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汉堡中医研究生项目开学典礼暨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汉堡中医养生文化展”开幕式在德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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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德国汉堡当地时间 9 月 12
日下午， 由德国汉堡大学附属埃彭多夫医
院之汉莎美安中医中心 （简称汉堡大学中
医中心） 主办的首届上海-汉堡中医研究
生项目开学典礼与上海中医药博物馆 “汉
堡中医养生文化展” 开幕式于汉堡医学历
史博物馆隆重举行。 中国驻汉堡总领馆总
领事孙从彬、 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胡鸿
毅 、 汉堡市副市长 FEGEBANK、 汉堡大
学 附 属 埃 彭 多 夫 医 院 院 长 KOCH -
GROMUS 等嘉宾应邀出席开学典礼并在
开幕式致辞。

孙从彬及 FEGEBANK 对长期以来汉
堡市与中国间友好密切的合作关系表示肯

定， 并对未来长久维持这一友好关系表达
充分的信心 。 同时 ， FEGEBANK 也表示
出汉堡人民对中国文化、 中医文化的热情
及喜爱。 胡鸿毅在致辞中对此研究生合作
项目经过双方多年的计划和商讨， 最终可
以向前迈进， 促使项目落实表示由衷的欣
慰及高兴。 同时， 他代表上海中医药大学
对参与合作商讨的双方工作人员表示其衷

心的感谢， 并坚信双方日后还会进行长久
的合作。 德国汉堡大学附属埃彭多夫医院
之汉莎美安中医中心方对此表示认同， 并
向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代表颁发

汉堡-上海张仲景中医奖。
上海中医药大学与德国汉堡大学附属

埃彭多夫医院 （简称 UKE， 又称汉堡大
学医学院） 早在 2004 年就曾签订合作协
议。 汉堡大学医学院是欧洲最大的医学院
之一， 也是欧洲第一家全数字化医院， 临
床、 教学和科研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汉堡
大学中医中心成立于 2010 年， 是一家由
汉堡市政府、 汉堡大学医学院和汉莎美安
保险公司共同成立的中医机构， 是德国第
一所集临床、 教学和科研为一体的中医中
心。 中心旨在通过培养优质的中西医结合
医生， 不断向当地人民证明中医疗效及重
要性， 从而促进上海与汉堡的友好关系更
进一步。

多年来， 上海中医药大学及附属龙华

医院、 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与德国汉堡大
学医学院保持紧密交流合作关系， 多次签
订合作协议， 并有多名医师先后赴汉堡大
学中医中心协助工作。 此次开学典礼所涉
的上海-汉堡中医研究生项目由上海中医
药大学和德国汉堡大学中医中心、 汉堡大
学医学院职业教育学院合办， 主要开展针
对欧洲西医医生的高层中医教育项目， 首
届学生将于 2018 年冬季学期入学 。 学生
顺利完成三年学业后， 将授予上海中医药
大学中医学相关专业硕士学位。

该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是上海中医药

大学参与的欧盟第一个西医临床医学硕士

起点的中医研究生学位课程项目， 是一个
定位层次高、 标准掌握最严格、 学科专业
性较强、 体现中西医结合特色的项目。 双
方希望借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在中医领域的

领先地位、 卓越科研、 优质师资以及德国
汉堡大学医学院所拥有的先进诊疗技术、
系统性教育方法、 严谨行医态度， 促成项
目成为中医于德国发展的高地， 抢占欧洲
中医学博士生培养的先机和制高点， 使双
方合作在德国乃至欧洲产生广泛影响力。

开幕式后， 胡鸿毅与汉堡大学中医中
心主任 SCHROEDER 陪同与会领导和嘉
宾参观了汉堡中医养生文化展览馆， 并接
受中德媒体记者们采访， 向德国人民展示
上海中医药大学风采及中国文化、 中医文
化的深厚魅力。 此次 “汉堡中医养生文化
展” 分为经络养生、 运动养生、 饮食文化
和环境养生四大主题 ， 将从 9 月 12 日持
续至 16 日， 为德国观众呈现一系列中医
治疗与养生讲座及互动体验活动。

（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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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养生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

新 9 月 5 日在国新办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
示， 国家卫健委已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形成
《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意见》， 同
时开展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调整工作。 本
次目录调整， 坚持中西药并重， 共调入药
品 187 种， 并实行动态调整， 对新审批上
市、 疗效有显著改善且价格合理的药品，
可适时启动调入程序。

曾益新表示， 即将印发的 《关于完善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意见》 更加注重临床
需要， 突出药品临床价值， 对基药目录实
行动态调整 ， 调整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3
年， 可适时启动调入程序。 在保障供应方
面， 将更加注重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作

用。 在配备使用方面， 更加注重基层与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用药做好衔接， 强调各级
医疗机构全面配备、 优先使用基本药物。
同时建立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合理诊疗、
合理用药的激励约束机制。

据曾益新介绍， 本次目录调整， 坚持
调入调出并重， 中西药并重， 共调入药品
187 种， 调出 22 种， 目录总品种数量由原
来的 520 种增加到 685 种， 其中西药 417
种、 中成药 268 种。 在覆盖主要临床主要
病种的基础上， 重点聚焦癌症、 儿童、 慢
性病等病种， 新增品种包括了抗肿瘤用药
12 种、 临床急需儿童用药 22 种以及世界
卫生组织推荐的全球首个也是国内唯一一

个全口服、 泛基因型、 单一片剂的丙肝治

疗新药。 调出目录的品种主要是临床已有
可替代的药品， 或者不良反应多、 疗效不
确切、 临床已被逐步淘汰等原因。

在医保衔接方面， 国家医保局相关业
务负责人黄心宇表示， 医保局目前正在完
善医保目录的动态调整机制， 其中将通盘
考虑与基本药物的衔接问题， 把目录外的
治疗性的基本药物按程序优先纳入到医保

目录。 国家医保局目前正在推进目录外抗
癌药的准入谈判， 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切
实降低目录外的抗癌药品价格并纳入到医

保目录范围里来， 一方面让民众用得上、
用得起这种药， 另外一方面让企业的合理
利润得到保证， 同时也保证医保基金能够
承受。 (来源：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

慢性筋骨病
非老年人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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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医问病

卫健委： 国家基药目录新增 187种中西药并将动态调整

你知道这些食物的
奥妙吗?

养生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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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漫谈药食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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