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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8 位南丁格
尔奖章获得者成翼娟、张利
岩、陈东、聂淑娟、丁淑贞、宋
静、泽仁娜姆、罗少霞前往四
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面
对面与全校师生分享了护士
职业生涯中的感悟和经验。
学校护理学院师生、相关医
院护理人员等 800余人聆听
访谈。

访谈中，各位专家结合
自身的实践经验，分别从护
理专业学子应具备的专业技
能和身体素质、传染病的护
理关怀、少数民族地区护理
要求、护理团队的建设和培
养、特殊疾病护理和灾难事
件护理研究、志愿者服务队
伍建设以及大好形势下对护
理学科和专业的要求等多角
度，做了详细的诠释和解读，
从新需求、新理念、新目标、
新模式、新举措五个方面，让
全校师生对护理职业有了全
新的理解和认识。

在建校六十周年来临之
际，在“5.12”国际护士节前
夕，8 位南丁格尔奖章获得
者集体到校与师生面对面，
讲述自己为社会奉献爱心、
为事业忠诚担当的事迹，不仅是帮助学校强
化立德树人、提升素质教育的一次生动实践，
更是不忘初心、用典型引路走岗位实践成才
的一次榜样示范。

南丁格尔奖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表彰
在护理事业中做出卓越贡献人员的最高荣誉
奖。张利岩是第 43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
陈东是第 39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奖者、北京佑
安医院护理部主任；聂淑娟是第 41届国际南
丁格尔奖章获得者、新疆护理学会名誉理事
长；丁淑贞是第41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大
连市护理学会理事长；宋静是第 45届南丁格
尔奖获奖者、柘城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泽
仁娜姆、罗少霞是第41届南丁格尔奖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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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在重庆举行的 2018 年全国
大学生创新创业峰会暨第十二届KAB创业
教育年会开幕式上，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内
科学在读博士戴韵峰入选2017年大学生创
业英雄 10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
邦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毅琴为10强
颁奖。

据悉，寻访大学生创业英雄活动由共青
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书处共同主办，
中国青年报社、KAB全国推广办公室承办，
自 2015年举办以来，已经持续举办 3年，成
为展示优秀大学生创业者的品牌活动。广
州中医药大学校友王锐旭曾获得“2016 年
大学生创业英雄10强”称号。

为解彷徨，建立中西医衔接的标准

2012 年，深圳市金华佗科技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实际上，1 年前，还在广州中医
药大学攻读中医7年制本硕连读研究生时，
戴韵峰就已经悄然启动了自己的“创客”计
划。

回想起创业的初衷，戴韵峰说：“作为七

年制医学生的我们，入学头两年学西医基
础，之后才开始学习中医。几乎每天，宿舍
同学都会围绕中西医的问题争论。我经常
感到遗憾，当西医像一座大厦一天天建起来
时，中医还依然像一堆四散的小土丘般被闲
置。是什么原因导致小土丘变不成大厦？
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翻遍了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的规定与所有相关材料，所得
到的第一个答案是——标准缺失。”

在中医中，关于失眠症状的描述，就
有不寐、少寐、眠差等说法。戴韵峰决定
通过国际医疗术语库，建立起中医与国际
标准的对应、关联，最终实现中医的标准
化和数字化。这样，当所有关联建立后，
中医中的“胸闷”就能够找到与西医“胸
痛”作对应，而“不寐”、“少寐”、“眠差”也
能自动关联到“失眠”。

方法有了，中医素材却成了大问题。大
批的文献资料仍未成为电脑中的中医素材，
只好采取土方法——将《伤寒论》《内经》《金
匮要略》《温病条辨》四本中医经典全文全部
人工录入电脑，并整理成7000多条经验，每
条经验都有病因和药方。现在这个申请了
著作权的数据库整合了约800本中医书籍、
7000味中药、6万首方剂、460个中医穴位。
在信息工程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这个数据库

“搬”上了公司运营的公众号，现在只要关注
“金华佗中医助手”微信公众号，就能对各类
中医内容进行免费查询。戴韵峰由此迈出
了“创客”梦想的第一步。

辞职创业，打造中医类互联网平台

随着深圳市金华佗科技有限公司的成
立，戴韵峰的“创客”梦想也越来越具体——
要做一个中医医患互动的大平台。2012年
春天，是戴韵峰焦头烂额的时期。研究生刚
毕业，留在广东省中医院 ICU当医生，白天
上班，晚上创业，同时还要应对团队骨干出
走的打击。“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医生多点执
业，也带来了一丝希望，我认为这是进入医
患互动平台市场的最佳时机。”戴韵峰为此
毅然决定辞去工作。

辞职后，他拿出了工作时积攒的 30 余
万元，还特别找银行和朋友借了30万元，以
防项目遭遇“滑铁卢”。接下来的时间里基
本都在疯狂找人——找团队、找投资人，一
个月下来，他积累的名片有数百张。

在设想中，通过APP和网页平台，一个
全新的“淘宝”式中医院将建立起来——“金
华佗”与有资质的中医生签约，全国各地病
患注册上线就可以挑选医生咨询。病患只
需要输入自己的病症关键词，平台就会“跳”

出相关的中医师，并确保系统在3分钟内应
答、医生在24小时内接受咨询。

在“金华佗”的平台上，患者除了可以向
医生咨询之外，还可以保存自己的病情档
案，并挑选自己的家庭医生，进行线下问诊；
此外，医生们还会在平台上定期开展义诊、
举办养生讲座。全国共有几十万名中医师，
在医生多点执业的趋势下，互联网医疗市场
蓄势待发。目前，“金华佗”已经与全国 400
名以上主任级中医师进行签约——这些医
生是团队挨个打电话、拜访“争取”来的。

历经苦难，团队初获成功

在外人看来，获得两轮风投后，“学生老
板”戴韵峰的腰包比以前鼓了，四处举债的
苦日子成为过去时。但是事实上，团队作风
还是很“抠”，正餐也只吃最平常的快餐。“创
业者如果觉得自己富有，就离失败差不远
了。”这是戴韵峰常对核心团队说的。

当了多年“创客”，戴韵峰总结了好几条
实在的“激励语”：“多阅读，多观察，才能有
火眼金睛发现哪里有机会”“要多思考，但是
不要想太多，起跑前不要停留在决策泥潭，
起跑后要少犹豫、要多坚持”“闭上嘴，迈开
腿，少说话，多干事”……总结起来好似云淡
风轻，但是创业途中总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坎
坷和辛酸。

现在，公司更名为广州杜仲哥互联网科
技有限公司，这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知名创业
团队带领下成立的“一站式中医执业孵化平
台”，致力于跨学科整合中医医术和互联网。

广州中医药大学在读博士戴韵峰入选2017年大学生创业英雄10强

“学生老板”打造中医类互联网平台
通讯员 肖建喜

日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在京召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世界中医药大会第四
届夏季峰会将于6月在江西南昌举行。江
西中医药大学及其第一附属医院作为大
会承办单位，将立足江西优势、弘扬江西
特色，积极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同时，
还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讲好江中故事，
深度实施国际化战略，全面推进世界中医
药名校建设，脚踏实地助力“一带一路”建
设，为人类的健康蓝图添彩加墨。

国际化，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
之路。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如何保
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用东方智
慧解决世界难题，更好地服务于世界人民
的健康？

历经新世纪的跨越发展之后，江西中
医药大学党政领导班子紧密结合高等教
育发展规律和学校办学实际，立足国家改
革发展需要、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和江西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经过反复研讨、论证，
创造性地提出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世
界中医药名校”的战略目标，指明了“实现
世界中医药名校的有效路径是实施国际
化战略”。

高平台上的强力推动

共建国家中医药教育国际化（南昌）
试验区。2017年，学校与教育部发展研究
中心、江中制药集团合作共建国家中医药
教育国际化（南昌）试验区，成立了国家中
医药教育国际化协同创新平台，并成功召
开了首届全国中医药教育国际化暨产学
研协同创新研讨会。这一国家级协同创
新平台承担着中医药教育国际化、中医药
服务国际化、中医药产业国际化“试验田”

作用，是学校助力江西推进中医药强省建
设的重要举措。

中外合建全球传统医学研究院。2016
年，学校与阿德莱德大学等中外高校组建
全球传统医学研究院，旨在开展中医药科
技、教育和产业国际合作，促进中医药与现
代生命科学、生物医学、药物科学和营养科
学等相关多学科前沿理论与技术的交叉融
合研究，实现对传统中医药学知识的二次
挖掘和重新发现，推动中医药学和中医药
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目前，学校与阿德
莱德大学正合作研发中药精油替代抗生
素、热敏灸脑科学等前沿项目。

首创面向世界的中医药传播高端平
台。2015年，由学校与江中制药集团联合
承办的全国首个岐黄国医外国政要体验

中心，接待了柬埔寨国王、六国驻华使团、
中亚多国记者团等一大批国际政要和友
人，对于推进江西省融入“一带一路”、促
进江西健康旅游产业和中医药事业发展，
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拓展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国际基地。
2015年，学校在韩国世明大学开办孔子学
院，开设汉语班，举办中韩医药学术研讨
会、热敏灸体验、中医药健康养生产品展
示、学生赴华夏令营、高层教育工作考察
团互访等系列活动，打造了内涵丰富、特
色鲜明的中外综合文化交流平台。

宽领域的全面发力

热敏灸之花在世界绽放。热敏灸作

为联合国向全世界推广的唯一一项原创
中医药技术，是该校陈日新教授团队历经
20余年潜心研究的原始创新成果，2015年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江西医学领
域首次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该奖项，成为
江西中医药服务人类健康的鲜亮名片。
2010年创办全球首家热敏灸医院；2011年
开办全国首个灸学院，吸引美国、日本、法
国等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余名针灸
医生前来学习热敏灸技术；2015年在葡萄
牙设立首家海外热敏灸分院，牵头成立世
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热敏灸专业委员会，
理事成员覆盖20多个国家与地区；2017年
分别在瑞典、瑞士设立热敏灸分院……，
热敏灸的世界辐射效应和影响力正在快
速提升。

中医援外蜚声国际。学校先后向突
尼斯和乍得等国家派遣25名医疗人员，其
中，刘敏勇获乍得总统骑士勋章。2017
年，学校附属医院专家组一行赴马来西亚
哥诊治近千人华侨及当地民众，外事机构
特发函致谢，外媒纷纷“点赞”。

国际化办学“双向模式”成效显著。
学校建立了中医翻译基地，引进俄语、韩
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语种的专业人
才。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医疗、学术交流
及科研合作，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法
国、澳大利亚、韩国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科研、医疗、教育机构建立了长期的合
作关系。学校与英国博尔顿大学合作办
学并招收首届学生；招收 6名境（海）外博
士研究生；获得香港学生免试招收资格
和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项目院校
资格；对外招收长期在校生规模突破
1500 人，是江西省内留学生规模最大的
高校。

江西中医药大学：

立足国际化讲好江中故事
通讯员 张安然 张卫平

江西中医药大学创造性地提出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世界中医药名校”的战略
目标，吹响“国际化发展战略”新号角

留学生学习中药炮制。

学子学子 采采风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