱的
“老病号”了。询问病情、诊断开方，
看完病，丁樱站起身走到小男孩儿面
前，双手比画着叮嘱他：“孩子你可以
打篮球，但是不能过于拼抢，要记住
自己是在‘走钢丝’，如果不注意，掉

下去就麻烦了。”
丁樱的病人里，患有过敏性紫癜

或紫癜性肾炎的孩子居多。一旦得
了这类病，饮食、活动都要格外注意，
丁樱的一个比喻，就让孩子和家长记
牢了医嘱。在“丁奶奶”这里，中医别
有一番柔软的力量。

15 岁时从卫校毕业，先后在公
社医院、职工医院做了 5 年基层医
生，一路摸爬滚打，丁樱深知，一个医
术好、有耐心的好医生，能给予病人
多么大的希望，多么大的力量！

很多人为挂她的号，宁愿等上十
天半个月，有人甚至从国外专门飞到
郑州，就为了让这位国内顶尖的小儿

紫癜专家给孩子找出病因、找到对
策。

这些年，丁樱的病号越来越多，病
却越看越慢。这一类疑难杂症，看病
本来就快不了，再加上病程长、花费
高，患儿家庭负担都比较重。她常对
学生说：“病人千里迢迢来看病，要想
得多些、叮嘱得细些。两三分钟、两三
句话就打发走，会伤了病人的心。”

熟悉的人都知道，丁樱开方有个
原则：能用一味药绝不用两味药；疗
效一样，能用便宜药就不用贵的药，
尽可能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

“看病是个良心活儿，要有医术，
也要有医德。”她总是这样说。

丁樱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棵雷公
藤根。中药雷公藤，就是她钻研多时
的一株“苗”。

国内用雷公藤治疗过敏性紫癜
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临床治疗主
要靠中成药雷公藤多苷，尽管在成人
内科已被普遍采用，但雷公藤存在的
一些副作用，一度让患儿家长们谈

“雷”色变。
丁樱深知，中医药的一个神奇之

处在于“大毒有大效”，临床控制得当
的话，副作用并不那么可怕。

更现实的原因在于，她不想让紫

癜患儿错失便宜有效的救命好药：一
盒雷公藤多苷片，50 片的价格仅为
25元左右。

精进为中医大家，不仅要有一颗
济世悬壶的仁心，更要有敢为人先的
魄力。

丁樱接连申请两项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课题，研究中药联合雷公藤多
苷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的疗效与毒
副作用，结果甚为理想。她创新性地
把雷公藤引入儿科临床，提出雷公藤
多苷及雷公藤颗粒在儿科临床的使
用方案和使用剂量，证实其疗效及安

全性。现在，她和团队正在制订儿童
紫癜的中医阶梯治疗方案。

“想让中医药走上国际舞台，必
须靠数据说话。”丁樱认为。

她设想把中医治疗的优势学科
病种，建一个数据库，通过研究药物
间的对比，以及纯中药、西药和中西
医结合治疗间的对比，用科学的方
法，把中医药的疗效和作用机制说明
白、讲清楚。

“上工治未病。如果能把中医药的
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将会更
加彰显中医药的生命力。”丁樱说。

看病是个良心活儿救苗

跟着她不只学知识，还能学做事、学做人育苗

丁 樱 ，第 四 届 国 医 大

师 ，河 南 中 医 药 大 学 儿 科

医 学 院 院 长 、河 南 中 医 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

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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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樱（左前）在实验室给学生上课指导。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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