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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信息

各地信息

各相关单位：
2018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

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
的通知》，要求各地、各试点医院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狠抓各项改革任务落实，确保现代医院管
理制度试点取得实效并加以推广。

为切实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有效提升
公立医院内部管理和外部治理水平，全面推进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在中医医院的建设推广，现场学习交流有
关地市、机构在医院章程制定、学科建设和职业化队伍
建设、精细化运营和绩效管理等重点工作的有益经验，
对照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要求和任务，聚焦
并探索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医院控本增效、技术
提质和服务优化，进一步提升中医医疗机构的管理水
平和服务能力，《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浙江省中
医药学会定于 2019年 10月 17～18日在浙江省嘉兴市
举办“全国中医医院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典型经验推进
会”，诚邀政策制定者、医院管理者、行业专家等，共同
为中医医院的现代医院管理建设出谋划策。

现将活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9年10月17日~18日（17日报到）
二、会议地点：
浙江省嘉兴市龙之梦酒店（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中环南路1977号龙跃大厦B幢，总机0573-82999888）
三、参会对象：
全国各地中医药管理部门、中医医院管理者、全国

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医院的相关人员等。
四、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主办单位：《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

浙江省中医药学会
承办单位：浙江省嘉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浙江省嘉兴市中医药学会
浙江省嘉兴市中医医院

五、活动内容：
全国中医医院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典型经验交

流。
主题演讲及经验交流单位（拟）：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医政司，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省中医院，北京中医
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嘉兴市中医医院等。

六、报名方式：
参会人员请认真填写《报名回执》（附件），并于2019

年10月8日17:00前发送至邮箱 jxzyyyq@163.com。

怀小峰 13736438281 0573-82086153
石云彬 15824382682 0573-82296015
传 真：0573-82078636
七、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不收取培训费。往返交通及食宿费用自

理，回单位报销。
《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 浙江省中医药学会

2019年8月29日

关于举办全国中医医院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典型经验推进会的通知（第一轮）

“全国中医医院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典型经验推进会”报名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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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人员姓名

参加人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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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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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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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标间（340）元/晚（双早），单间（340）元/（单早）；报名回执请注明住宿房型、数量、不填视为不住宿。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一个，中国智慧
解决世界难题的故事——针刺麻醉。”一
句抑扬顿挫的开场，一个精彩故事即将
展开。近日，由中国针灸学会主办的全
国首届针灸故事大赛在辽宁省鞍山市举
办，从全国优选出的 16位中医针灸人讲
述了银针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6个针灸故事，16段人生感悟。在历
史与现实的细节里，在饱含深情的讲述中，
针灸不仅是一项历久弥新的中医技术，也
是一本记录着历史与现实的故事书。

针灸人跨界做起“演说家”

带着一个尘封 25年的故事，成都中
医药大学的参赛选手谢彬池踏上了黑土
地。兴奋、好奇、期待，他的心情如同两
年前刚进入大学。

这注定是一段美妙的旅程。两年
前，谢彬池考入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
拿学院，开启了他与针灸的缘分；两年
后，谢彬池站在舞台中央，把他在学校听
闻的那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讲给大家、讲
给世人”。

聚光灯下，谢彬池娓娓道来：“罗才
贵老先生于 1994 年 1 月赶赴南非，当时
的南非视中医为巫术。第一次接触中医

的曼德拉先生亦是既质疑又抵触。夜以
继日为南非民族事业奋斗的曼德拉先生
高龄且身患肩周炎、脊柱侧弯、记忆力减
退、陈旧性肺结核等疾病。罗才贵老先
生用针灸、推拿、艾灸结合中成药，短短
一个月的时间便让步履蹒跚的曼德拉精
神了起来。”

1994年，曼德拉任南非总统。同年，
一个曾把中医视为巫术的国家宣布准予
中医在南非行医，并成立了相应的组织
与机构。“今人若问起中、南二国之友谊，
我们便自豪地告知世人，是中医架起了
这座友谊桥梁！是罗老一样的中医人，
以不畏惧、不动摇的信念，不负国家之重
托，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谢彬池语
毕，掌声雷动。

二十多年过去，故事的主人公——成
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推拿科医生、谢彬
池的恩师罗才贵已年逾古稀。“把这个故
事讲述出来是我的使命”，谢彬池说，“这
个故事一直在老师的记忆中尘封了25年
之久，直到参加这个比赛，我才有机会在
临床跟诊后听老师讲起这个故事。”

在谢彬池看来，这段故事不仅给他带
来感动，更成为激励他刻苦勤学的动力。
最终，他深情的讲述赢得了在场评委观众
的一致好评，谢彬池讲述的南非故事获得

本次大赛的特等奖。“这次演说经历更加
坚定了我做一名中医文化的传承者、传播
者和践行者的信心。”谢彬池说。

让群众重新认识针灸

这是第一次，针灸人变身“超级演说
家”；也是第一次，中医针灸人自己走到
前台，向群众讲述银针背后的故事。

“其实，我们有做针灸故事大赛的想
法已经很久了。”中国针灸学会科普工作
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祎宏说。经过反复讨
论，中国针灸学会决定把全国首届针灸
故事大赛的主题定为“讲针灸故事，做针
艾英雄”。“‘针艾’是‘真爱’的谐音，一语
双关，如果没有中医针灸人对中医针灸
的真正热爱，针灸事业就无法继承发
展。”刘祎宏表示，举办这次比赛就是要
树立生动的中医针灸人形象，让群众对
中医、对针灸有全新的认识，让大家对中
医针灸感兴趣。

比赛鼓励讲述中医针灸人的故事，传
递中医针灸人的温情。无论是用针灸起
死回生的故事，还是用针灸为自己亲人解
除病痛的故事；无论是妙手仁心的故事，
还是医道传承的故事。中医针灸人娓娓
讲述的每一段故事都牵动了观众的心。

“故事大赛自今年 1月启动以来，来
自全国各中医药医疗机构、教育机构、科
研院所、管理机构等的中医药事业从业
者、中医药院校在校生以及针灸爱好者
积极报名参与，围绕针灸文化的历史故
事、古今中外针灸名人故事、针灸医生感
人故事、习医感悟、针灸有助民众健康等
主题内容进行精心准备。”中国针灸学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喻晓春说。

初赛有62位选手的参赛作品脱颖而
出，网络复赛阶段有近 10万个 IP地址对
62个参赛作品进行投票，后又经专家评
审，最终优选出 16个参赛作品进入决赛
阶段。“针灸行业的发展和涌现的许多人
物、故事值得被整理、书写、记录、传扬，
但我们没想到第一次就受到社会公众如
此的关注，这说明大家渴望更深入地了
解中医、了解针灸。”作为大赛的组织者，
刘祎宏难掩激动之情。

在不久前公布的健康中国行动计划
中，个人的健康素养和健康意识被提升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每个人是自己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也希望通过讲故事
的形式传递一种温暖的力量，拉近针灸
与群众的距离，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让每
一个人都参与到健康事业中来。”刘祎宏
说，中医针灸的故事还会继续讲下去。

让针灸故事传万家
本报记者 罗乃莹

由中国针灸学会主办的全国首届针灸故事大赛为人们打开了认识和了解
针灸的全新视角，拉近了针灸与群众的距离——

本报讯 近日，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翟双庆教授带领的“中医药桃花情”博士研究
生医疗服务调研团与该校港澳台医心义诊团
合作，在安徽省宣城市泾县等地开展暑期社
会实践活动。

实践团前往泾县桃花潭镇卫生院开展医
疗服务，为群众进行针刺、艾灸、拔罐、正骨、
刮痧等中医药治疗。

同时，实践团还调研参观了泾县中医院及
桃花潭镇卫生院。翟双庆表示，基层卫生院应
采取措施引进、培养中医药专业人才，加大中
医药科普宣传力度，为群众积极营造良好的中
医药文化氛围。

此外，实践团还赠予泾县城关第五小学
中医药小学教材，教材是基于该团 2018年调
研当地中医药文化校园普及情况成果编写而
成的。

活动赠送的书籍、药品惠及 800余人次，
受到当地群众一致好评。 （北中文）

北中医博士实践团
暑期实践惠基层

本报讯 9月 7日，新疆中医药学会整脊
专业委员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成
立，呼图壁县中医医院院长梅江任主任委员。

自2015年引进韦以宗中医整脊技术团队
后，新疆先后有 6 个市县中医院开设整脊
科。中华中医药学会整脊分会也先后在新疆
举办3次培训班，培训300多名整脊医师。

新疆各州、地、市、县代表100余人出席会议。
（王秀光）

新疆中医药学会
整脊专委会成立

广州中医药大学 9月 3日迎来开学
典礼。今年该校报到全日制香港学生
151 名。开学典礼上，他们与其他千名
内地学生一起，聆听开学第一课《争做
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大学
生》。

课上，广州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
建华给新生们分享了许多英雄的事迹，
其中抗击非典英雄——医护人员叶欣
给香港新生袁志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叶欣为抗击非典牺牲，救死扶伤
的她是值得学习的榜样。”袁志方说，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责任把包括
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爱上中医，并立志从医，对于 18 岁
的香港新生张彦丽来说，这个梦想的种
子从中学开始就萌发了。受从医的父
亲影响，张彦丽和哥哥张铮彦从小对中
医感兴趣。

2017年，她哥哥张铮彦考上了广州
中医药大学。当时，她与父母一起送哥
哥走进校园，那块刻着“厚德博学、精诚
济世”校训的石头成了她最深的记忆。
她默默许下诺言：“两年后我要跟哥哥
一起上学。”

以一名新生的身份再次来到广州
中医药大学，圆梦的张彦丽特别兴奋。

“我希望成为一位优秀的中医师，传承
这块瑰宝。”她说，“青年强，则国强。作

为一名中国人、一个广中医人，我们时
刻记得根在黄河、根在中国。”

张彦丽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大学
生活。“我想参加学校书法社团，我从小
就喜欢中国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她
说，中学去西安旅游时，她还亲手捏陶
做兵马俑，至今珍藏在家中。

作为一名大三的学生，张铮彦在帮
助新来的香港学生融入内地学习和生
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说：“我是国

际学院学生会的一员，经常会组织参
观、联谊等迎新活动，让新生更加了解
学校、更快融入生活。接下来我们还将
举行前辈分享会、学者讲座。”

在三年的学校生活里，张铮彦与内
地学生有很多的交流。他说：“接下来
希望在内地实习，多积累经验。我觉得
粤港澳大湾区是很好的机会，能向全世
界推广中医。我作为中国人，觉得很有
使命感和归属感。”

“开学第一课”见证香港学子的“中医梦”
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 丁 乐

在广州中医药大学9月3日的开学典礼上，151名来自香

港的新生与其他千名内地学生一起，聆听开学第一课——

开学第一课现场，同学们都在认真听课。 林双峰摄

本报讯 （记者巨 锋）9 月 7 日，世界中
医药学会联合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在京召开
第三届理事会换届会议，王承德连任世界中
联风湿病专委会会长。

会上，国内外专家就中医药治疗风湿性
疾病的新技术新方法等进行深入交流；就中
医药如何传承创新发展以及中医药如何走向
世界进行了研讨。

王承德表示，风湿病专委会在组织建设、
人才培养、诊疗标准化、临床指南的制定等方
面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为实现中医药的传承、
创新、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
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张梅颖，第十一届全国政
协副主席陈宗兴，世界中联主席马建中，国医
大师路志正、晁恩祥等500余人参会。

世界中联风湿病专委会
第三届理事会换届

本报讯 （通讯员张翠颖）9月 6日，全
国名中医陈宝贵传承工作室启动暨拜师仪
式在河北省安新县中医医院举行，安新县
中医医院9名医师成为传承工作室成员。

陈宝贵表示，他将为安新县中医医院
培养一支技术精湛、医德高尚的中医队伍，
打造独具特色的中医专科，不断提升雄安
新区中医药服务能力。

天津中医药大学武清中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刁殿军与安新县中医医院院长薛
淼一同为工作室揭牌。武清中医院将在医
院管理、医护培训、新技术开展、人才培养
等方面给予安新县中医医院支持和帮助。

河北安新县中医医院

陈宝贵传承工作室揭牌

本报讯 9月 8日，甘肃省中西医结合肝
胆病年会暨国医大师周信有学术传承学习班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召开。与会专家
总结周信有学术思想并推广其临证经验。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甘肃省中医
药管理局局长王晓明表示，要全面深入整理、
继承、推广国医大师周信有学术思想及临床
经验，建立国医大师周信有学术经验传承推
广平台，培养一批高层次中医药人才，推进中
医药的传承与发展。 （李 锋 王 耀）

国医大师周信有
学术传承学习班举办

本报讯 （通讯员王晓彤）近日，广东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被中
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
学分会授予 2019年度“健康管理学科建设
与科技创新中心”（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
地）。

今年全国共有50余家健康管理中心被
授予“健康管理学科建设与科技创新中
心”，该院是广东省新晋 4家中心中唯一一
所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东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健康管理中心成全国
健康管理示范基地

壮丽70年
中医药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