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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国爱耳日

各地信息

深入推进深入推进
中医药扶贫中医药扶贫

“是不是平时睡眠不好，手脚冰凉还老
出汗？……2月16日，在山东省菏泽市鄄城
县彭楼镇卫生院第一书记义诊室里，李春林
还在为谢庄村村民刘慧诊病。

“听村里人说这里有个中医书记，医术
高明，周三坐诊，听说找他看病的人很多，我
们怕排不上号，这不趁着今天周六过来看看
能不能提前挂号，没想到他竟然周六也出
诊。”刘慧的丈夫谢学运说。

2017年2月，山东省中医院病案质控室
主任李春林被组织派驻到菏泽舜城村担任
第一书记以来，发挥中医优势和专业特长，
以颇具中医特色的模式精准扶贫，被当地百
姓称为“中医书记”。

发挥中医特长，义诊扶贫老百姓

初到舜城村时，李春林按照“五必访五
必问”的要求，挨家挨户深入走访，了解村情
民意。李春林在走访中，发现村里医疗基础
条件差，从医人员少，业务水平偏低，为百姓
提供综合医疗卫生服务的能力不足。

“村里人大多是小病拖，大病扛，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严重影响着农民脱贫。”李春林
认为，精准扶贫是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的关键。

中医号脉、针灸治疗是李春林的专长，
平时都随身携带针灸针，边走访边诊疗。75
岁的刘宝存是村里的孤寡老人，身患疾病，
没有收入来源，仅靠一间危房遮风挡雨。李
春林得知后，上门为老人把脉、针灸，还帮助
老人申报为五保户，为老人修缮危房，且每
年给予第一书记带来的相关产业项目分红。

55 岁的村民刘文理偏瘫近两年，行动
不便，李春林不仅给他看病针灸，逢年过节
就给老人送油送面。刘文理说：“李书记给
我家接通了自来水，捐了轮椅，还帮我重修
了家门口坡道，方便了我坐轮椅进出。”

为服务周边百姓看病，李春林总是处
处为患者着想，常会在周边地区义诊。“李
医生看病，能针灸治疗的，坚决不开药，能
用相同疗效且价格低廉中药治疗的，坚决
不开名贵药材，总是开具价低且效果好的
小药方。”彭楼镇卫生院工作人员石蕾玉
说，李春林在彭楼镇卫生院的义诊吸引了

不少患者，因患者越来越多，无奈之下，只
能实行限号就诊。

与此同时，李春林协调山东省中医院组
织专家团队、“三下乡”医疗服务队到舜城村
和其他村义诊，先后为村民健康查体千余人
次，诊病2000余人次，发放健康手册1500余
份，为贫困户建立健康档案 375份，免费发
放医用设备和中药自制剂药品等。

扶持中药产业，帮带基层医生

舜城村紧邻舜王城中药材市场，中药材
产业是村子经济发展重要增长点。“为加速
村里中药产业发展，提升村民种植技术和经
营能力。”李春林结合帮包村实际，确定“中
医扶贫、医疗下乡”的特色精准扶贫理念，带
动当地中药产业发展。

针对普遍存在药材种植品种单一、缺乏
专业的技术支持等问题，李春林先后多次邀
请山东中医药大学及省内知名专家学者举办
系列讲座，讲解种植中药材过程中遇到的难
题。“以前，种植户只是盲目提高中药材产量，
不注重提高药性有效成分含量。”谈到培训种

植户带来的变化时，彭楼镇舜城村村支书刘
保盾说，现在，种植户注重中药材质量，不再
过于注重产量提升，收入反而增加了。

为提升基层医疗保障水平，以及乡镇医
师诊疗能力，李春林协调山东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帮扶鄄城县彭楼镇。同时，他还组织
当地医师免费参加“系统辨证脉学”培训等
活动，并结合自身看病诊病经验为医师讲
解，先后培训乡镇医师200余名。

在医疗扶贫过程中，李春林培养了彭楼
镇卫生院两名年轻医生，发挥了传帮带作
用。去年9月，28岁的石蕾玉考入彭楼镇卫
生院工作，因临床经验少，为病人诊病信心
不足。李春林收她为徒培养，给她讲解诊病
案例，让她坚定了走中医路的信心。

“平时老师为病人看诊时，都让我跟
诊。”石蕾玉说，李老师让我多看书学习，每
年至少看三本中医专业书籍，还帮助我做了
五年学习和职业规划，让我受益匪浅。

帮钱帮物，不如建个好支部

舜城村是省级贫困村，共有570户，总人

口1540，其中贫困户162户，共329人。刚来
时，李春林发现村党组织涣散。他就下定决
心，要撸起袖子先抓党建，把开展党建工作、
激活人心作为整治组织涣散的主要抓手。

“两年来，村里先后召开了22次党员大
会、41次两委会议，有效推动了‘两学一做’
常态化、制度化。”李春林说，为激发党员责
任感和奉献精神，还牵头建立村内重点工程
党员干部责任制，激发了党员干部的模范带
头作用。

把村支部的活力激发起来后，李春林带
领村内党员开展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工
作。村里建起了卫生室、舜王城幼儿园、养
老院、塑胶广场，配备了健身设施，安装 74
盏路灯，修建2.95公里水泥路和423米下水
道，改造15间危房……村里的这些新变化，
李春林都如数家珍。

2016 年，舜王城幼儿园项目申报未获
得审批。为此，李春林积极协调相关部门
后，终于在去年8月建成该幼儿园并投入使
用。“舜王城幼儿园覆盖周围多个村子，能容
纳 300个孩子就读，比私立幼儿园设施好、
教学质量高。”刘保盾说，“幼儿园的孩子半
年收费600元左右，私立幼儿园一个月就要
四五百元，相比起来，真是太便宜了。”

“帮钱帮物，不如建个好支部。”李春林
说，想要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得把主心骨立
起来，建强基层组织，把党员队伍素质提高
了，才能凝聚起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在
2017 年度的鄄城县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
李春林荣获全县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并记
三等功，成为全县最年轻的扶贫先进代
表。

李春林：贫困村里的“中医书记”
本报记者 陈计智 通讯员 刘 宇

他深入基层扶贫，发挥中医优势和专业特长，帮助村民种植中药，提高了中医

诊疗水平，赢得了好口碑——

今年3月3日是第20个全国爱耳日，湖北省襄阳市中医医院青年志愿者走进市商务第一幼儿园开展“安全用耳”主题宣教活
动，让孩子们了解正确安全的用耳护耳知识，教孩子们关注耳健康，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

图为活动现场。
通讯员 邵本刚 陈 艳摄影报道

本报讯 3月1日，在全国爱耳日来临前
夕，浙江省平湖市中医院联合当湖街道残联、
梅兰苑社区开展“爱耳日”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该院五官科沈海忠医师为
前来咨询的居民进行耳部健康检查，讲解
保护听力的方法及预防耳部疾病的知识。
现场接受咨询 32人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
100余份。 （袁海燕 成艳芳）

浙江平湖市中医院

到社区开展爱耳日活动

本报讯 3月 3日，江苏省扬州市中医
院耳鼻喉科开展“关爱听力健康，落实国家
救助制度”为主题的义诊、宣传系列活动。

该院耳鼻喉科医护人员免费为市民进
行耳部检查、听力检测，根据听力检测结果
有针对性地给予进一步诊疗指导。

除义诊外，医生还走进扬州市广播电
台，开展“爱耳小常识”知识讲座，让群众了
解关爱耳部健康相关知识。 （汤红芳）

江苏扬州市中医院

开展关爱听力健康活动

本报讯 3月 1日，年过七旬的山西名老
中医李廷俊代表山西仁爱中医骨病医院，向
山西中医药大学捐赠200万元，用于设立李廷
俊仁爱奖学金。

李廷俊是山西仁爱中医骨病医院院长，
首批山西省名老中医。从事中医六十余载的
李廷俊曾是一名赤脚医生，因家境贫困中途
辍学，后来担任过小学教师、管理区会计等。
他白天忙于工作，晚上攻读传统文化典籍和
医学书籍，1953年开始行医，走遍附近十里八
村，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

李廷俊仁爱奖学金用于奖励成绩优异的
中医学子，以鼓励大学生诵读中医经典、传承
中医文化。 （范丽芳）

名老中医向山西中医
药大学捐赠200万元

本报讯 3月 1日，2019江苏省中医药发
展、中西医结合学术大会在江苏省南京市举
行。

大会发布了2018年度江苏省中医药十大
新闻。“江苏中医药系统多种形式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发展中医药的重要论述”等 10项新闻被评为
2018 年度江苏省中医药十大新闻。会上颁
发了 2019 年江苏中医药科学技术奖。由全
国名中医刘沈林主持完成的“中医药对胃癌
术后无病生存率影响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等
3项科研成果获 2019年江苏中医药科学技术
奖一等奖，另有 8项和14项科研成果分获二、
三等奖。

同期召开了 2019年江苏省中医药学会、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大会。大会听取
并审议了由江苏省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学会秘书长黄亚博所作的《江苏省中医药
学会、中西医结合学会年度工作报告》。会
上，举行了2019年度学术活动启动仪式，并对
大会优秀学术论文进行了交流与表彰。

大会由江苏省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江
苏省中医药学会、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主
办。 （孙 骏）

江苏省中医药发展、中
西医结合学术大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罗乃莹）2017 年，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联合印发《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
划（2016—2020年）》，要求到 2020年，中
医药“一带一路”全方位合作新格局基本
形成，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 30个中医药
海外中心。近年来，中医药海外中心建

设取得了许多成就，也存在一些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
针灸经络研究所所长吴焕淦建议，进一
步推进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

吴焕淦表示，一方面，中医药海外中
心建设缺乏当地法律法规支持。另一方
面，中医药国际化人才储备不足、中医药

海外中心建设资金投入来源较少等诸多
原因都制约了中医药海外中心的建设。
此外，缺乏统一的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
标准和评估标准，不利于建设形成统一
的整体，进而发挥中医药海外品牌效
应。为此，他建议：

一是培养一批中医理论扎实、临床

经验丰富、外语运用熟练、熟悉国外政策
的中医药人才，派遣至中医药海外中心
承担日常的医教研等方面工作，提升中
医药海外中心服务水平。

二是通过政府引导、民间参与，鼓励
开展中医药海外中心多元化投融资模式
的探索实践，形成合作机制。

三是适时成立由中医药海外中心共
同参与发起的行业联盟组织。

四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
府的沟通协调，推动各国以立法形式在
中医医师执业资格、教育学历认证、中药
产品准入、中医诊疗费用纳入医保支付
范围等方面合理妥善地处理中医药服务
及产品的准入限制。

吴焕淦委员：

进一步推进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

本报讯 （记者罗乃莹）2019年 2月
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贯彻落实该纲
要，2 月 25 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澳门特
别行政区政府卫生局三方签署了《粤港

澳大湾区卫生健康合作共识》，深化中医
药领域创新合作成为共识。全国政协委
员、民盟广东省委副主委、广东省中医院
副院长卢传坚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要重视中医药科技创新。

一是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创

新中心”提供政策支持。将“粤港澳大湾
区中医药创新中心”纳入国家科技创新体
系。同时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创新中
心”的高效运行营造政策环境，解决跨区、
跨境的体制机制差异带来的困境。

二是以粤港澳科技合作为基础，助

推中医药创新走向国际。对此，卢传坚
建议，首先为粤港澳三方加强中医药科
技协作，开展联合攻关提供条件。建议
设立粤港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专项。其
次，探索中医药产品进入国际主流社会
的渠道，推进中医药产业化和国际化。
建议制定出台中医药产品在港澳地区
审批、注册、上市的指导意见，逐步建立
三地统一协调的中药新药研发标准和
审评体系，并探索通过港澳地区辐射国
际的有效路径，加快中医药国际化进
程。最后，以国际传统医学临床指南等
标准化工作为抓手，推进中医药规范化
服务走向国际。

卢传坚委员：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重视中医药科技创新

本报讯 3月 2日，胡希恕经方医学沧州
传承基地在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举行
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后，胡希恕经方医学首席指导
专家冯世纶现场授课。他系统整理总结了经
方大师胡希恕先生对经方的研究成果，带领
成立胡希恕经方医学传承团队，以多种形式
多次通篇讲授《伤寒论》，亲自指导并参与组
织开展了多次经方学术会议及经方面授讲
座，多次受邀到国外讲授经方学术经验。

沧州市中医药学会张仲景专业委员会同
期成立。本次活动由沧州市中医药学会主办，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承办。（贾 娜）

胡希恕经方医学沧州
传承基地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