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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信息


镇院之宝镇院之宝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化癥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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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药协会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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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张大宁 全国名中医聂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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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三
秦杏林小郎中”中医
药文化夏令营成员
走进陕西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30 余
名成员通过该院中
药师的实物展示和
讲解，了解黄芪、枸
杞等常见中药材的
性状、功效等。

图 为 讲 解 现
场。

通讯员 王建
丽 刘 洋摄影报
道

走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
普昌镇中心卫生院，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
艾草香，一间诊室内，许多彝族患者正在
接受针灸、推拿、拔罐等治疗。一位女医
生在患者间忙碌地穿梭着。

这是普昌镇中心卫生院刚刚开诊的
中医馆，忙碌着的女医生是来自四川省绵
竹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的帮扶医生王
玉婷，她一边为患者治疗，一边为几名当
地医生进行指导。

建中医馆
手把手带出“地方队”

王玉婷 2019年初跟随绵竹市卫生健
康系统“传帮带”工程医疗队来到甘洛县
普昌镇开展医疗对口帮扶工作。初到普
昌，简陋的医疗环境让王玉婷感到吃惊，
这里缺乏专业医疗人员、设施设备简陋，
治疗手段单一。

受生活劳作习惯的影响，当地不少上

了年纪的群众都患有颈肩腰腿疼痛的毛
病。但由于医疗条件落后，交通不便，他
们只能靠吃止痛药来缓解疼痛，或者坐
车在泥泞的山路上颠簸一个小时去县城
治疗。

“为什么不利用中医的针灸、推拿这些
手段来帮助当地老百姓进行治疗呢？”王玉
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经过调查了解后她
发现，简便廉验的中医适宜技术非常符合
当地群众的就医需求。于是她主动找到卫
生院领导，提出创建中医馆的想法，获得了
卫生院的肯定及大力支持。

万事开头难，从选择场地到准备治疗
用的沙袋，从调试电疗仪到挑选采购药
材，在筹建中医馆日子里，事无巨细，王玉
婷都亲力亲为。

经过一个多月的忙碌，“中医馆”初具
雏形，但另一个难题又摆在了王玉婷面
前。不仅在普昌镇中心卫生院，在整个甘
洛县，中医人才都是十分稀缺的“资源”。
没有中医康复治疗师，刚建起来的“中医

馆”就无法正常开诊。
为了让当地百姓及时受益，王玉婷把

目光投向了卫生院里好学的年轻医生。
从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到中医适宜技术操
作，从熟悉人体经络到辨识穴位，不论是
针灸的位置深浅还是推拿的手法力度，拔
罐的时间还是敷贴的温度，王玉婷通过专
题培训、教学查房等多种途径手把手把自
己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及经验，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当地年轻医生。每天晚上，她还利
用休息的时间通过微信群等解答当地医
生的问题。在她的努力下，一支中医药

“地方队”在卫生院组建起来。

倾心帮扶
保障群众健康

“我做了几天治疗，腰痛明显好多
了。”“真好，以后治病再也不用往县城跑
啦。”在中医馆的诊室内，等待治疗的患者
相互交流、感叹道。

目前，该中医馆已拥有治疗床位6张，
可开展针灸、拔罐、敷贴、中药塌渍、刮痧、
耳针等多种中医药治疗项目。自开诊以
来，深受当群众欢迎，每天前来诊疗的患
者络绎不绝。

“中医馆的建立和开诊，不仅填补了
我们卫生院在中医治疗方面的技术空白，
提升了甘洛县整体的中医诊疗水平，更为
患者省了钱、节约了时间，让百姓受益。”
普昌镇中心卫生院院长谢善文连连称赞。

在王玉婷看来，中医馆接下来还有
很多的事情需要完善、提升。“内部管理
还要逐步梳理，各项操作流程要进一步
规范，人员培训还要继续加强。”王玉婷
说：“现在中医适宜技术开展起来了，怎
样进一步用中药来帮助当地群众，是下
一步工作的重点。”王玉婷表示，她要带
着卫生院这支“地方队”扎扎实实做好工
作，充分发挥出中医药在基层常见病、多
发病防治上的独特优势和作用更好地保
障群众健康。

彝乡有了中医药“地方队”
通讯员 张学书

辽宁省沈阳市的刘女士几个月前在
体检中查出患有子宫肌瘤，正在备孕的
她心理负担很重，连续几天吃不好睡不
好，在朋友推荐下来到辽宁中医药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想通过中医药治疗调理。

该院妇科主任石玲为刘女士仔细检

查后表示，子宫肌瘤等妇科疾病属中医
癥瘕范畴，主要由于机体正气不足，风寒
湿热之邪内侵，或情志所伤、饮食失宜，
致脏腑功能失常，气机阻滞，瘀血、痰饮、
湿浊等有形之邪凝结不散，停聚下腹胞
宫，日月相积，逐渐而成。均以继发性、

进行性加重的痛经、不孕、月经失调等为
主要临床表现。

该院自主研发的院内制剂化癥丸治
疗上述疾病疗效较好。化癥丸是辽宁
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张立新教授
总结多年临床经验，自主研发的制剂，

用于治疗妇女盆腔良性肿块。
化癥丸由桂枝、猪苓、丹参、赤芍、桃

仁、淫羊藿、紫草、水蛭等十余种中药配
制而成。方中桂枝温通经脉、助阳化气，
猪苓利水消肿、渗湿，丹参活血调经、祛
瘀止痛，赤芍清热凉血、散瘀止痛，桃仁
活血祛瘀、润肠通便，淫羊藿补肾壮阳、
祛风除湿，紫草清热凉血、解毒透疹，水
蛭破血通经，逐瘀消瘕。诸药合用，有活
血化瘀、软坚散结、补肾固本、调理内分
泌的功效。

刘女士服用化癥丸3个月后，子宫肌
瘤结节明显缩小，继续中药调理 3 个月
后，正常怀孕。

化癥丸自在该院推广应用以来，因
其疗效显著、副作用小、方便服用等特
点，受到患者广泛好评。

活血化瘀治癥瘕
本报记者 孙雨婷 通讯员 任英琦

四川绵竹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医师王玉婷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甘
洛县普昌镇中心卫生院建起中医馆，让彝族同胞享受中医药服务——

本报讯 近日，以印度青年事务和
体育部辅秘基兰·索妮·古普塔女士为
团长的印度青年代表团 100 人到甘肃
中医药大学访问交流。

在座谈交流会上，甘肃中医药大
学校长李金田表示，此次印度青年代
表团来访能够推动两国高校之间的交
流，让更多的印度青年学生与该校学

生互学互鉴，为中医药文化在海外的
传播发展夯实基础。基兰·索妮·古普
塔表示，甘肃中医药大学将中医药与
现代医学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对印度
中医药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甘肃中医药大学学生代表在座谈
会上介绍了学校特色品牌活动、第二课

堂建设和学生社团创建情况，并分享了
学习的体会与经验，印度青年代表介绍
了印度医药分类标准及印度瑜伽在养
生保健中的重要作用。

会后，访问团观看太极拳、太极
剑、敦煌舞等表演，并在该校创新创业
团队学生的指导下制作了中药养生香
囊。 （张 倩 冯永乐）

印度青年代表团到甘肃中医药大学访问

本报讯 （通讯员许晓锐）近日，巴
西塞古罗港市与艾乌纳波里斯市政府
联合代表团一行 4 人到云南省昆明市
中医医院呈贡院区参观考察。

代表团先后参观了该院针灸科、推

拿科、中药房和急诊科。一位代表团成
员因为咽痛，主动体验针灸治疗，咽痛
症状得到缓解。代表团成员还观看并
了解了小儿推拿治疗，并详细了解了该
院院内制剂。

随后，双方进行座谈交流，代表团
成员表达了想和该院开展合作的愿望，
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的机
会，让塞古罗港市与艾乌纳波里斯市的
医学生到该院深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

巴西两市代表团赴昆明市中医医院参观

本报讯 7月 5日，广西防城港市中医医
院和防城卫生院建立医联体。

双方将在互信、互助、互惠的基础上，
责任共同分担、事业共同发展、技术共同提
高。建立医联体后，该院将在医院建设与
管理、人才培养、医疗技术、教学科研等方
面对防城卫生院开展支持帮扶工作，承担
为卫生院选送学科带头人，培训技术骨干
等任务。 （孔艳梅）

广西防城港市中医医院

与防城卫生院建医联体

本报讯 （通讯员黄 勇）近日，位于四川
省成都市新都区的成都汉和中医治未病医院
投入试运营。

成都汉和中医治未病医院占地 3200 平
方米，为新都区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
区重点建设项目和试验基地。该院由成都
市新都区中医医院和成都汉和健康科学技
术有限公司共建，是健康体检、健康管理、
健康干预、健康康复“四位一体”的混合所
有制中医治未病医院，主要面向普通人群、
亚健康人群（亚临床人群、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高危人群）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人群，提
供“治未病+”服务。

该院投入试运营后，将发挥国家中医药
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载体作用和示范带动作
用，进一步推动试验区各项改革任务的完
成，满足新都区及周边地区百姓的健康服务
需求，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

四川成都汉和中医治未病医院

投入试运营

本报讯 （记者李 娜）日前，京津冀名老
中医药专家周绍华学术传承推广发展项目
（京津冀中医药协同发展脑病专科联盟）落户
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中医院。项目前期已在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医院和沧州市泊头市中
医医院建立学术传承推广基地，阜平县中医
院是第三家基地。

项目通过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临床途
径、诊疗规范、服务管理实现医疗联盟内同质
化服务和标准诊疗程序。同时根据各成员单
位技术特长，培育各不相同的医疗特色，实现
区域内中医药资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研
究创新体系，为提高脑病医疗水平和分级诊
疗发挥支撑作用。

会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
保定市第一中医院、泊头市中医医院的十余
位专家在阜平县中医院开展义诊，并深入各
科室指导教学。

周绍华学术推广发展项

目落户阜平县中医院

本报讯 （通讯员赵永生）近日，河北省
内丘县中医院党委的十余名党员志愿者分科
组成医护志愿服务团，为全县 36名新中国成
立前入党的老党员义诊并提供健康咨询。

志愿者为老党员量血压、测血糖，并为部
分老党员进行痧疗、罐疗，还发放了药物知
识、健康知识宣传材料。

河北内丘县中医院

为老党员送健康

本报讯 （记者梁启成 通讯员孟娟娟）
日前，第二届壮医联盟会议暨 2019民族医特
色诊疗技术示范与推广高级研修班在广西国
际壮医医院举办。

研修班上，全国名中医黄瑾明教授等专
家分别以《努力学好壮医基本理论，坚持壮医
正确发展方向》等为题授课，壮医联盟基层医
院的中青年骨干在学习壮瑶等民族医药特色
技法的同时进行技术经验交流。

壮医联盟由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发起并于
2017年成立，目前已与36家市县级中、壮医医
院签约联盟。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广西中
医药大学、壮医联盟单位及基层医院的200多
名医务人员参加培训。

广西壮医联盟培训

推广特色诊疗技术

本报讯 （通讯员任英琦）日前，辽宁省
中医药学会脑病康复专业委员会换届大会
暨学术会议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

会上表决并审议通过了专委会新一届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等成员名单。中国
康复研究中心治疗师周斌、吉林大学第二
医院康复科主任刘忠良等专家作报告。

与会专家表示，中医药在脑病治疗、
康复和防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一步加
强脑病康复学科的协同发展及学术交流
对促进中医学在脑病康复中的普及和发
展、培养中西医结合脑病康复人才有重要
意义。

会议由辽宁省中医药学会主办，辽宁中
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承办。

辽宁省中医药学会

脑病康复专委会换届

本报讯 （通讯员戴文娟）近日，浙江省
东阳市中医院举办青少年急救知识及技能培
训班。

培训班为期两天，分两期为近 80名以中
小学生为主的学员进行培训。培训中，医护
人员采取理论授课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
式，为学员讲解创伤救护、意外伤害处理、心
肺复苏等理论知识，并示范操作技能。

培训结束后，医护人员给考核合格学员
颁发了心肺复苏术培训合格证书。

浙江东阳市中医院

举办急救知识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