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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崇高精神， 进一步展示上海 20
多万名医务工作者“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主流 、主体形象 ，积极营造深
化医改的良好舆论氛围，努力构
建和谐医患关系 ，8 月 16 日 ，市
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市卫生计
生委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隆重举行 “我心中的白衣天
使———市民为五‘十佳’颁奖”活
动暨上海首个 “中国医师节”庆
祝大会，市民代表走上领奖台为
五“十佳”优秀医务工作者颁奖。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和
著名医学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原院长杨秉辉启动上海

首个“中国医师节”庆祝活动。会
上 ， 推出了由中国医师协会监

制，上海卫生计生委与上海电视
台 《人间世 》摄制组联合制作的
首个“中国医师节”宣传片。

颁奖活动上， 第九人民医
院张陈平 、 市急救中心吴昕 、
华山医院刘华晔 、松江区中心

医院夏进东 、宝山区大场镇第
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郭红 、长
宁区精神卫生 中 心 陈 雯 等 6

位获奖代表分享了他们 “用生
命守护生命 ， 用心灵温暖心
灵 ”的感人故事 。会上 ，举行了
新医师就职宣誓仪式 。 上海市
中医 、 中西医结合领域杨巍等
多名医务人员受到表彰 ， 其中
获第三届 “五 ‘十佳 ’”荣誉称号
的是 ：“十佳 ” 医师曙光医院杨
巍 ，“十佳 ” 护士附属岳阳中西
医结合医院张梅芳 ， “十佳 ”医
技工作者龙华医院银浩强 ，“十
佳 ” 后勤服务工作者龙华医院
方赛峰 、普陀医院蒋友好 。龙华
医院吴琛荣获 “十佳 ”公共卫生
工作者提名奖 ，普陀医院姚娟 、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王霞荣

获 “十佳 ”护士提名奖 ，上海市
中西结合医院蔡黎平 、 上海市
第七人民医院蒋保华荣获 “十
佳 ”后勤服务工作者提名奖 。

（林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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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16 日，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 2018 年度集中
受理项目的评审结果， 上海中医药大
学共获资助项目 138 项， 包括重点项
目 2 项、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重点项
目 1 项、优青项目 1 项 、面上项目 77
项 、 青年项目 57 项 ， 总直接经费
6494.55 万，立项数和经费数均创历史
新高，继续保持强劲的科研竞争力。

与往年相比 ，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8年度基金体现量、质提升的特点。
立项项目数较 2017年增加 12项，经费
增加 29.66%，重点（包括国际合作）项目
和面上项目占全校自然科学基金总项

目数的 58%。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
医院梁倩倩教授获国家优青项目资助，
这是上海中医药大学自 2013年以来在
该人才项目上取得的又一突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国家创新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自由探索以及

具有原创性、前瞻性的科学研究。未来，
学校将更加重视提升中标率，以完善提
升申请书质量为抓手，在重点关注优势
学科的同时，更加注重创新研究；进一
步统筹学科布局，扩大申报项目的学科
覆盖面，挖掘青年人才潜力。同时，继续
做好项目申报组织、 过程管理工作，提
高上海中医药大学科学研究能力和竞

争力，为学校“双一流”建设贡献力量。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处）

上海中医药大学继续保持
国家自然基金中标数行业领先

上海中医药大学与宁波共建中医药传承教育中心及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实训基地

中医、 中西医结合系统多名医务工作者受到表彰

创新项目管理 提高标书质量

本报讯 8 月 15 日上午，上海中
医药大学和宁波明贝中药业有限公

司签约，沪甬校企将共建浙江宁波明
贝堂中医药传承教育中心及中药炮

制技术传承实训基地，着力推动长三
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上海中
医药大学校长徐建光 、 副校长胡鸿
毅，上海市药学会理事长王龙兴，上海
中药行业协会会长杨弘， 宁波市卫生
计生委主任张南芬， 宁波市鄞州区委
副书记朱法传、副区长卜明长，以及宁
波明贝中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项志秋

出席揭牌签约仪式。这是《沪甬两地医
疗健康战略合作协议》 签订后宁波市
的第一个合作项目， 标志着上海与宁
波医疗领域合作迈向更高水平和更深

层次，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徐建光提出， 此次沪甬合作就是

主动对接国家和地区战略规划， 要以
教学为龙头、以人才培养为重点、以传
承民间技术为核心，加强组织协调，把
这个平台作为中医药健康服务技术的

汇聚地，从而辐射长三角地区。他希望
通过此次合作， 双方不断提升学科发
展和人才培养的学术内涵和文化底

蕴，从课堂走向行业，实现课程教学与
生产实践、创新创业与人文教育、专业
培训与素质养成相结合。 在当今医教

协同的人才培养大环境下， 合作双方
要充分发挥校企合作平台的优势，使
明贝堂中医药传承教育中心及中药炮

制技术传承实训基地不仅能够承担中

医药院校教育的实习实践教学任务，
让学生收获中药材种植、 炮制等方面
的知识，还要进一步拓展空间，创新机
制， 把基地建设成为高层次继续教育
乃至未来领军人才培养的特色基地。

长期以来，宁波市鄞州区围绕“健
康中国”战略要求，把中药产业作为着
力打造的名片之一， 把中药材炮制等
民间技术作为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途

径之一， 使中医药健康服务成为惠及
民生的支柱产业。 宁波明贝中药业有
限公司现已逐步形成集饮片生产、临床
医疗、 文化传承为一体的健康平台。宁
波有关领导认为，此次合作将充分发挥
上海中医药大学在长三角地区中医药

发展的联动、带动作用，打破各种资源
壁垒和机制障碍，将院校教育和产业基
地紧密融合，进一步推进宁波中医药民
间技术的发展，未来明贝堂中医药传承
教育中心有望成为长三角地区中医药

教育、 科研、 产业高度融合的优质品
牌。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务处）

中华中医药学会周围血管病分会
第十次学术年会暨换届选举会议

在北京召开

8 月 10 日至 12 日， 由
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 中华
中医药学会周围血管病分

会、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
属护国寺中医医院、 航天中
心医院承办的中华中医药学

会周围血管病分会第十次学

术年会暨换届选举会议在北

京举行。 来自全国的委员候
选人及专家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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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

血管病分会第四届委员会。
陈淑长教授当选为名誉主任

委员， 邓柏杨、 张建强、 曹
烨民、 廖奕歆当选为名誉副
主任委员，甘学培、吕延伟、
吴海江、迟景勋、郑则敏、郑
学军、赵钢、赵尚华、侯玉芬、
秦学贤、倪毓生、霍凤当选为
顾问；闫英当选为主任委员，
丁毅、刘明、李大勇、张朝晖、
柳国斌、郭伟光、韩颐、 韩书
明当选为副主任委员， 耿树
军当选为秘书长， 马静、 李
志刚、 陈朝晖当选为副秘书
长。 换届会议后， 举行了中
华中医药学会周围血管病分

会功能型党支部成立会议，
闫英当选为党支部书记。
（来源： 中华中医药学会网）

中国中药协会药酒专委会成立

8 月 14 日， 中国中
药协会药酒专业委员会

成立大会暨首届药酒技

术和产业发展论坛在山

西太原举行。 中国中药
协会会长房书亭 ， 全国
政协常委、 山西省科协
主席周然， 北京工商大
学校长孙宝国院士等出

席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首

届中国中药协会药酒专

委会成员。 周然 、 孙宝
国担任中国中药协会药

酒专委会名誉主任委员。
山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冯

前进任主任委员。
周然表示 ， 药酒专

委会的成立是药酒行业

健康发展的助推器 ， 应
继承传统药酒理论 ， 通
过科技创新不断努力发

掘药酒新价值 。 孙宝国
指出 ， 要坚持 “风味 、
健康双导向”， 走现代化
生产道路， 要开拓国际
市场， 向世界讲好药酒
故事。

会上 ， 与会专家还
围绕药酒发展现状 、 质
量控制研究等主题展开

学术讨论。 本届药酒专
委会吸纳了 23 家企业 、
医院和科研机构作为会

员单位。
（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