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习编辑 肖子琦 美编 刘静 廖敏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社会12
2018年5月24日
星期四

聚焦小升初聚焦小升初：：
家长问题多 校长“答题”忙
2018名校直播面对面第三天 全网收看人次破140万

“学校分班标准是什么？”“所谓分层教学，是不是
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昨日，来自成都市三原外
国语学校、博骏公学、成都美视国际学校等五所学校的
校长们，依次做客“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2018名校直
播面对面小升初专场”直播间，在给予升学建议的同时，
还就诸多“网络传言”做出正面回应。

已经进行到第三天的小升初直播，热度一如之前。
昨日，全网全天直播点击观看量累计超过140万人次。

中成药品种繁多、功效复杂，多数人
不清楚应用规范和方法。药店销售、医院
处方也不会详细交代注意事项，给人久
服仍然安全无毒的错觉。实际上，用好它
的关键，需要既辨西医病、又辨中医证。

■看起来像西药
中成药，按照中医理、法、方、药原

则配方，制剂标准生产，含单味或多味
中药，分片剂、胶囊、颗粒等剂型。包装
外观、用法与传统煎煮服用的汤剂已

大相径庭，很多人会误认它是西药。其
功效分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益气养
血、滋补肝肾等，涉及气血阴阳、五脏
六腑的概念。包装说明有西医病，还有
中医的证型、症状。而西药包装盒，只
写明西医病名，不涉及中医的内容。中
成药与西药的差别，在于此。

药物固定后，适用的中医证型、症状
就不变了，但针对不同病人的个性仍显不
够。处方时，需要在其共性基础上，在中药
具体配方时再根据病人的个体加、减用
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处方，类似排兵
布阵。同一病证，千个中医有千首处方。

■是药有三分毒
实际用药，应区分药物不同组合

的偏寒偏温、偏苦偏咸、不同功效。适
合一部分人的中成药，不一定适合其
他人群，有时甚至有害。当某个品种的
药物组合药性强，则针对性强，乱吃久
服的副作用和毒性就会逐步暴露出
来。当病情、体质、合并病证随时间而
发生动态的变化，之前病与证相符的
用药方案就该调整了，否则属于药不
对证。这些用药细节，病情没有质变的
量变阶段，普通老百姓是注意不到固
定用药、长期用药所带来的危害的。

中成药的外包装、说明书没有中药
材剂量、药材比例的注解，也缺乏应有
的提醒和用药注意事项、禁忌症，比如
不适合那类人群服用等等，对服用时间
的长短也没有要求。和西药一样，长期
服用都需要专业医生的指导、提醒，否
则用起来就有些盲目、随意了。如果说
明书不标注，怎么清楚药物组合的关
系、比例、功效范围呢，对于非专业的老
百姓，长期服用难保没有毒性。

■统一辨病辨证
追求药到病除，必须符合西医疾病、

又适应中医证和症状，缺一不可。超剂
量、超年龄、超时间、超用药范围，疗效得
不到保证、安全隐患也很大。这就要求使

用者既了解每味中药材之药性与药效，
也理解药材间的相互配合规律、禁忌症。
否则，治疗中、长期用药伴随的毒性大、
疗效差的情况，到底该怪中成药无效、有
毒，还是反省自身用药不合理呢？

寒热温凉是中药基本药性，应与
体质相符才用药精准。偏寒体质用凉
药，病情雪上加霜，偏热体质用热药病
情火上浇油。咳浓黄痰时用温肺散寒
药，热性出血用药含有辛温燥热之品
药，乃用药大忌，而累积性、迟发性药
物副作用，很多人也无法预料和防范。

平常，没有定期的专业把关，建议
中成药服用不超过7至10天。否则，中
成药的偏性，会给你找事儿哦！

第十七期
本专栏由刘松山医生每周四发文

中成药的心，其实你不懂！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四川省拔尖中医师

刘
松
山

作为成都老牌民办学校之一，成都
市三原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三原）今年
计划招收12个班，共计576人，其中本地
生500人，外地生76人。

在自主招生面谈内容与形式方面，
校长曾成彬表示，主要以开放性问题为
主，重点考察学生的认知能力、思维能
力、语言组织表达能力，也包括校园生活
的常识、国家时事等方面。同时，面试主
要是通过小组的形式展开，通过生生互
动、师生互动以及学生个体的完成情况，
进行学生综合能力的考察。

在今年计划开办的12个班中，包括
英语高起点课程班、数学高起点课程班
和云班课程班。关于入学分班，曾成彬
谈到，“摇号生和自主招生的学生分班原
则一致。”

此外，学校还将课堂搬到自然中去，
开设了营地课程，不仅利用三原湖养鱼，也
将“开心农场”引入到学校，“希望通过这样
的营地课程，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进步。”

博骏公学是今年5月才正式亮相的一
所全新学校，受到了业内和家长们的强烈
关注。昨日，针对家长们对博骏公学的种种
疑问，副校长王才金一一进行了解答。今
年，博骏公学初中部将招收10个教学班，预
计每班45人左右，进行小班授课。目前学校
只通过面谈招收学生，家长可以通过官网
或官方微信关注面谈信息。学校在主要学
科上实行分层走班，将分为ABC三类班级，
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同时也会根据学生
的不同兴趣爱好，实行分类走班。

虽然博骏是一所新学校，但是师资力
量十分雄厚，学校主要领导都拥有丰富的教
学管理经验。其中，总校长由曾历任成都七
中常务副校长、成都外国语学校校长的段必
聪担当，副校长团队由原成都七中嘉祥副校
长何灵、原成都七中八一学校副校长王才
金、原成都七中万达学校教学副校长刘杰、
原成都天涯石小学校长喻珂组成。学校中层
领导同样也来自于各大名校，教师队伍则由
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领衔，中年教师为主。

“成都美视国际学校名字中的‘美视’，
并不是指的美术，也不是影视，而是由美视
国际集团得名而来。”对于一些家长对学校
名字产生的误解，直播开始，成都美视国际
学校中国部校长徐德雄向家长们作出了解
释，“国际学校也不同于外国语学校，不是注
重于语言，而是希望办一所具有国际先进教
育理念，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学生的学校。”

“要出国，到美视。”对于坊间流传的说
法，徐校长在直播中表示，这个说法只说对了
一半。美视国际固然有诸如中美英才班、亚太
国际教育班以及IB项目班等出国项目，具有
西南地区唯一一所三个项目同时授权的IB项
目，但也只是三分之一的学生学习国际项目
考入国外优质学校，其余三分之二的学生，学
习的是非国际化教育项目，参加中高考。

成都美视国际学校的办学结构也与其他
学校一样，其小升初的直升率达80%。徐校长
谈道，“学校师资力量雄厚，课程丰富多样化，
并且有30余名外教，不仅对学生进行语言环境
的营造，也能实现对学生全方位的锻炼。”

有湖养鱼有地种菜
让学生体会收获的喜悦

成都市三原外国语学校

“大咖”云集
致力打造高端精品K12学校

博骏公学

引进国际教育理念
培养学生国际竞争力

成都美视国际学校

成都树德中学博瑞实验学校（下简称
树德博瑞）由树德中学直接进行教育教学管
理，是树德中学旗下唯一民办性质学校，也
是树德教育集团核心成员校。副校长邓文光
介绍说，今年初中部共招收10个教学班，每
班45人，另外学校有部分直升生源，因此预
计对外招收250人左右。在面谈时，学校更加
注重身体心理素质、品德表现、行为习惯、团
队合作、适应能力和小学学习情况等。

邓校长认为，中学生可塑性很大，因
此学生入学后采取平行分班，分层教学，
在初一下学期再根据学生学习情况，进行
部分学科个性化教学。同时学校不会一味
地只抓成绩，还会更多考虑孩子的终身成
长，学校十分注重心理健康，每一位班主
任和生活老师都有心理健康教育C级证
书，这在其他学校是比较少见的。

学校拥有很多特色活动，通过活动慢慢
渗透培养学生的能力，让每一次活动都有教
学价值和成长意义。邓校长强调，学生成长是
全方面的，这些活动不会冲击教学。

注重心理健康
让每一次活动都充满成长意义

成都树德中学博瑞实验学校

直升比例约占50%
国际课程班培养综合能力

北大附中成都为明学校

北大附中成都为明学校校长曹征介
绍，今年学校小升初招生计划为8个班，
288名学生，完全实行小班化教学，每班仅
为36-40人。预计7月5日到7月13日进行面
谈。曹征透露，面谈内容主要分三大方面，
包括介绍家庭情况、兴趣爱好和性格特
点、询问学科基础等。

作为一所已经形成“精致小学”“优
质初中”“多元高中”的完整K12格局的学
校，其直升名额也成为家长关心的问题。
曹征表示，目前每年的直升名额大概在
50%左右。

在直播中，曹征向广大家长特别推荐
了学校的汤姆森国际课程班，“该班主要
强调外语特色，开设了外教口语课，在综
合素质提升上，该班安排了艺术素养提升
课，高尔夫模拟实验课，心理拓展活动课
等特色选修课程，以及北京游学、厨艺学
习等实践课程。从这个班走出来的学生，
综合能力和素质都是非常高的。”

（陈兴隆 应鑫 胡越）

据了解，为把好“原产地好产
品”的产地关和品质关，“塬来好物”
产品团队半年前便开始就前往全国
30余个原产地考察调研。

刚刚从青海玉树赶回成都的“塬
来好物”产品经理高伟说，目前正是
新鲜虫草的上市季节，为此他和团队

专门赶往玉树，寻找“物美价廉”的好
虫草。“这个平台把关非常严格，完全
可以说是挑剔！”青海草原黄蘑菇供
应商仓毅苦笑着说，“塬来好物”团队
完全是用“X光机”般的眼光在甄选
他基地的产品，“检测报告这些基础
的就不说了，他们对大小、颜色、新鲜

度这些统统都有要求。”
“打造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希

望把最正宗最地道的好产品带给消
费者。”“塬来好物”平台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平台将产品的“原产地好产
品”作为第一准则，“不但要给消费者
最实惠的，还要给消费者最好的。”

虫草

昨日，目前在市面上大热的首
款吃辣喝的酒“凉露”也入驻“塬来
好物”微商城。现在起，您只需要关
注“塬来好物”微商城，即可下单体
验这款酒。

对于入驻“塬来好物”新零售平
台，凉露品牌负责人则表示，塬来好
物是一个极重视品质把控和服务体
验的新零售平台，这与凉露的理念
不谋而合。与优质平台的合作，不仅
能带给消费者更优质的美味享受，
对品牌来说也是一次双赢之举。

据了解，由于凉露很重视平台
的质量和服务体验，这款酒现在仅
在有限的几家高质量平台销售。目
前，上架“塬来好物”微商城的凉露
有3瓶装、6瓶装、12瓶装三种规格，
其中微凉、中凉、特凉3瓶组合装为
预售商品，售价为88元。

“塬来好物”线下门店26日开业，冬虫夏草19.9元/根、三七248元/斤

源头产品“闯关”入驻“塬来好物”

线上线下体验式购物

商品名称 原价（元）
海伶山珍桃胶250g 29
海伶山珍青川黑木耳125g 28
艺福堂 大麦若叶75g 29.9
宝芝林雪耳花胶甜汤75g×1 29.9
宝芝林五指毛桃薏米红豆汤100g×1 29.9

商品名称 原价（元）
贵财家五常宝宝粥米350g 26.8
艺福堂 薏米茯苓茶240g 39.9
艺福堂玫瑰荷瘦茶160g 39.9
艺福堂 薏米红豆粉600g 29.9
海伶山珍土蜂蜜500g 56

即日起至25日
“塬来好物”线上微商城9.9元大促

品名 单位 药房参考价 门店售价 开业促销价

5.26日冬虫夏草日
玉树冬虫夏草（干草） 克 198元 138元 99元
玉树冬虫夏草（鲜草） 根 39元 28元 19.9元

5.27畅润呼吸日
云南文山三七 500克 480元 298元 248元
阿坝川贝母 10克 90元 80元 58元
金堂陈皮 1克 1.8元 1元 0.7元
加拿大西洋参 1克 2.5元 1.6元 1.3元

5.28鱼燕养颜日
印尼官燕 1克 88元 58元 42元
大连辽刺参 150克/盒 1750元 1750元 1388元
都江堰鱼子酱 10克/盒 198元 138元 买二赠一

■特别提醒:为方便购买，本周末大家也可以前往买够生活馆（花牌坊185号四
川档案馆隔壁）选购青藏高原冬虫夏草。新鲜虫草低至19.9元/根，限量500根，
干草低至99元/克，限量2KG，其他规格产品全部特卖价销售。

■线上商城：搜索关注“塬来好物”微信公众号（cdsb-mygo）
■线下门店地址：总府路店：总府路3号附2号（新华文轩旁）

威斯顿联邦大厦店：人民南路四段19号（地铁1号线倪家桥站
C出口旁）威斯顿联邦大厦一楼大堂

26日至28日门店特卖
新鲜虫草19.9元/根 文山三七248元/斤

吃辣喝的凉露酒
入驻“塬来好物”

昨日，由成都商报买够网携手青海春天打造
“塬来好物”高端食材新零售平台的消息经报道后，
引发了众多消费者和供应商、业内人士的关注。

据了解，为了带给市民地道的“原产地好产
品”，“塬来好物”团队在半年时间踏遍30余地寻
找好产品。每一个上架的产品，都要经过产地认
证、品控、物流等层层“闯关”测试。

9.9元线上拼团 市民称“好玩又实惠”
昨日一早，“塬来好物”线上微

商城便呈现出火爆态势，上百用户
争相组团购买桃胶、蜂蜜等滋补养
颜产品。“我觉得多有趣的，想要低
价就要拼团买”家住东二环的林女
士说，昨天一早她看到报道后，她立
马在小区业主群“拉帮结伙”，找了
20多个宝妈拼团扫货，“平时也吃桃
胶这些产品，但基本上都是在线下
店买，怕网上的不靠谱。但这个平台

有买够网和青海春天的背景，我们
还是比较放心。”

据了解，除了“塬来好物”微商
城 9.9 元拼团受到了众多女性消费
者的青睐，更有一些消费者迫不及
待到“塬来好物”线下门店打探一
番。“先来看下情况，到时候等开业
再喊上老朋友些来买！”家住锦江区
的王新臣今年58岁，平时经常在微
信上跟喜欢诗词歌赋的同好聊天，

也会网购，“但滋补品都挺贵的，在
网上买没看到品质还是不放心。”

王先生表示，以前他也在网上
买过冬虫夏草这些滋补品，但拿到
货之后发现跟网店的图片根本不一
样，完全是欺骗消费者，“如果能让
我们先看货，再马上买或者再到网
上买，而且还能享受到跟网上一样
的价格，那肯定很好啊！”。

跋涉30余地 奔赴源头寻访好产品

燕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