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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上海台北
双城健康讲坛举行

本报讯 希腊当地时间 9
月 15 日， 海外首家太极健康中
心挂牌仪式暨太极健康学术交

流活动在希腊雅典西阿提卡大

学举行 。此次活动主题为 “太极
促进健康”， 由上海中医药大学
和雅典西阿提卡大学共同举办，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西阿提卡大
学肌肉骨骼和胸部物理治疗研

究实验室联合承办。
挂牌仪式由西阿提卡大学

教授佐顾迪斯主持。西阿提卡大
学校长康斯坦丁诺斯·穆佐里致
欢迎辞。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胡鸿毅、中国驻希腊大使馆政务
参赞王强、西阿提卡大学所在的
艾加里奥市副市长瓦西里亚迪

斯出席活动并分别致辞。希腊驻
中国使馆新闻参赞海恩福在北

京通过视频对海外首家太极健

康中心的成立表示全力支持。中
国、希腊、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国
的专家学者、理疗师及气功武术
爱好者共百余人出席此次活动。

胡鸿毅、 康斯坦丁诺斯·穆
佐里，以及上海市气功研究所所
长李洁、西阿提卡大学肌肉骨骼
与胸部物理治疗研究实验室主

任佐顾迪斯共同为太极健康中

心西阿提卡大学分中心的首批

32 名学员颁发学习证书。学员们
现场展示本次培训所学的太极

拳与八段锦，上海中医药大学师
生表演了中国武术和传统八段

锦，获得全场热烈掌声。
当日下午，两校专家学者分

别对气功 、 针灸 、 太极拳等中
医传统疗法在身心康复 、 自我
疗愈等领域的特色应用与合作

前景进行交流 ， 探讨在东西文
化交融的基础上弘扬 “太极健
康 ” 理念 ， 让古老的生命智慧
为当代人类身心健康发挥更好

的作用。
太极健康是在中国 “太极”

理论指导下，运用太极拳、导引、
针灸 、 推拿 、 气功 、 参悟等方
法 ， 调整身体与心理 ， 提升道
德与情操 ， 促进个体与群体 、
与社会乃至与自然界达到和谐、
平衡的生命状态 。 太极健康是
源自古代中国的智慧与技术 ，
与古希腊医学、 印度瑜伽同样，
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

统 。双方均表示 ，太极健康中心
西阿提卡大学分中心正式挂牌

运作 ， 将进一步加强两校在健
康、医药、文化领域的合作，共同
推动两国人民健康事业的发展。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国家卫健委发布
33文件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

第二届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暨
慢病防治国际论坛在京召开

9 月 14 日 ， 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
绍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制

定的 《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
（试行）》 《互联网医院管理办
法 (试行 )》 《远程医疗服务
管理规范 （试行）》 3 个文件。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

局长焦雅辉介绍， 文件的出台
旨在进一步规范互联网的诊疗

行为， 发挥远程医疗服务的积

极作用，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
根据使用的人员和服务方

式， 文件将 “互联网+医疗服
务” 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远程
医疗， 第二类为互联网诊疗活
动， 第三类为互联网医院。 第
二类和第三类均属于医疗机构

通过互联网为患者提供服务。
文件还明确了互联网医院和互

联网诊疗活动的准入程序以及

互联网医院的法律责任关系。

据悉， 文件的创新点是对
“互联网+医疗 ” 进行了分类
管理， 针对利用互联网技术开
展诊断和治疗的核心业务出台

了相应的配套管理办法。 国家
卫健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
与各地共同推动 3 个文件的落
实， 加强互联网医疗服务新业
态的准入和监管， 保障人民群
众健康权益。

（来源： 中国中医药网）

近日，第二届中医药健
康服务业发展暨慢病防治

国际论坛在京举办，此次论
坛以“慢病防治、中医为体，
助推健康服务业发展”为主
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
中医药养生保健专家学者、
慢病防治及临床医务工作

者近 500 人参会。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会

长黄正明在开幕式上指出：
“中医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在慢病
防治、养生保健和维护人类
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中
医药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切
实感受到中医药的神奇与

魅力”。
黄正明说：“创新是中

医药发展的必经之路，让中
医在保持原有的底蕴和能

力的基础上体现出创新力和

活力， 加强世界各国和地区
中医药人士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 促进中医药进入各国的
医疗卫生保健体系， 提高慢
病防治能力， 推动中医药健
康服务和养生产业的规范化

及国际化发展。”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

李路平表示， 近年来， 虽
然一直强调慢性病防控要

以防为主， 防治结合。 但
现实情况是， 大多数医疗
机构和临床医务人员对慢

性 病 还 是 重 “治 ” ， 轻
“防”。 当前， 我国慢性病
发病态势对广大医务工作

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各级医疗机构要积极参与

到慢性病的防治工作之中，
转变重 “治” 轻 “防” 的
传统观念， 鼓励医务人员

大力开展健康教育。
会上， 世界中医药学

会联合会、 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秦

伯益在内的知名专家学者

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近 20
位专家教授， 围绕 “一带
一路” 框架下的中医药健
康服务发展体系、 中医药
慢病防治新策略、 中医特
色医疗技术和中医养生保

健领域取得的最新学术成

果作了报告， 同时还组织
有关中医特色医疗专家在

大会上进行了技术交流和

操作演示，展示了近年来我
国中医药领域获得的各项

成果，同时也为中西医在慢
病防治领域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搭建了一个相互学习

的平台。
（来源： 中国中医药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院长周嘉教授做主题演讲

本报讯 9 月 16 日， 2018 上海
台北双城健康讲坛暨第 38 届解放
健康讲坛在台北市张荣发基金会国

际会议中心举行， 来自两岸的四位
知名医学专家就 “肺心为您” 的主
题进行了探讨 ， 近 300 名台湾观
众参加。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

医结合医院院长、 心胸外科学科带
头人周嘉教授做 “针刺麻醉” 主题
演讲。 针刺麻醉是我国最具原创性
的医学研究领域之一， 使中医针灸
从民族医学变成了一项世界医学，
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中国医学科

学研究五项重大成果之一。 周嘉精
彩的演讲赢得台湾观众阵阵掌声，
让台下观众啧啧称奇。

根据针刺麻醉原理 ， 上海于
1958 年完成首例针刺麻醉手术 ，
1972年， 首例针刺麻醉下实施心内
直视手术也在上海完成。 2006 年，
周嘉团队经过临床研究， 将单纯的
针刺麻醉创新性地发展为针药复合

麻醉， 开启了针刺麻醉的新篇章。
为什么要做针刺麻醉？ 周嘉院

长说， 中国针刺和现代麻醉的疗效
惊人的相似， 都具有镇痛、 镇痛、
稳定心率血压， 保护脏器血管等相
同作用， 缺点是无肌肉松弛作用。
针刺麻醉的核心是针刺镇痛， 针刺
可以减轻外科手术引起的疼痛， 但
不能达到完全无痛， 针药复合麻醉
可有效减少手术期间麻醉药的用

量， 同时缓解术后疼痛及术后镇痛
药物的使用， 在围术期具有良好的
脏器保护功能 ， 加速患者术后恢
复。 在无需特别强调肌松的胸部、
头颅手术使用针药复合麻醉， 避免

了气管插管的机械性损伤作用， 最
大程度地降低麻醉药对人体的影

响， 让病人更安全， 是现代麻醉的
有益补充。

周院还介绍了几个针药麻醉在

心脏手术中运用及针刺麻醉下心脏

介入手术的案例， 台下观众和同行
连连称奇， 竖起大拇指。

“针刺麻醉在医学科学领域中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周嘉院长
介绍到， 岳阳医院是国家针灸的区
域诊疗中心， 主攻方向为针法、 灸
法 、 针刺麻醉 ； 正在计划建立首
个 " 基于针刺麻醉的术后快速康
复" 治疗模式。

周嘉院长还为大家介绍了合谷

穴、 阳陵泉、 足三里等几个重要保
健穴位， 分享了他运用中医治疗方
法高空救人的故事。 2017 年 9 月，
一名 21 岁的女大学生在来沪求学
的航班上突发心脏突发昏厥， 同机
的周嘉院长听到乘务员的求助广播

后 ， 立即起身出手 。 女生大汗淋
漓、 血压降低， 当时估计脉搏超过
150 次/分 ， 并伴有心源性休克的
迹象。 周嘉院长进行了详细的体格
检查， 诊断为突发性室上性心动过
速。 飞机上无任何治疗该疾病的医
疗设施怎么办？ 周嘉院长借鉴针刺
麻醉用穴的丰富经验， 立即按压女
孩内关、 合谷两个穴位， 并用手法
疏通其双侧手臂的心包经络， 再配
合吸氧和心理安慰， 五分钟后， 女
孩脉搏逐渐恢复正常 ， 人稳定下
来。 “我们祖国中医有时就是这样
神奇！” 周嘉说完， 全场一片热烈
掌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
中西医结合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