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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医药报》》 征订启事
《上海中医药报》于1985年创刊，由上海市中医

药学会主办，是全国唯一一份中医科普知识报。《上海
中医药报》以“中医，让我们更健康”为办报理念，长期
致力于传播健康、和谐的中医药资讯与文化，使大家了
解中医、认识中医、喜欢中医，共享健康；普及中医中药
知识，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博采中医精华，传播养生妙
法，关注日常衣食住行，贴近生活方方面面，以回归
自然的思想，为读者传送经济、有效的中医保健资讯
与百科信息；同时《上海中医药报》汇集众多名医、聚
焦中医学术、贴近临床各科、关注各方动态，为中医
同仁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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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公布
2018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名单

本报讯 为挖掘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育心育人智慧 ， 推
动高校本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的发展 ， 12 月 24 日 ， 2018
上海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示范中心 “本土生命教育与青
少年心理健康 ” 专题培训在上
海中医药大学举办。 同济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等上海各高校

的专兼职心理咨询师 、 学生辅
导员 、 学生工作负责人 ， 以及
上海格致中学 、 上海中学东校
等各区普教系统的心理教师七

十余人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由上海中医药大

学学工部副部长 、 心理咨询与
发展中心主任成琳主持 。 上海
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 、 副校
长朱惠蓉介绍上海中医药大学

心理咨询与发展中心作为上海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示范

中心的主要工作 ， 强调学校以
“朋辈互助、 积极发展” 为导向
的 “橙 ” （橙意暖心 ） 文化和
以 “身心同养 ， 全人健康 ” 为
核心的中医药特色 “澄 ” （澄
心息虑） 文化建设。

朱惠蓉与上海中医药大学

终身教授、 中医心理名师工作室
导师王庆其，学工部部长陶思亮
向培训班学员代表赠送上海中

医药大学本土心理成果《谈“心”

———中医名家十讲 》。《谈 “心 ”
———中医名家十讲》于今年 8 月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是
上海中医药大学心理咨询与发

展中心专家团队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医药文化与西方心理
学 、咨询技术相结合 ，针对当代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本土化

模式———“全心育人” 模式实践
探索的研究成果。

培训将历时四天， 王庆其、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陈昌乐等中

医心理专家联合上海市精神卫

生中心专家 ， 从中医药文化中
的生命观和生命体验开始 ， 进
行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

命教育和结合国情的医教结合

知识技能教育 ， 为上海高校学
生工作者和普教心理工作者呈

现内涵丰富 、 实操性强的课程
内容与互动体验。

第一天培训结束后 ， 上海
外国语大学夏卡莉表示 ， 多年
的学生工作经历让她深感生命

教育与医教结合工作的重要性，
培训非常及时 。 安亭高级中学
林亚娟结合苏东坡的生平 ， 表
达一线普教心理工作者主动汲

取传统文化营养 ， 在培训中求
知论道、 格物致知的感受。

本次培训着力提升一线学

生工作者和心理教师业务知识

和专业水平 ， 有助于上海高教
与普教学生工作的联动及本土

生命教育与心理健康工作的推

进。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工部供稿）

本报讯 科技部日前公布公

布 2018 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名
单 ，《癌症·新知 ： 科学终结恐
慌》、《熊猫医生和二师兄漫画医
学 1-6》（6 册）、《名医护航丛书》
（31 册）《中医食养智慧系列》（4
册）等 50 部作品入选。

据了解， 科技部组织开展
的 2018 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推
荐活动， 旨在全面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 ， 落实 《“十三
五 ” 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 和
《“十三五” 国家科普和创新文
化建设规划》 确定的科普和创
新文化建设重点任务， 加强国
家科普能力建设。 活动得到了
各地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

响应 ， 共收到 28 个省 、 自治
区、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 副
省级城市， 中央、 国务院及中

央军委有关 30 个部门推荐的
244 部作品 （共计 688 册）。 经
形式审查， 科技部聘请知名专
家组成评议组， 进行了独立的
评议、 推荐工作， 共评出卞毓
麟 《拥抱群星》 等 50 部优秀科
普作品， 经公示无异议。 现将
50 部作品作为 2018 年全国优
秀科普作品， 向全社会推荐阅
读， 并颁发荣誉证书以资鼓励。

（林昀）

本报讯 近日， 上海中医
药大学创新中药研究院牵头

申报的 “基于点击化学的中
药创新药物的研究 ” 获得上
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立

项。 该项目是上海市科委首
次在中医药领域内布局的重

大项目， 也是上海中医药大
学首次获得市科委重大项目

资助。
该项目由中国科学院院

士、 上海中医药大学创新中
药研究院院长林国强牵头 ，

联合上海有机所研究员董佳

家团队， 开展点击化学在创
新中药研发和新药发现中的

应用研究。
点击化学是通过小分子

的拼接快速高效地构建化合

物库的一种方法 ， 通过研究
与改进， 其效率可达普通化
学合成的成百上千倍 ， 因此
可以实现药物的快速发现和

合成， 是目前药物开发领域
最为前沿和吸引人的技术之

一。 应用点击化学对中药的

活性天然产物进行修饰和改

造， 并通过高通量筛选的方
法和药理药效的评价研究 ，
发现具有优势活性的药物候

选物， 为获得活性天然产物
作用的新靶点打下基础 。 该
项目的批准立项对进一步推

动上海中医药大学创新中药

研究、 实现中药新药的快速
发现， 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
义。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
处、 创新中药研究院供稿）

“基于点击化学的中药创新药物的研究”
获上海市科委重大项目资助

本报讯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局等 6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开展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
理制度试点的通知》，决定开展建
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 。
上海共有 6 家医院入选试点医院
名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
医院是其中唯一的中医医院。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部

门根据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

度要求， 明确了试点医院改革发
展重点任务， 对国家层面未明确
提出试点任务及要求的， 鼓励试
点医院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和群众医疗服务需求， 因地制
宜，大胆探索。龙华医院根据重点
任务要求，将从制定医院章程、完

善医院议事决策制度、 发挥专家
治院作用、 落实医疗质量安全核
心制度、推进药品耗材合理使用、
健全医院财务资产管理、 优化医
院收入结构、 调动医务人员积极
性、健全完善后勤管理、加强医院
文化和医德医风建设、 全面开展
便民惠民服务、 积极参与分级诊
疗建设、完善内部监管、加强医院
党建工作等方面逐条认真落实。

龙华医院始终坚持中医为主

的办院方向，秉持“质量第一、病
人至上、继承创新、追求卓越”的
使命和“严谨、仁爱、继承、创新”
的医院精神， 以中医药特色优势
促进医院发展， 目标建设成高水
平现代化综合性中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
医院供稿）

多部医学作品入选

科 研 动 态

龙华医院入选建立健全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