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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信息

各地信息

日前，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邀请校友参观了学校的山东省中医药文化博物馆。该博物馆为全国中医药文化宣
传教育基地、山东省首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馆藏石器、陶器、瓷器、青铜器等文物近2000件，古籍600余套，字画
100余幅。图为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校友在博物馆参观针灸铜人。 本报记者 陈计智摄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体育局和上海中
医药大学举行了第三轮医疗援体合作签约仪
式，探索上海中医学与现代竞技体育融合发
展，将有效提升上海竞技体育备战工作的医
务保障水平。

援体的医生们和运动员、教练员同吃同
住，在治疗过程中向运动员讲解专业知识，
并定期与队医、管理人员进行业务研讨，分
享先进的理念和安全有效的中医特色疗法，
为上海运动员在伦敦和里约两届奥运会以
及辽宁和天津两届全运会取得好成绩保驾
护航。

上海市体育局和上海中医药大学合作始
于 2012 年，在 6年时间、两轮合作中，上海中
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等5家医院，先后组建
了17支医疗援体小分队，有超过7.6万余人次
的运动员接受援体医疗服务。 （唐一泓）

上海体育局携手上中医
提升体育医务保障水平

本报讯 （记者陈琳君 索晓灿
通讯员宋军伟）今年9月，河南省中医管
理局印发通知，明确在全省范围内开
设仲景学堂，弘扬仲景文化，加强中医
药学术传承，推进各类传承工作室建
设和中医药师承教育工作。截至目
前，郑州市仲景学堂项目在全市全面
启动。郑州市中医院、郑州人民医院、
郑州市大肠肛门病医院、郑州中医骨
伤病医院、登封市中医院等项目单位

已经陆续开展仲景学堂项目的相关活
动，目前已开讲 6 场，参加人员达 800
余名。

郑州在全市范围内遴选具有国医
大师、全国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
承工作室，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
作室，以及承担国家师承工作和青苗
项目的医疗机构，将帖氏飞针在脑病
中的应用、柴胡汤与少阳证等 23 个课

题确定为仲景学堂项目。各项目单位
面向全市辖区内的中医药从业人员，
围绕“读经典、跟名师、作临床”，持续
性常态化开展学术活动和专题讲座等
师承教育教学工作。

郑州启动仲景学堂项目，搭建了
中医药学术传承和交流的平台，引导
中医从业人员深入研习《黄帝内经》

《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强
化中医思维，提升临床诊疗水平。

河南郑州全面启动仲景学堂
已开讲6场，参加人员达800余名

（上接第一版）
名老藏医药专家继承人巴桑伦珠就

在藏医院完成了“学生”到“老师”的角色
转变。他先后跟随楚如·次朗大师、嘎玛
群旦和加央伦珠等几位老师学习藏医药
理论知识。

从1988年开始，他在跟随老师学习的
同时，每年也要抽出时间带出两至三名学
生。这样，藏医药知识就完成了在老中青
三代藏医药人才中的传递。

为了使年轻医务人员尽快成长，医院
还实施了全院性“一对一”师承教育模式，
由医院副主任医师和高年资主治医师培
养年轻医务人员，周期为3年，每个周期结
束之前由医院组织专家考核出师情况。

每周，医院坚持在忙碌的临床工作
中挤出业务学习的时间，邀请名老藏医
和院内专家为全院医务人员开展藏医理
论、医德医风、藏医药文化理念等内容丰
富的讲座。令扎西次仁欣慰的是，这些
讲座在全院职工中的上座率几乎达到了
百分之百。

除了跟随本院的专家学习，改革开放
给了医院更多交流机会。医院多次请区
内外专家来医院传授技术，以培训班、座

谈会等形式，为医院培养生力军。
同时，医院也将骨干人才派去外地参

观、学习、进修，让他们走下高原，了解和
掌握当前国内外的医学信息和动态。

值得一提的是，借助党和国家的援藏
政策，医院的发展也得到了其他医院的大
力支持。

2016年 7月开始，湖南医疗援藏队组
团式支援医院，帮助藏医院新建了 ICU、
手术麻醉科、耳鼻喉科、治未病科、急诊
科、眼科等6个临床科室，使医院临床科室
增至13个。

2017年，13名山南地区的眼病患者，
在新开设的眼科恢复了光明。110多名脑
出血、肺部严重感染等危急重症病人在新
开设的 ICU中得到了及时救治。藏医院
的服务能力、管理能力、学科能力建设，都
在对口支援的帮扶下，不断提高。

“让西藏每个角落都有雍布拉康！“
藏药厂助力医院走可持续发展

之路

雍布拉康，位于山南市的扎西次日山

上，是西藏的第一所宫殿。
2003年，山南市藏医医院成立了自己

的藏药厂，也取名为雍布拉康。从这里走
出去的藏药，包装上都印着雍布拉康的图
案。

如今，雍布拉康不只供应山南12个区
县，更是走出山南，为拉萨林芝朗县、工布
江达县、日喀则市、阿里地区部分县以及
北京藏医院供应藏药。

为什么要成立自己的藏药厂？资
源量锐减，需求量增大，部分名贵药材
资源面临枯竭，常用大宗药材紧缺，藏
药材人工繁育、栽培、种植力度不足，跟
不上产业发展需要，难以满足产业规模
化生产。

一边是严峻的藏药发展现状，一边是
供不应求的患者需要，现实要求医院迅速
做出选择。

借助国家推动藏药产业化的政策扶
持，藏药厂应运而生。

扎西次仁说，藏药是医院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没有好的藏药，医院的发展就没
有底气。藏药厂成立后就致力于传承藏
药炮制技术，开发研究藏药新药。

2006 年 7 月 11 日，该院还原了水银

灰剂（佐太）的研制方法。这一炼制技术
的成功进一步佐证了成立藏药厂的正
确。

佐太是藏药中最难的一种炼制方
法。加入敷料的种类、时间、火候都有严
格规定，炼制需要昼夜不息，且主要工序
一般持续100天左右。

截至目前，医院完成了6次佐太炼制，
填补了山南藏医药历史上无藏医药佐太
炼制的历史空白。

除了传承传统藏药炮制技术，藏药厂
在藏药产业化方面下足了功夫。

为了获得高质量的藏药，2014 年，藏
药厂在奶东区昌珠镇药材种植基地，试验
种植了桃儿七、藏木香、红花、喜马拉雅紫
茉莉、蜀葵花等藏药材，逐步实现了藏药
的产业化发展。

与此同时，藏药厂又开展了一系列藏
药新药的研发，如二十五味珍珠胶囊，木
布德吉丸等，为群众提供了更多的成药选
择。

改革开放的强劲春风吹过了喜马拉
雅山脉，这座藏医院用改革发展的实践对

“你们是如何做到的？”这个问题作出了最
生动的回答。

“神奇的火罐能治疗疾病，难怪能够
风靡巴西奥运会。”在“感知中国·感受中
医”文化体验营刚刚体验过火罐的一位外
国留学生激动地说。

近日，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主
办，广州中医药大学承办，华南理工大学、
暨南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协办的“感知中
国·感受中医”文化体验营在广州中医药
大学启动。

活动吸引了来自 25 个国家的 93 位
海外留学生参加，以中医药文化体验为
主线，设计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项目，如
参观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广东省中医院，
举办中医药文化讲座《中医养生》等。

留学生们通过亲身体验艾灸、拔罐、
中医手法等传统中医药疗法的效用，参与
中药药膳、药丸的制作过程，增加对中医
药的感性认识，感受到了中医药文化的独
特魅力，也进一步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

亲身体验中医疗法
“老外”大呼过瘾

在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城院区的针
灸室内，护士将一块干毛巾铺在留学生萨
姆的背上，再覆盖一层厚厚的艾绒，浇上

“火龙液”，然后点火。萨姆的背上马上
“燃起”高高的黄色火焰。接着，护士取下
毛巾，有节奏按压萨姆的背部。“没有任何
不适的感觉，我觉得非常舒服。”刚刚体验
了“火龙灸”特色疗法的萨姆说，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我
会一点书法，我喜欢中国功夫。”来自爱尔
兰共和国的瑞克同样喜欢“火龙灸”，给自
己起了个中文名“达红龙”。在这间治疗
室，瑞克亲身体验了“火龙灸”“平衡罐”等
中医特色疗法。

现代人因为久坐、接触空调较多，容
易产生肩颈疼痛，中医认为“外邪入侵”，
广东省中医院在这次体验活动中展示的
特色疗法均有良好的临床效果。这些疗
法最大的特点就是治疗过程比较舒适，能
有效缓解腰背部疼痛，针对不同的症状也
能选择不同的部位和手法。

近年，广东省中医院的中医外治法一
直在推广中，来院体验者并不鲜见，但对外
国留学生还是第一次。医院希望藉此增加
国际友人对中医药的感性认识，也希望在
这次活动中，增加留学生继续学习中医药
的兴趣。

“同学全都是自愿报名，筹备时期觉
得预留了 100个左右的名额挺充足的，没
想到短短一天就报满了，后来还有别的高
校留学生想参加，都没有名额了。”主办方
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国际学院的老师苗青
说，完全没有预料到留学生对中医药文化

有这么大的热情和兴趣。

近距离感受中医文化
推动中医药走出去

活动还安排了参观十三行博物馆、陈
家祠、至信药业等，通过对繁华的中药材
交易等“老西关”风物风貌的体验，了解广
州作为“通商要津”的近代史，在体验和交
流过程中，让各国学生认识到中医药传承
的魅力，感受中医药现代化高速发展的新
形势，提升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
识，从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
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
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将中医药发扬
光大，让更多国际友人认识中医，了解中
医，从而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感受中医，感知中国
本报记者 陆金国 通讯员 肖建喜

93位海外留学生在文化体验营亲身体验中医传统疗法，感受独特的中医
药传统文化——

本报讯 日前，2018 全国中医民族医脑
病学术大会暨神经系统难治病高峰论坛在西
安中医脑病医院召开，

与会专家讨论了脑积水、运动神经元病
等脑病科疑难病症的中医药、西医药和民族
医药的治疗特色和优势。全国 300余名脑病
学专家参与会议。

会议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主办，中国民
族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
门医院、西安中医脑病医院、陕西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承办。 （卓昆利）

全国中医民族医脑病
学术大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徐 潮 通讯员梅 芳）近
日，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旴江医学、建昌
帮中医药文化体验馆开馆。

体验馆位于江西省抚州市文昌里历史文
化街区核心区，上下两层，分为旴江医学展示
区、建昌帮中药展示区、传统中医体验区，总
面积 340平方米，主要以实物展示为主，展出
传统建昌帮中药炮制工具 10多种，陈列展出
道地中药材100余种，同时介绍了抚州古代旴
江流域八大名医等。该体验馆还是学校大学
生创新创业基地，将成为学生学习实训、教学
成果转化的平台。

江西医专中医药文化
体验馆开馆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美
政桥社区推出“中医课堂”，邀请健康管理医
护团队给社区老年人教授课程。

讲座分为中医知识讲解和经络穴位理疗
实践两部分内容。现场医护团队用诙谐幽默
的授课方式，深入浅出、浅显易懂，于谈笑中
让大家明白中医健康之道。

针对现场老年人的不同症状，医护团队
还为大家演示头痛、高血压等常见慢性疾病
的经络穴位理疗方法，手把手教授老人。“我
本身就有高血压，平时也挺注意，参加了这个
讲座之后，对高血压有了更深的认识，以后也
能从中医养生角度来调理自己，很有用！”一
位前来听课的社区老人说。（李 睿 蔡 娜）

浙江杭州市美政桥
社区推出“中医课堂”

本报讯 （通讯员杨发超）近日，河北
省清河县中医院组建科普讲师团，为广大
城乡居民进行健康科普宣传。该讲师团
由各临床科室主任、学科带头人、学科骨
干组成。

清河县中医院副院长吴保军表示，组
建讲师团的目的是让拥有健康相关专业
知识的医学专家们，能够通过学习提升科
普演讲的技能，成为科学普及医学知识的
传播大使，做好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推
广，从而让全县更多的城乡居民受益。

为了让科普宣传更加生动、贴近群
众，每天下午由吴保军亲自主持试讲工
作，并一一点评，在每一个细节提出修改
意见，让每一节课堂具有亲和力、感染力、
吸引力，力求通过宣讲让群众了解中医药
在慢病防治、急救自救、健康养生方面的
优势。

河北清河县中医院

组建健康科普讲师团

本报讯 日前，中国医院协会中医医
院分会第四届年会暨中医医院最佳专科
榜单发布会在广西南宁举行，会上公布

“中国中医医院最佳临床型专科系列”榜
单，厦门市中医院位列第二，8个临床型专
科获奖。

获最佳临床型专科的科室分别是：儿
科、肛肠科，肝病科、骨伤科、内分泌科、脾
胃病科、心血管科、针灸科。

近年来，厦门市中医院深入推进了一
系列重点专科专病建设，向着打造省内领
先、国内先进的目标稳步前进，在临床工作
中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李琪彬 余秀琴）

福建厦门市中医院

8科室获最佳临床专科

本报讯 近日，第一届补充与整合医学
前沿国际会议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召开。

与会专家分别就针灸机制、针灸治疗慢
性疼痛、中西医诊断，中药研发等热点问题
作学术报告，并达成将在中美两地轮流长期
举办会议的共识。各国专家肯定了中医药
对世界人民的诸多益处，表达了未来将进一
步和中国的中医药学者开展合作探讨的需
求和期待。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表示，希望
通过本次大会构建中美医学交流的桥梁，实
现最高水平的医学交流，造福世界民众。

会议由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哈佛大学医学
院教学附属麦克莱恩医院、植物药学杂志主
办，北京中医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与美国中
医中心承办，麻州中医学会、北京中医药大学
美国校友会、全美中医药学会协办。

（史渊源 徐 萌）

第一届补充与整合
医学前沿国际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