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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服务

“三九”天灸开贴

签约家庭医生有优惠

天灸总价120元，街坊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即可贴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邓睆）

三九天是一年中气温最低的时

候，需要提升人体阳气，温通经

络。 三九天灸不仅有防病养生

的效果， 还能对未病治疗起到

很好的效果。近日，记者从岭南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

今年的“三九天灸”又来啦！ 街

坊不用跑到大医院， 在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就可以贴。

华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三九”天灸治疗期

贴药时间：

8：00-12：00、14：30-17：30

岭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与

华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同

一家）

地址：

十八甫路 23-29 号二楼

理疗康健室

电话：

81888009-827

价格：

天灸总价 ：

120 元， 即 24

元/次

（可以使用医保）

温馨提示： 对于已经签约

家庭医生的街坊， 还会享受一

定的优惠。具体的优惠金额，可

在就诊时向医生咨询。 如果需

签约，请提前找全科医生办理。

华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科叶医生强

调，如果街坊错过贴药时间，可在三天内到中心补

贴。“一般来说，推迟三天左右都可以过来补贴。再

晚一点，就会跟下一贴的时间过于接近，药效也会

不好。街坊如无特殊情况，最好当天来中心贴药。 ”

除此之外，叶医生还强调：“无论是三伏还是三九，

天灸的治疗最好持续三年， 这样效果会更好。 而

且，一定要连续三年，中间不要有隔断。 ”由于升级

改造，目前中心一楼仍在装修。 街坊去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时要记得注意安全。

贴药治疗范围：

大配餐让岭南街长者幸福感满满

3个配餐点全面覆盖 8个社区，日均服务长者 100人

信息时报讯（记者 邓睆）

每天中午

步行几分钟，就可以享受一顿热气腾腾

的营养午餐，边吃还可以边和“老伙伴”

拉家常，大配餐的出现，让岭南街的长

者吃上了一顿幸福感满满的放心饭。

岭南街自开展大配餐服务以来，立

足街情，深耕社区，着力打造高品质配

餐，让“大配餐”真正成为老人喜爱的

“爱心餐”。据了解，目前岭南街一共有 3

个配餐点，全面覆盖 8 个社区，日均服

务长者 100 人，日均送餐 25 人。 此外，

岭南街改变过去单纯靠政府投入的做

法，引导多方支撑、多元参与，建立“政

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慈善捐一点、个

人掏一点”， 共同推进养老助餐配餐合

作机制，发动地区单位积极参与“大配

餐”服务，建立岭南地区慈善会，为助餐

配餐服务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受惠的长者表示，大配餐服务“现场现

做，饭菜更香”，一顿丰富热饭在“微观”

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而蔡婆婆和麦叔是

其中受惠的两位长者。

堂食有菜有肉 菜式经常变换

蔡婆婆年逾九十，在岭南街生活了

六十多年，子孙偶尔回来探望，但更多

时候她都是独自生活。 蔡婆婆生活有规

律，上午出去走动， 中午时分回到岭南

街吃午饭。 还没有大配餐的时候，蔡婆

婆吃得简单，“家里就我一个人，午餐通

常煮面吃，晚饭再吃丰盛点。 ”蔡婆婆坦

然，一个自己吃得不多，而且也懒得煮，

所以吃面条比较多，此外就餐时在家面

对四面墙比较乏味。

大配餐出现后，改变了蔡婆婆就餐

习惯。 早上晨运后，蔡婆婆回家休息一

会， 约 11 时 30 分便走到社工服务站，

吃上午餐。 大配餐提供的饭菜颇为丰

盛，两菜一荤，有饭有汤。 跟过去煮面条

的日子相比，蔡婆婆说现在的午餐丰盛

多了。“有菜有肉，菜式经常变换，我们

长者都觉得很丰富。 ”蔡婆婆说，由于年

纪大了，吃得并不多，因此要求工作人

员不用盛太多饭菜，免得浪费。

就餐时， 蔡婆婆与邻居拉家常，关

心身边事。 此外社工会与蔡婆婆说说最

近社区发生的新鲜事，邀请婆婆参与社

区活动，丰富她的退休生活。

风雨不改 为行动不便长者送餐

除了提供就餐点， 岭南街的大配

餐还提供送餐服务。 每天中午， 岭南

街的配餐员风雨不改地为长者送午餐。

长者也想出奇招为配送员减负， 为了

让配餐员少爬楼， 他们将系有绳索的

篮子往窗户外送， 待配餐员将饭菜放

好后拉扯绳索“运送” 上楼。

麦叔年近七十， 独居， 由于腿脚

不灵， 前往配餐点需要慢走约半个小

时。 岭南街了解麦叔情况后， 安排配

餐员为麦叔送饭菜。 “他们真的很称

职， 对我们非常关心。” 麦叔说配餐员

不仅仅是送饭菜， 还会嘘寒问暖， 关

心长者的日常。 让麦叔印象深刻的是

去年台风“山竹” 笼罩广州时， “那

次台风破坏力惊人， 想不到配餐员还

是迎着暴风雨为我们送上热烘烘的饭

菜， 让我们感到很暖心。”

麦叔由于行动不便， 以前午饭往

往是清水面再加几片青菜， 但是从买

菜到做好饭也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

有了大配餐服务后， 他有更多的精力

听粤曲、 打扫家里的卫生。 他说， 岭

南街工作人员、 社工有打算帮助他打

扫卫生， 但是被他拒绝了， “做人不

能依赖， 能做就多做点。” 他还积极融

入社区， 不与社会脱节。 “配餐员送

餐来后， 会告诉我社区最近会开展什

么活动。” 麦叔了解到有唱歌活动时，

会到活动现场唱几首粤曲。 从配餐员

的信息传达中找到一个展现自己的平

台， 提升了自身的价值感。

灸前加强：

2019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五

一九：

2019 年 12 月 23 日 星期一

二九：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二

三九：

2020 年 1 月 9 日 星期四

灸后加强：

2020 年 1 月 17 日 星期五

髴

呼吸系统疾病：

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慢性咽喉炎、反

复呼吸道感染

（咽炎、扁桃体炎、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等）

、老

年慢性支气管炎、虚人感冒等。

髵

消化系统疾病：

胃痛、慢性胃病、慢性肠炎、胃肠功能紊

乱、消化不良等。

髶

运动系统痛症：

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痛等疾病。

髷

儿科疾病：

调节免疫、增强体质、支气管哮喘、反复咳

嗽、体虚易感冒、厌食、泻腹、遗尿、消化不良、汗症等。

髸中医辨证为虚、寒性疾病。

贴敷注意事项：

髴贴药时间一般为成人4小时，小儿2小时；贴敷后皮肤均

有热感， 因个人均有耐受性不同， 以皮肤感觉和耐受程度来观

察，如感到非常不适，请提前揭开药膏，避免灼伤皮肤。

髵贴敷当天禁食生冷、油腻、过咸、过油、辛辣的食物。

髶贴敷后皮肤出现红晕属于正常现象，严重者可外涂皮肤

软膏减轻刺激。 如贴药时间过长引起水泡，应保护创面，避免抓

破感染， 发泡时应涂抹烫伤药膏或到医院处理， 戒食易化脓食

物，如牛肉、烧鹅、鸭、花生、芋头以及鱼虾、生鸡等易致敏食物。

髷个别出现皮肤敏感者，可涂抹抗过敏药膏或前来就医。

髸天灸贴药治疗需坚持

（每年三伏天灸和三九天灸均要贴

药，中途不要中断）

，对巩固治疗效果、增强体质和抗病能力非常

有利。

髺天灸禁止人群：孕妇以及2岁以下婴幼儿、强过敏体质、

皮肤长有脓包、疖以及皮肤破损者、疾病发作期的病人、肺结核

活动期的患者、严重先天性心脏病、严重精神病、糖尿病控制不

良者、恶性肿瘤等质性疾病患者。

髼贴敷后当天不要洗冷水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