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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批示推进中西医结合工作
10 月 11 日， 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

西医学习中医批示六十周年大会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召开。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
在会上指出， 60 年来的实践证明， 中西
医结合事业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 体现
优势、 发挥作用的发展之路， 在新时代
推动中西医结合工作要更加注重人才培

养， 注重科研创新， 在中医和西医之间
加强沟通， 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推动中医
药走向世界。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
伟、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于文明出席
大会并讲话。

马晓伟说， 60 年来， 在毛泽东同志
重要批示号召下， 一大批医务工作者积极
响应， 博采众长、 自成一派， 培养出一批
学贯中西的名医大家； 兼收并蓄、 锐意创
新， 取得了一批重要原创性成果； 结合实
际、 服务人民， 创造了符合国情的医疗卫
生服务模式； 开放包容、 融合发展， 开辟
了医学发展新思路。 希望广大卫生健康工
作者更加深刻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同志重要

批示精髓，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引领， 坚持新时代党的卫生健
康工作方针， 强化引领， 在健康中国建设
中融入更多中医药元素。 聚焦重大疾病、
重要健康影响因素和重点人群， 努力提供
覆盖全生命周期、 系统连续的卫生健康服
务， 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转变。 毫不动摇坚持中西医并重， 为
解决好群众看病就医问题作出新贡献。 坚

持把中医药与西医药摆在同等重要的位

置， 在重大规划编制、 政策制定、 项目实
施、 工程推进、 资金安排等方面给予适当
倾斜， 为群众提供优质中医药服务， 放大
惠民效果。 突出能力建设， 发挥中西医结
合的独特优势。 坚持中医药原创思维， 充
分利用现代科技方法和手段， 加强基础研
究、 临床研究、 新药研发， 形成一批代表
国家水平、 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成果。

于文明指出， 在新时代， 重温并领
会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

关怀中医药学发展的同时， 更加深刻领
略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

医药事业发展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关

怀， 深感振兴发展中医药、 推进中西医
结合 、 促进中西医融合发展的责任重
大。

于文明强调， 一要坚持中医发展自
信， 坚持中西医结合， 更加主动自觉地
肩负起党中央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和光

荣责任， 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
宝贵财富继承好、 发展好、 利用好， 推
动中西医结合更好发展， 为健康中国建
设和人民健康， 发挥应有价值作用。 二
要坚持中西医优势互补， 提高防病治病
能力。 中西医结合关键要在应用的统筹
上下功夫， 在优势融合上做文章， 在疗
效提高上求突破， 努力实现中、 西医在
防病治病中的最大优势、 最大效益、 最
好疗效， “看别人看不了的病” “解决

别人无法解决的医学难题”。 三要坚持
开放包容， 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更
好融合。 中西医结合健康持续发展， 关
键在于坚持尊重差异、 和谐共生理念 ，
以开放包容心态 ， 相互学习 、 共同实
践。 四要坚持需求导向， 服务人民群众
健康。 扎实推进中西医结合， 充分发挥
中医药在治未病、 重大疾病治疗和疾病
康复中的重要作用， 解决好人民群众最
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健康问题。 五
要坚持高质量发展，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 。 推动中医药服务和中西医结合高
质量发展 ， 最基本的是 “安全有效 ”，
保障安全有效 ， 中医 、 中西医结合人
才是基础 、 是关键 。 广大中西医结合
工作者要结合各自学科优势和专科特

色 ， 培养造就一批高水平中西医结合
优秀人才 ， 围绕临床诊疗难点 ， 认真
探索特点规律 ， 总结经验做法 ， 力争
取得突破性成果和突破性进展 ， 提升
防治能力水平 ， 提高服务质量 ， 让人
民群众有获得感。

大会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 ，
会长陈香美院士 ， 名誉会长陈可冀院
士、 陈凯先院士，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张伯礼院士等致辞。 《共和国中西医结
合的开拓者》 一书首发。 中国工程院院
士吴以岭、 国医大师刘嘉湘等 400 余名
专家学者参加大会。

（来源：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

10 月 13 日， 我国著名蛇伤专家季
德胜先生诞辰 120 周年暨学术研讨活动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两院院士、国
医大师和北京、上海 、广东等地科研院
所、各大医院专家、学者及国家卫健委、
江苏南通市政府相关领导近百人出席。

季德胜青年时代行走江湖以医治

蛇伤为生，上世纪 40 年代中期流落南通
后在一处土地庙安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当地政府爱才惜才 ，将季德胜
全家妥善安置。有感于党和政府的无限
关爱之情，季德胜毅然将传世六代的蛇
伤配方献给国家。南通市政府为此成立
了科研机构，对季德胜蛇药进行多次临
床试验后，筹建了精华制药集团的前生
南通制药厂独家生产季德胜蛇药片，至
今已有 61 个年头。

由于季德胜在治疗蛇伤领域内的

特殊贡献以及高尚的医德，1958 年其被
推选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受到周恩来、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其后， 中国医学科学院聘其为特约研究
员，成为中外知名的蛇伤专家。

季德胜蛇药片不仅在国内使无数蛇

患起死回生，更作为我国主要援外药品，
在坦赞铁路工地，在印度、斯里兰卡蛇患
乡村，挽救了大量生命。近年来，中国医
疗专家们又携带季德胜蛇药片， 义务为
“一带一路”上的越南、柬埔寨建设者们
排忧解难。

作为中国中医药界的瑰宝，季德胜
蛇药片被列入国家绝密配方 ， 并进入
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 且一直
作为人民解放军官兵必配的药品随身

携带 ， 护佑子弟兵在艰苦的环境中作
训平安。

近年来，针对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毒蛇毒虫伤日益减少， 季德胜蛇药的基
础研究和临床实践不断加大， 使这款百
年老药在治疗皮肤病、 中风及后遗症等
多种疾病方面取得显著的疗效， 各种临
床文献散见于专业期刊。 为弘扬季德胜

先生以德治药、传承大爱的精神，由中华
中医药学会举办的这次学术研讨引起国

内各大科研院所的高度关注。 陈可翼院
士、国医大师路志正在发言中指出，中医
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如何在世界医
林中发扬光大， 必须以原创思维加现代
科技进行中西融和。廖万清、刘新垣院士
则从季德胜蛇药在多种疾病已取得的疗

效上分析认为， 我国传世名药功效自不
待言，但二次开发，特别是在临床上要精
益求精，形成权威的数据，这是时代的必
然， 更符合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医中药的
研究要与时俱进，以造福人类。

国医大师金世元、 北京中医药大学
教授高学敏、中国中医科学院周超凡、于
智敏等多名专家则从不同角度对季德胜

的传承之路和经典名药的继承发展进行

了论述。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

秀莲等领导同志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来源： 中国中药协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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