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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安全用药 良法善
治”论坛在成都召开，作为2019年四
川省“全国安全用药月”活动主要内
容之一，论坛上正式发布了四川省

“社会药房执业药师药学服务能力
提升培养模式”项目。

记者在会上获悉，未来四川将出
台规定，对于没有执业药师的药店，
将不得售卖处方药、不能被设为医保
定点药店、不能卖中药饮片……

药师重要性：
有执业药师就多一道风险控制

“美国有关机构专门做过调查，
美国每年因不合理用药造成的死
亡人数达60万之多。”据四川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委书记赵勇
介绍，美国每家药品零售店都配备
2名执业药师，但尽管如此，每年仍
有如此多人因不合理用药而死亡。
可见如何实现用药合理安全，最重
要的一个用药风险控制环节就是执
业药师。有了执业药师，就多了一道
风险控制。“儿童、老弱、妇女用药都
是有具体规定的，但很多时候都是
家长、亲人、自己随便到药店买药，
没有专业药师指导，很容易出现安
全隐患。”

据人民日报报道，2013年，我国
儿 童 不 合 理 用 药 比 例 高 达
12%-32%，滥用抗菌药物、成人药
减量用于儿童的情况普遍存在。不
仅仅是儿童，成人不合理用药情况
同样存在，如何让国人更加合理用
药，执业药师的普及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药师协会会长张耀华指
出，药师是提供药学服务的重要医
务人员，参与临床药物治疗，对实
现安全有效经济用药目标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对照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安全用药需求，进一
步履行药师职责，提升服务能力，
促进药学服务贴近患者，贴近临
床，贴近社会，从而更好维护人民
群众用药安全和身体健康。“大的
国情方面，应从以治病为中心，转
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药学服务也
亟待从以药品为中心的传统模式，
向以患者为中心的现代服务模式
转变。”张耀华说。

缺口大：
注册药师人员仅为药店的一半

“执业药师在国内存在起步晚、
执业素养较低、待遇低等问题”，在
赵勇看来，由于国内药店普遍都以

“夫妻店”等小药店为主，如果每个
药店都配备一名执业药师，显然短
期内无法满足需求。“执业药师资格
考试，成为培养药师的重要途径。”

尽管如此，药师的通过率仍然
比较低，执业药师数量仍无法满足
药店需求。“目前四川省的执业药师
资格考试通过率为8%-10%。”赵勇
坦言，四川省从1996年开始实行执

业药师资格考试制度，20多年来，全
省有57290人通过执业药师资格考
试，其中注册执业药师30059人。其
中，真正在药店工作的执业药师大
概有2万多人，而全省的药店总共有
4万多家。

“虽然，执业药师与药店之间仍
存在很大的数量差距，但执业药师
资格考试带来但最大成效是，持续
不断的提升从业人员职业素养。”赵
勇告诉记者，“考虑到社会需求太
大，更要坚定朝执业药师专业化方
向迈进。”

持续性：取得执业药师资格后
还需继续教育

“取得执业药师资格并不是终
点，还需要对这些人才进行不断培
训提高。”据赵勇介绍，持续性很重
要，这有利于提升我国执业药师整
体水平，而最近开展的社会药房执
业药师药学服务能力提升培养模式
项目就是一项重要尝试。据了解，社
会药房执业药师药学服务能力提升
培养模式项目是由四川省执业药师
协会倡导并管理的药学服务创新模
式项目。

“取得执业药师资格之后，每年
都需花90个小时上课学习，通过网
络在线学习等方式进行继续接受教
育。”赵勇说。

目前，已制定《药学服务示范药
房管理办法（试行）》、《药学服务示
范药房服务规范》等文件以指导项
目的推进，确定《“药学服务中心”智
能化平台规划建设方案》，并正式启
动平台建设。

11月15日，首期药物治疗管理
培训班顺利开课。

下一步：执业药师直接决定
药店可否刷医保卡、卖处方药

“现在有几个关于执业药师的
政策正在研究中。”赵勇告诉记者，
目前，国内一些省市已经开始试点，
将执业药师列为药店开展正常药品
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四川省相
关规定也正在制定中，目前主要有
三方面考虑：

第一，没有执业药师不能被列
为医保定点药店；

第二，没有执业药师，不能售卖
甲类处方药等风险较高的处方药；

第三，没有执业药师不得售卖
中药饮片。

药品的安全风险控制，可通过
人、制度、技术等手段实现，药师作
为其中重要一环，将在一线为人民
群众提供服务，所以未来，执业药师
将成为普通群众购药的重要指导人
员。除此以外，执业药师还将在药店
药品质量管理、提供药学技术服务
等方面提供支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
宇恒 严丹

11月24日上午，成都金牛区陆家
七队附近的清风渠河边传来阵阵呼
救声，正在附近巡逻的金牛区陆家
桥社区的邓学文、李委和王远冰立
即前往查看发现，一位白发老人不
慎掉入了冰冷的河水中。危难之际，
社区巡逻队邓学文和好心市民周海
森联手施救，将老人救上了岸。

“快来救人，有人掉河里了!”24
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金牛区陆家

桥社区巡逻队正在巡逻，听到群众
的呼救声，巡逻员邓学文、李委和王
远冰三人立即跑到河边救援。

李委发现，老人的落水位置在
河道中央，头部勉强露出水面，当时
正下着雨，气温只有8摄氏度，情况
危急。于是，邓学文和热心市民周海
森用树枝把老人勾过来，再把老人
抬上岸。

参与救援的市民周海森告诉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当时听到
有人掉河里了，他和邓学文一起到
河边救人，两人用树枝把老人拖回
岸边。当时雨下得有点大，天气很
冷。老人被救上岸后，热心群众刘英
见状脱下外衣，裹在了老人身上。

几位围观群众认出落水的老人
就住在附近，于是赶紧跑去通知她
的家人，好心人则拨打了119。老人
被救上岸后，消防员和老人的家属
一起将老人抬上车。“我们一起把老
人送到了川建医院，医生马上抢救。
我们当时离开医院时，老人没啥问
题。”李委告诉记者。面对老人家属
的感谢，他表示，这是职责所在，“没
啥好多说的”。

老人的家属告诉记者，老人目
前无大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
挺 李跃 陆家桥社区巡逻队供图

西华大学副教授、四川省李冰研究
会副秘书长李钊认为，李冰作为蜀郡
守，对成都平原肯定是进行了一个全面
的考察。在考察过程中发现成都平原是
两大水系构成的，第一个水系是岷江及
其支流，第二个是沱江及其支流。治理
这两条水系应该是同时进行的，只不过
后期治理重点是放在了什邡，最后累死
在什邡。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赵殿
增参观高景关后表示，可以把朱李火堰
称为“小都江堰”。他认为，李冰治水始于
都江堰，终于章（山）洛水。现在看来，如
果只看都江堰，没有看章（山）洛水，就没
有看清一个完整的李冰，也就没有看清

整个都江堰。从这个角度说，这个章（山）
洛水应当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甚至以后
可以重新开发建设。

“李冰治水，让蜀地成为一个新的
有地方特色的经济文化区。再加上后来
张仪筑城、文翁治蜀等事业的成功，使
蜀地成为民族大融合的一个成功范
例。”在赵殿增看来，除治水外，李冰对
于古蜀文明的发展，乃至在中国文化发
展中的地位都应得到充分肯定。

鉴于李冰治理了岷江水系和沱江
水系，有专家学者还在研讨会上提出，
应将都江堰和朱李火堰联合起来进行
开发建设，这将有利于李冰文化的传承
和创新。

了解都江堰了解都江堰，，只了解了李冰的一半只了解了李冰的一半

石埂分水岭将沱江上游支流
洛水分为外江和内江。外江用以泄
洪；内江用于灌溉，其中下段建有
朱堰、李堰、火堰。

●古称洛口堰，位于四川什邡高景关
●系李冰为治理古蜀水患而修建的“导洛通

山”水利工程的一部分，包括朱堰、李堰和火堰
●“朱李火堰”位于洛水内江中下段，用于

灌溉，与都江堰内江一起，造就天府之国“水旱从
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盛景。

李冰是四川人，而且还可能是氐
族部落的人？有学者对李冰的籍贯发
表了自己的观点。

西华大学副教授、四川省李冰研
究会副秘书长李钊介绍，从现在的文
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尚未形成一个关
于李冰籍贯问题的完整证据链。

“李冰葬于什邡”的观点得到了

学界的普遍认同，不过李冰的籍贯却
一直是个谜，各方观点也不一样。

“李冰的籍贯问题，目前学术界比
较流行的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山西
运城人，第二种是蜀人，第三种是户籍
不详。三种说法中，自清代以来，流传
最广的，影响力最大的，就是蜀人说。”
李钊介绍，20世纪比较有名的两位专
家——蒙文通先生和任乃强先生都提
出了一些观点来证明李冰是蜀人。

什邡市博物馆馆长杨剑说，任乃
强、王家祐等先生均认为李冰就是蜀
本地人，因为李冰具有蜀人的宗教观
念、文化特征，熟悉蜀郡的天文地理、
水利交通、盐铁物产等，且葬于什
邡 。其中，王家祐在《李冰导洛卒于
什邡》一文中指出“李冰是生于斯，而
又殉职于斯，所以归葬于章山，是符
合当时习俗的”。

“古人重乡土，死必归根埋骨于
祖茔，蜀人有‘魂归天彭阙’的传说。

《蜀王本纪》也提到李冰所说的‘魂归
天彭阙’。”杨剑认为，李冰属蜀人。

关于李冰是山西运城人的说法，
主要依据是有人拿出了族谱。对此，
什邡当地学者郭辉图认为，在梁时，

“谱牒讹误”现象已经存在，现在的多
数族谱起于宋，盛于明清。由于以上
原因，李冰自然会被列为李氏先祖。

郭辉图还从李冰的姓名提出了
自己看法。他说，东汉许慎《说文·氏
部》有载：“氏，巴蜀名山岸胁之旁箸
欲落堕者曰氏。”而与“氏”最相似的
字是“氐族”之“氐”。氐字的音义可能
构成了“李”字的来源和初原状态。

“冰”的原型为“仌”（bing），就是理
水、治水之意。因此，“氐仌”即“氐之
理水人”，或曰“氐族水工”。

什邡桂圆桥遗址的发现揭开了古
蜀人的迁徙路线。根据目前的考古研究
成果，学界普遍认为从九顶山上迁徙下
来的古蜀人第一站到达的便是什邡。

“‘李冰’的可能含义包括那个氐族
的水工、来自龙门山氐部落的能工巧
匠等等。”郭辉图说，他可能是蜀人的
理性、理想、历史真实与虚构的多重集
体叠加和记忆，而所有这些都指向一
个方向--他来自龙门山脉前山地区。

不过，李钊表示，目前为止，无论是
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一个关于李冰
籍贯问题的完整证据链尚未形成。

赵殿增表示，不管李冰是哪里
人，他都代表了一种先进文化，并具
有高超的领导艺术。他成就了“天府
之国”的千年基业，成为一个造福后
世、受万代敬仰的伟人。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摄影报道

专家建议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都江堰联合开发建设

四川或将出台规定：

无执业药师药店
禁卖处方药、不能刷医保卡

来
历

在修建都江堰治理岷江水系
后，李冰赴什邡治理沱江水系，通
过高景关“导洛通山”水利工程，将
沱江上游支流洛水分为内江和外
江。李冰治水后期重点放在什邡，
最后，累死并葬于什邡。

修
建

用“火烧水击”法：在洪水到来
前先用火烧高景关悬崖峭壁，把
山岩烧裂开来，待洪水暴发，必然
冲击山崖，山崖轰然崩裂，高景关
被凿开。再修鱼嘴，即洛堋（石埂分
水岭）。

功
用

“朱李火堰”秘档

战国时期，约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守李冰率众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自此之
后，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府之国由此而兴。

关于李冰生平，资料很少，一是山西运城人，二是蜀人，三是不详。不过有一点
很确定，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蜀地。李冰父子凿离堆，开堰建渠为天府之
国带来的福泽，一直为世人所崇敬感激，二王庙自古香火鼎盛。

如今，2000余年过去，这一水利工程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李冰也入选了首批四
川历史文化名人10人名单。“了解都江堰，只了解了李冰的一半。”11月23日，在四
川什邡·李冰学术研讨会上，有专家学者认为，天府之国不仅得益于都江堰，李冰在
沱江水系兴修洛口堰（今称“朱李火堰”），也有重要贡献。

说起都江堰，人们就会想起李冰。
但很少有人知道，与都江堰几十公里之
隔的四川德阳什邡市洛水镇，还有高景
关“导洛通山”遗址工程、大王庙以及李
冰陵园等与李冰有紧密联系的地方。李
冰为什么会出现在什邡呢？

成都平原有岷江水系和沱江水系
两大水系。都江堰位于岷江之上。沱江
上游有三大支流，分别为绵远河（绵
水）、石亭江（洛水）、鸭子河（湔水）。三
大支流中，尤其洛水水患频发，给农业
生产和百姓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洛
水，就流经什邡市洛水镇。

距离都江堰数十公里外，还有一座
著名的水利工程也是由李冰设计修建，
这就是朱李火堰。

朱李火堰位于什邡高景关。11月23
日上午，四川数十名专家学者来到高景
关，参观李冰在世修建的最后一座水利
工程。远远望去，高景关绝壁千仞，与对
面的云盖山左右对峙，形如一道雄关铁

门，名叫“瀑口”。瀑口的山形地貌，酷似
都江堰内江的宝瓶口，洛水进入瀑口直
下，分别注入朱堰、李堰和火堰。

“都江堰是用于岷江流域的治理，
岷江之水抵达成都平原的中南部地区。
所以，岷江治理好了，只解决了成都平
原中南部的水患问题。成都平原中北部
的水患主要是由沱江水系造成的。”原
什邡市政协副主席郭辉图介绍，有相关
水文资料记载，相差最悬殊时，洛水汛
期流量是枯水期的180多倍。所以，李冰
在完成都江堰工程之后，就来到什邡导
洛通山。高景关本来是两山相连的。但
李冰采用“火烧水击”的方法：在洪水到
来前先用火烧高景关悬崖峭壁，把山岩
烧裂开来，待洪水暴发，必然冲击山崖，
山崖轰然崩裂，高景关被凿开。再修鱼
嘴，即洛堋（石埂分水岭），东面为外江，
主要功能是泄洪，西面为内江，主要功
能是灌溉。又在内江上中下段修建朱
堰、李堰、火堰。

A李冰治水 两大水系治理
造就“天府之国”

B专家建议 可称为“小都江堰”
纳入世界文化遗产

延 / 伸 / 阅 / 读 李冰是四川人？无完整证据链证明其籍贯

老人跌入冰冷河水
众人上演感人救援

位于什邡洛水的洛口堰位于什邡洛水的洛口堰（（今称今称““朱李火堰朱李火堰”）”） （（什邡市供图什邡市供图））

什邡市洛水大王庙里的李冰像

专家到什邡高景关实地查看洛口堰

巡逻队员和热心市民联手将老
人救上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