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健康中国责编：熊 建 邮箱：bearjian@126.com

2022年1月18日 星期二

新视野▶▶▶新视野▶▶▶

头顶发髻，腰间悬“葫”。“行走
的小针灸铜人”——中医药小使者

“灸童”来了！日前，中医药动漫形
象“灸童”在中华中医药学会举办的
媒体见面会上亮相。为何给中医药设
计动漫形象？“灸童”对中医药文化
传播有何价值？中华中医药学会相关
人员作出解读。

灸童是怎样炼成的

“‘灸童’的设计灵感来自北宋
时期的针灸铜人。”中华中医药学会
信息部主任厍宇介绍，2017 年，中
医针灸铜人曾被作为“国礼”赠送给
世界卫生组织，针灸铜人已然成为新
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中医药走
向世界的名片。

设计团队介绍，“灸童”将针灸
铜人孩童化、动漫化，赋予其中医药
小使者的身份以及熟识中医药、擅讲
中医药故事的特长。“灸童”身上有
很多中医药元素，例如身体重要穴位
的标记、医家常穿戴的服饰等，葫
芦、背篓等道具也彰显中医药有机天
然的特点，体现中医药文化天人合一
的内在精髓。

设计团队负责人表示，希望借助
“灸童”拟人化后的亲和力和生动的
表现力，拉近民众与中医药文化的距
离，在潜移默化中使中医药文化所蕴

含的深刻理念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

厍宇介绍，“灸童”来自中华中
医药学会举办的中医药健康文化精品
（动漫） 遴选活动。受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委托，该活动于 2020 年 7 月启
动，共征集到500余件作品，包括中
医药动漫形象、动漫、微视频3类中
医药健康文化作品。经过征集、网络
投票、专家评审等环节，最终，由深
圳融创千万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设计
的“灸童”中标。

据悉，“灸童”已在2022年北京
冬奥会主媒体中心亮相，向世界展示
中医药文化。后续，围绕“灸童”形
象还将推出更多动漫内容产品和衍生
产品，为中医药知识科普传播、中医
药文化走出去提供新的助力。

当中医药传播遇上动漫

为什么要用卡通形象表现中医药
文化？

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中医药
动漫工作专班组长王国辰表示，当前
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了天时、地利、
人和的好时机，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
内涵和时代价值，促进中医药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医药振
兴发展、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
的文化动力，是中医药人肩负的责任

和使命。然而，就像中医脉学里的
“在心易了，指下难明”，如何开展好
中医药文化传播和知识普及还需要研
究和探索。

“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指导
下，从 2020 年开始，中华中医药学
会与中国动漫集团合作，开始了

‘中医药+动漫’的探索。”王国辰
说，希望通过动漫这种现代、时
尚、创新的表现形式表达和传播中
医药文化，让中医药文化可视化、
通俗化、生活化，让更多人认识、
信任、喜爱中医药。”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段
晓华看来，针灸铜人有丰富的历史文
化内涵，以针灸铜人为原型的“灸
童”鲜活可爱，期待“灸童”的亮相
能发挥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作用、群
众提升文化自信的媒介作用、青少年
爱国立志的模范作用、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标识作用。

助力中医药文化传播

见面会还进行了中医药动画片
《手指的魔法》的首映。该片受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委托，由中国动漫集
团、中华中医药学会、腾讯视频联合
出品，讲述了主人公晓龙子承父业成
为一名中医师，用中医按摩理疗的手
法帮助运动健儿迅速从伤病中康复，

取得世界大赛冠军的故事。
“影片既是一个接地气的现实题

材作品，也有如梦似幻的动画想象
力的集中呈现。”中国动漫集团发展
研究部主任、《手指的魔法》编剧兼
导演宋磊说，在创作过程中，团队
在中华中医药学会的指导下，多次
召开座谈会，还走访调研了国家体
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等专业机
构，确保片中体现的中医药、运动
康复等内容符合实际。动画聚焦中
医药“传承”主题，把主人公设计
为年轻人，希望能展现当代中医师
身上平凡的荣耀，吸引更多青少年
认识并喜爱中医药。

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
室、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福建中医
药大学联合在团中央官方微信推出
中医药文化创意漫画——团团小课
堂之健康小讲堂，选取青少年生活
中常见的健康话题，普及靠谱、有
趣又实用的中医药健康小知识，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中医药理念，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漫画形象演绎健
康生活场景。

“‘中医药+动漫’对于中医药
领域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也许目前
的动漫形象、动画片还不尽成熟，下
一步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王
国辰说，未来需要继续探索中医药文
化与现代传播途径的有机结合，更好
地助力中医药文化传播。

“灸童”亮相——

中医药有了动漫代言人
本报记者 王美华

针灸铜人始创于北宋天圣年
间，浑身布满穴位，胸背前后能够
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与真人
生理结构一致，四肢及内脏均可拼
拆。针灸铜人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
教学模型和人体解剖模型，对中国
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古代，针灸铜人既是针灸教
学的教具，也是考核针灸医学生的

“试卷”。古人在铜人穴位上留有小
孔，考试时用黄蜡封住，向铜人内
部注入液体。学生根据试题以针刺
穴，如果取穴准确，则液体流出。

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
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知识门槛高、专业属性强等特点，中医药文化在传播时常
被“误读”。如何避免“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的尴尬？如何让更
多人正确了解并喜爱中医药文化？“灸童”的亮相给出了一个示范，将博大
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医药文化与轻松有趣、生动灵活的动漫结合起来，取
长补短、相得益彰，将深刻的中医药文化解释得浅显通俗，使人们更容易
了解中医、学习中医。

在移动互联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新的传播形态不断出现，数字语
音、全景影像、三维影像以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为中医药文
化的传播带来无限可能。讲好中医药故事，可以乘着技术的“东风”，推动
中医药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真正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文化。

乘上技术东风 讲好中医故事乘上技术东风 讲好中医故事
记者手记▶▶▶

医声▶▶▶

“全国人民认为上海全市都是中风险地区，
上海人民认为只有静安区才是中风险地区，静
安区人民认为只有静安寺街道才是中风险地
区，静安寺街道人民认为只有愚园路228号才是
中风险地区。”这是一位网友的调侃，却道出了
中国疫情防控的精髓所在——精准。

咋回事呢？
近日，上海一家占地仅20多平方米的奶茶

店成了中风险地区，被封控起来，而和它一墙
之隔的理发店却还在营业。

这个出人意料的划区，引发网友热议。为
什么上海敢把这个中风险区控制在 20 余平方
米？背后有两个科学依据：疫情发现及时且传
播链清晰可见；大数据追踪到位，周边街区进
过这个奶茶店的人很少。

有流调结果作参照，有大数据为支撑，有
专业研判为基础，此次最小中风险地区的划
定，最大程度上缩小了疫情影响的范围，生动
诠释了“精准防控”的要义。

疫情防控是一个精细活，可谓“陶瓷店里
抓老鼠”——人们希望既抓住“老鼠”，又不伤
到“瓷器”。也就是说，当疫情来临时，既要做
到快速厘清病毒传播链，又要最大限度保障社
会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这考量的不仅是公共
卫生系统的能力，更是一个城市精细化治理的
智慧和水平。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科学防治、精准
施策被证明是疫情防控的有力武器。面对不断变
异的病毒，既不能畏首畏尾，也不能盲目蛮干，
就是要根据大数据精准溯源、健康码追踪轨迹等
技术手段精准溯源，迅速锁定涉疫区域和人群；
在密接和次密接排查上不仅应不漏一人，更应追
求不多一人；根据疫情实际情况实行精准化、差
异化的城市管控、社区管控方案，确保防疫措施
与疫情情况匹配，将疫情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降至
最低。

与病毒交手两年来，不少地区根据具体情
况因时因地制宜，形成了成熟的疫情防控机制、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
验。这些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理应在更多的地方推广开来，发
挥应有的作用。

病毒虽然狡猾多变，但我们手里已经有了充足的工具，可以应付
裕如。只要每座城市都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查缺补漏、筑牢防
线，在“科学精准”上下更大功夫，更好守护一方平安，也就不在话
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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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被划为中风险地区的上海某奶茶店。 图片来源：百度图为被划为中风险地区的上海某奶茶店。 图片来源：百度

大健康观察▶▶▶

本报电（朱玉娟） 连日来，天津疫情导致的线下就诊不便困扰了不少
长期需要复诊用药的民众。对此，作为天津市基层数字健共体牵头单位，
天津微医总医院、北方药事服务 （天津） 有限公司党支部抽调技术团队核
心团队，组建保障力量，迅速上线“天津市基层数字健共体抗疫专区”。

专区搭建起由7800多家三甲医院共计13万余名医生组成的义诊专家团
队，7×24小时为天津市民提供免费问诊咨询服务。同时，天津市基层数字
健共体的线上问诊以及“云药房”等服务，为病情稳定的慢性疾病、常见
病、多发病患者提供了免费配送药品服务。

“疫情来了以后，由于线下服务的机构和配送都受到了影响，线上的需
求增长很明显，个别封控区域的配送是个很大的挑战。”天津微医互联网医
院执行院长闫晋红说。

为完善疫情防控期间的医疗保障，天津市医保局在疫情防控期间，放
宽慢性病、老年病或其他稳定期需要长期用药的疾病处方天数，门诊处方
用量延长至12周。这些药品经过连夜分拣、打包，由天津市基层数字健共
体的工作人员，直接运送到西青区大寺镇、王稳庄镇政府。在这里再次进
行分装，由各村、社区志愿者配送到居民家中。

目前，“云药房”的线上开药、审方、医保报销等业务，都在正常开
展。西青区组织志愿者对封控、管控区域内的老年人，进行了一对一指
导，保证他们可以顺利完成网上开药的流程。

云药房线上开药 志愿者配送家中

互联网医院助力天津抗疫

长期以来，大医院一号难求、
基层医疗机构却门可罗雀。如何推
动优质医疗资源有序下沉，成为解
决基层群众看病难的一个关键。

河北邯郸磁县患者林女士前一
阵查出了肿瘤，由于担心当地的医
疗水平有限，她跑到了北京的大医
院，却没有挂上号，经历一番舟车
劳顿，无奈之下又回到了老家磁县
肿瘤医院。

林女士的主治医生李玉森是肿
瘤微创介入科副主任医师。治疗过
程中，林女士向李玉森讲述了自己
的求医经历。“李医生了解我的情况

后，在网上帮我预约了一位北京的
肿瘤专家。视频时专家建议我在当
地手术，我就没再去北京。”林女士
说，术后自己情绪一度不佳，引起
了一些并发症，“李医生还帮我预约
了一位上海的内分泌专家，经过一
段时间的调理，各项指标趋向好
转，心情也好多了。”

林女士使用的平台“第医视
频”，是一种“互联网+医疗”平
台，通过邀请全国知名三甲医院的
各科专家，连接本地医生为患者提
供视频轻会诊咨询服务，实现了本
地患者、本地医生、知名专家三方
互联。

与专家远程视频时，林女士和
李玉森一起听专家分析病情、治疗
方案、治疗后期的注意事项等。

“以前去门诊，可能几分钟医生
讲完就结束了，但是视频会诊一般
有20分钟，专家会细致耐心地解答
我的疑问，直到最后我没有问题了
才结束。”林女士说，视频会诊时目

睹本地医生和专家讨论分析自己的
病情，作为患者会觉得更加放心。

“基层医生专业分工不细，有时
候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李玉森
说，遇到疑难杂症拿不定主意时，
通过互联网平台可以精准地找到专
家，和专家们交流后自己常有茅塞
顿开的感觉，“大医院的医生经验丰
富，综合专家的建议，能对患者病
情把握得更精准，选择的方案更有
针对性。”

“在视频咨询前，基层医生先把
患者的病历和各种检查结果传过
来，以便我对患者的情况有一定了
解。在视频会诊时，我想了解的内
容患者不一定能讲出来，但是基层
医生了解患者情况，我们沟通起来
比较顺畅，诊断相对更容易。”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眼科主任医师聂红平
是“第医视频”、温暖医生等互联网
平台上的常驻专家，习惯了在非门
诊时间通过视频给基层医生和患者
提供医学咨询。

“老百姓看病难的核心症结在于
医疗资源的配置不均衡。‘互联网+
医疗健康’的实质就是借助互联网
的技术手段，优化和重组医疗资
源。”温暖医生华北区域总经理苗颖
表示，通过互联网，基层医生+专
家轻会诊的模式能让患者足不出城
体验专家的健康指导。

“当然，远程诊疗更适合那些病
症长期难以确诊、治疗方案效果不
理想、多家医院诊断或治疗方案不
一致、诊断出重大疾病希望再次诊
断的患者。”苗颖说，远程会诊可以
对评估诊断结果进行验证，优化现
有治疗方案并提供治疗建议，非常
适合癌症、心脏病等重症患者，避
免舟车劳顿，免受奔波之苦。

专家表示，随着5G等互联网技
术的普及应用，“互联网+医疗”在
促进优质医疗服务资源下沉、提升
基层医院服务水平等方面将大有作
为，未来将有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方便、快捷的优质医疗服务。

基层医生联手大城专家 患者看病免除舟车劳顿

网上轻会诊助推医疗资源下沉
本报记者 王美华

本报北京电（陈得）以“百年奋斗 民生巨变”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民
生发展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并发布“我为群众办实事——2021民生示范
工程”案例。“广东省云浮市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长效监护稳定回归社
会”入选其中，荣膺2021年优秀民生示范工程案例。

2019年12月以来，云浮市以破解“服药不依从—监护失效力—患者难
独立—家庭难脱困”的不良循环为着力点，在全省推动覆盖镇街 （社区）
居家康复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国家医保目录的第二代长效针剂治疗政策。

云浮市不久前出台《关于开展“长效监护·稳定回归”提升特定精神障
碍群体居家康复效果三年行动指引 （2020-2022年）》，实行“医保报销+
财政兜底”全免费举措，保障市域范围内精神分裂症患者应用进入国家医
保目录的“一月一针”长效针剂，在册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分风险级别，全
覆盖推广使用长效针剂，全市各精神专科医院、63 个镇 （街道） 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使用长效针剂服务，3700多符合条件的精神分裂
症患者已使用长效针剂。

在制度设计上，“云浮市医保局一直在通过组合拳的方式从多方面关
心、关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做到应保尽保，确保我们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参加医疗保险。”云浮市医保局副局长梁腾欢说。

全覆盖推广使用长效针剂

广东云浮帮扶精神障碍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