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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医院等启动今冬膏方门诊 2018年浦东新区
中医药科普文化节开幕

本报讯 10月 5日上午，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启动今冬膏方门

诊预约，迎来首日预约高峰，个别热门
膏方门诊专家号甚至被预约完。膏方并
非老年人专属，从当天预约者年龄情况
看，65岁以下者占?72.1％。此外，为方便
市民预约就诊，除了现场预约，医院在
10月 6日起开通微信、电话、网络等多
种预约途径。据悉，今年龙华医院膏方
门诊从 10 月 15 日正式开诊， 持续至
2019年 1月 26 日结束。今年医院将有
上海市名中医、主任医师、教授等一百
九十余名专家开设膏方门诊。

近年来， 中医膏方在全国各地应
用广泛，主要适用于慢性病、手术恢复
期、亚健康、体质偏颇等人群。据悉，龙
华医院早在 1984 在沪上首开膏方门
诊，已成为沪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
的膏方门诊单位， 作为中华中医药学
会膏方分会筹委会主任委员单位、上
海市中医药学会膏方分会主任委员单

位， 医院也承担全国膏方标准研究和
人才培训。中医膏方规范化、标准化建
设是关键，一料好的膏方，离不开临床
经验丰富的中医医师、 品质优良的药
材、有资质的委托加工企业。上海市中

医药学会膏方分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副院长陈昕

琳表示， 医院非常注重膏方处方医师
准入、膏方药材遴选、委托加工企业管
理等关键环节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建

设， 如医院有严格的膏方处方医师准
入标准，膏方主诊医师（副主任医师以
上）必须具备 5 年以上专家门诊资历，
经膏方标准培训， 并通过考核筛选的
专家才能开设膏方门诊； 膏方药物则
精选全国各地历史悠久、品种优良、炮
制考究的道地药材等。

为满足广大市民秋冬季养生的实

际需要，当天上午，医院还在门诊大厅
举行了大型健康咨询活动， 来自医院
众多科室的专家参加了公益咨询活

动， 解答市民提出的各类秋冬季养生
的问题，指导市民科学正确进补。龙华
医院大内科主任兼老年科主任顾耘教

授提醒市民： 膏方是中医辨证施治的
特殊表现，它不简单等同于补品，膏方
虽好，但是要因人而异，应该请专业中
医医生依据个人体质、病证来“量体裁
衣”开具膏方。

另据了解，上海市中医医院、上海
市静安中医医院等沪上各大中医类诊

疗机构均以各种形式启动了今冬膏方

门诊。 (林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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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1 日至 14

日， 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中
华中医药学会耳鼻喉科分会、广
东省中医药学会及广东省中西

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专业委员

会、 深圳市中医院承办的中华中
医药学会耳鼻喉科分会第 24 次
学术年会暨换届选举会议在深圳

举行。 来自全国的委员候选人及
专家 1000余人参加了会议。换届
选举会议由学术部主任庄乾竹主

持，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中医药
学会耳鼻喉科分会第六届委员

会。 刘大新教授当选为名誉主任
委员，田道法、丛品、孙海波、严道
南 、李凡成 、李彦华 、汪冰 、张重

华、郑日新、赵胜堂、谢强当选为
顾问；阮岩教授当选为主任委员，
换届会议后， 举行了中华中医药
学会耳鼻喉科分会功能型党支部

成立会议， 阮岩当选为党支部书
记。会议学术交流环节，北京中医
药大学东方医院刘大新教授、广
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阮岩

教授和王士贞教授、 成都中医药
大学熊大经教授分别做了大会主

题报告， 郭兆刚教授等 100 多位
专家就耳鸣眩晕疾病、嗓音疾病、
变应性鼻炎、中医外治技术、耳科
疾病、鼻部疾病、咽喉口腔疾病等
专题作了 100 多场专题报告，与
会专家围绕专题进行了热烈的分

组讨论，提高了交流效果。会议还
编撰了 《中华中医药学会耳鼻喉
科分会第 24 次学术年会论文
集》，收录论文 700 多篇，内容覆
盖了老专家经验，中医文献，学科
学术综合，耳鸣眩晕疾病、嗓音疾
病、变应性鼻炎、中医外治技术、
耳科疾病、鼻部疾病、咽喉口腔疾
病、 护理以及师承等十个方面内
容，反应了当前中医、中西医结合
耳鼻喉科领域的研究水平。

10 月 12-14 日，由中华中医
药学会主办， 中华中医药学会皮
肤科分会、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
附属医院（长征医院）承办、天津
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科分会协

办的 “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
会第十五次学术年会”在天津办。
来自全国各地的 1600 余位中医
和中西医结合皮肤科同道出席了

会议， 共有 185 位皮肤科专家进
行了大会发言和交流。 本次年会
秉承“传承、创新、特色、融合”的
宗旨，围绕“中医优势病种治疗”
“中医特色疗法”“名老中医经验
传承”“中医经典与临床”“中医美
容”“学科发展”等专题，共设立了
大会特邀演讲及青年论坛、 经方
论坛、古今中西会诊、名老中医、
中医美容、特色疗法、中医护理等
26 个专场及看图识病识药大赛
等，全国知名中医、中西医结合皮

肤科专家就当前中医皮肤病学研

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专题报告，
为广大皮肤科医师提供了新思

路，拓宽了学术视野，提升了诊疗
水平。本次年会同时还举办了《皮
肤科中医适宜技术操作规范丛

书》的新书发布会。此套系列丛书
由皮肤科分会杨志波主委组织编

撰，秉持“专业、实用、严谨、规范”
的理念， 响应国家发展中医药事
业的号召， 通过新媒体与传统纸
媒的有机结合，希望更好、更全面
地将皮肤科中医外治法的运用

推广至基层单位，让更多的大众
受益，保障人民健康。

� （林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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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医院召开 2018年度精神文明大会暨创建全国文明单位启动大会
本报讯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

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2018 年度精神文
明大会暨创全国文明单位大会于 9 月
25 日下午在医院学术报告厅召开 。
上海市文明办副主任宋慧、 上海市卫
计委党委副书记郑锦、 上海中医药大
学党委副书记季光， 上海市卫计委新
闻宣传处处长、 文明办主任王彤， 上
海市卫计委新闻宣传处调研员、 副处
长、 文明办副主任俞军， 上海中医药
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朱慧华、 医管处
处长刘华等出席， 岳阳医院党政领导
班子、 中层干部、 职工代表近 300 参
加。 大会由岳阳医院院长周嘉主持。

大会在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与会
人员共同观看了医院数十年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亮点回顾视频， 表彰了 2018
年上半年获得局级以上荣誉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 医院和谐指数积分排名前十五
的科室。 岳阳医院党委书记郑莉作医院
创建全国文明单位动员大会动员报告。

宋宋慧副主任、 郑锦副书记、 季光副书
记， 岳阳医院周嘉院长、 郑莉书记、 老
院长严隽陶教授共同按下岳阳医院创建

全国文明单位的启动按钮， 并向与会者
颁发 “创全” 旗帜， 标志着岳阳医院创
建全国文明单位工作正式启动。 岳阳医
院党委副书记朱亮做创建全国文明单位

三年行动计划汇报， 急诊医学科主任钱
义明和门急诊办公室主任、 行政四党支

部书记张彦瑾作为临床科室、 职能科室
代表分别与周嘉院长、 郑莉书记签署创
建全国文明单位承诺书， 岳阳医院中国
医师奖获得者龚利、 医务处处长汤杰、
安旭物业驻岳阳医院项目经理孙年春作

为代表发言， 纷纷表示将为医院创全国
文明单位工作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郑
锦副书记 、 季光副书记等都作了讲
话。 （沈莉）

本报讯 近日 ， 上海
市浦东新区 “全国科普
日” 的重点活动———2018
年浦东新区中医药科普文

化节正式启动。 本次浦东
新区中医药科普文化节由

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协会、
浦东新区卫计委主办， 光
明中医医院承办。 活动紧
紧围绕 “创新引领时代，
智慧点亮生活” “弘扬中
医文化、 倡导科学养生。
中医药科普文化送到 ‘家
门口’” 的主题展开。 浦
东新区卫计委中医药发展

与科教处处长郁东海、 浦
东新区科学技术协会科普

部李坤宁部长、 浦东新区
光明中医医院院长李萍、
各区属医疗机构有关负责

人等一同出席开幕式。 开
幕式由浦东新区光明中医

医院齐昌菊副院长主持。
郁东海在致辞中指

出， 举办中医药科普文化
节， 是推进中医药文化建
设和科普宣传工作的重要

举措， 今后将继续加强中
医药科普文化品牌建设，
推动创作一批富有中医药

知识内涵、 蕴含中医药优
秀文化的文艺作品， 增加
群众对中医药的了解， 加
深对中医药的认同 。 将
“浦东中医药科普文化节”

打造成独具中医药特色，
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医药

科普文化传播品牌， 形成
常规性的科普宣传工作，
能连续性地开展。

开幕式后， 由新区几
家医疗机构、 幼儿园倾情
献演的精彩文艺表演， 展
现了中医国粹文化的兴旺

与传承和医者仁心的风采

与赞歌， 为开幕式增添了
绚丽的色彩， 也展示了中
医药文化与艺术的水乳交

融。
开幕式当天， 光明中

医医院组织耳鼻喉科、 眼
科 、 治未病科 、 中医骨
伤 、 中医康复 、 中医外
科、 中医内科专家开展健
康咨询活动以及定向透

药 、 穴位敷贴 、 检验咨
询、 血压测量等体验与服
务项目。 共计服务 180 人
次。 据悉， 后续还将举办
分会场活动 6 场、 闭幕式
1 场， 通过举办一系列中
医药科普宣传活动， 宣传
浦东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新

成果、 新亮点， 普及中医
药科普文化知识， 展示中
医药科普文化魅力， 倡导
科学、 文明、 健康的生活
和工作方式。

（上海市浦东新区光
明中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