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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举办精准医学分会成立大会 

暨 2017 年“中医药、民族医药--精准医学、乳腺癌”高峰论坛 

2017 年 8 月 4～6 日，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在广东省佛山市中医院举办精准医学分会成立

大会暨 2017 年“中医药、民族医药--精准医学、乳腺癌”高峰论坛。来自包括西藏、内蒙

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全国 25个省市自治区、113家医疗机构近

300 名代表出席。 

8 月 4 日晚八点举行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精准医学分会选举会议。经过本人申请、单位推

荐、民主选举，产生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精准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及其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陈

润生院士、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癌症姑息治疗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林丽珠教授当选为名誉

会长；广东省佛山市中医院刘效仿教授当选为首任会长；中国医学科学院神经科学中心陈乃

宏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三院裴晓华教授，江苏省中医院赖仁胜教授，湖北省人民医院

李艳教授，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蒋士卿教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杨惠教授，江

西省人民医院万本愿教授、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谢小兵教授、西藏藏医学院吴宗耀

教授，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张彬教授，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研究院韦桂宁教授，河南

省中医院郭宇飞教授，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张军一教授，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

院王海涛教授，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侯俊明教授，澳门新华中医内科协会、香港中医药



学院卢致鹏教授等当选为副会长和专家委员会委员；陈务民任秘书长；李一荣、柯明辉、陈

学彰担任副秘书长。 

8 月 5 日上午举行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精准医学分会成立大会，陈务民秘书长主持会议。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秘书长王建中、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分会会员部陈靖、佛山市副市长乔羽、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精准医学分名誉会长林丽珠教授、刘效仿会长、各副会长等专家学者出席。

王建中副秘书长向精准医学分会颁发了标牌和证书并介绍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的特点及成立

精准医学分会的意义。王建中副秘书长指出，如何将精准医学系统整合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

医学方法是一大难题，但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精准医疗与民族医学的结合一方面能致力于

科学认知人体机能和疾病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优化健康促进与疾病防治的策略、路径、方法，

力求最终实现有限的卫生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群体健康效益，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希望精准医学分会越办越好，未来能成为我们国家精准医学一面鲜明的旗臶。 

精准医学分会会长刘效仿教授代表新成立的精准医学分会致辞，希望将精准医学分会打

造成一个起点高、专业覆盖面广的分会，更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分会。希望通过精准医学分

会的平台，促进各传统医学的交流，加强各传统医学人士的培训，共同研究、制定各种疾病

的治疗难点和个体化治疗方案等，合力推动精准医学和传统医学的发展。 

25 日下午至 26 日学术交流先后由林丽珠名誉会长、裴晓华副会长、赖仁胜副会长、蒋

士卿副会长等 10 多位专家学者作专题演讲，为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精准医学分会成立大会暨

2017 年“中医药民族医药--精准医学、乳腺癌”高峰论坛画上完美的句号。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蜂疗分会一届二次中医、民族医蜂疗学术交流会 

在兰州市召开 

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主办，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蜂疗分会、兰州市中医医院、甘肃省中医

院承办，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39 蜂疗网协办的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蜂疗分会

一届二次中医、民族医蜂疗学术交流会于 2017 年 8 月 4～6 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召开。本次会

议得到了兰州市人民政府、市卫计委的大力支持。兰州市人民政府马彩云副市长、兰州市卫

计委杨衍佑主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秘书长兼学术部主任刘玉玮莅临大会祝贺并致辞，对

蜂疗的进一步临床研究发展，给予了鼓励和要求。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级各类中医、民族医蜂



疗诊治方面的专家、学者、三甲医院院长，各类医疗机构代表，蜜蜂养殖、蜂疗和蜂产品研

究专家、蜂疗爱好者，相关蜂疗蜂产品企业以及台湾亚太蜂针研究会专家等蜂疗行业 200 多

人出席会议。 

学术交流会上，李万瑶等 37位专家分别作精彩的学术报告，提升了参会者对蜂疗学术的

认识。会议还邀请了 20余名专家学者，对蜂疗的历史文化、技术以及保健养生调理等丰富多

彩的蜂疗养生文化进行了现场演示，与会代表现场进行蜂蜡疗、蜂毒刮痧、蜂针技术等体验。 

8月 4日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蜂疗分会召开了 2017年理事会议，分会秘书长唐纯志主持

会议，71名理事出席了会议。蜂疗分会会长李万瑶就分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情况作工作报告，

介绍了一年来完善组织建设、调整学组建臵、依托 39 蜂疗网官方网站进行蜂疗相关普及工作；

秉承依法建会原则，积极发展壮大蜂疗分会会员队伍，通过不断规范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提

升了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分会通过各学组的建立，制定出蜂疗行业相关标准，进而达到提高

行业整体水平与规范。制定蜂疗临床研究的行业发展策略，优化蜂疗的海内外结构和布局，

力争建成为具有鲜明蜂疗特色和鲜活竞争力，能够解决多学科交叉复杂疑难问题、引导学术

方向、培训专业人员、制定规范标准的跨专科联合体。      

刘玉玮主任对蜂疗分会工作特别是蜂疗科普、推广、蜂疗行业标准建设等方面给予肯定，

对蜂疗分会下年度工作提出要求 ,强调要积极围绕蜂疗学术领域急需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

进行学术研究，设立科研项目并与学组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问题为导向，抓疗效，总结

专家共识，积极吸纳各民族蜂疗医学成果，推动我国蜂疗行业快速健康发展。唐纯志秘书长

在讲话中对分会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在学会总体任务基础上制定相关计划，积极开展学术活

动，为学科发展和临床疗效提升做出成绩。理事会还进行了增补理事会成员选举，拟定 2018

年蜂疗分会学术年会由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承办，于 2018 年 11 月在广东省

召开。 

 

第四届全国民族医药传承和发展交流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第四届全国民族医药传承和发展交流研讨会于 2017 年 8 月 4～6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召开。研讨会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举办，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医史文化分会、中国民族

医药学会蒙医药分会、内蒙古自治区蒙医药学会、内蒙古自治区蒙医国际医院承办。来自全



国各省市自治区医疗卫生系统、各相关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人员，民族地区医药生产企业、

流通领域、民族药材种植基地、民族医药教育培训机构的 20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得

到内蒙古卫计委、蒙中医药管理局大力支持。 

研讨会以“传承、发展、创新、交流”为主题，邀请了医药卫生行业负责人、相关领域

学术带头人围绕中国民族医药卫生行业遇到的问题及行业发展趋势，国家对民族医药卫生事

业相关政策解读，民族医药发展研究、民族医药文献整理与挖掘、民族医药临床研究、中药

与民族药开发与利用等议题，共同启迪行业智慧，以新思维、新方法、新业态把握民族医药

发展新作为。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医史文化分会会长徐江雁主持，内蒙古卫计委副主任、

内蒙古自治区蒙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乌兰致开幕辞，中国民族医药

学会医史文化分会副秘书长杨建宇、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蒙医药分会巴雅尔代表承办单位分别

致辞。 

研讨会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叶祖光、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图雅、中药研究所

主任李西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洪宗国、宁夏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余建强、广东药科大学中

药学院院长梁生旺、贵阳中医学院医学人文学院院长陈瑶、广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

林江、吉林医药学院院长冯波等 30余位中医药、民族医药领域专家作大会报告，会议论文集

还收录论文 40余篇。 

会议期间应内蒙古自治区蒙中医药管理局乌兰局长邀请，全体参会代表参观了内蒙古国

际蒙医医院的特色诊疗法项目。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肝病分会 2017 年中医药、民族医药论治慢性肝病学术交

流会议暨彝族医药防治慢性肝病理论挖掘和经验传承培训班在凉山举办 

2017 年 8 月 16～20 日，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肝病分会、重庆市中医院、四川省凉山州

中西医结合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联合承办的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肝病分会 2017

年中医药、民族医药论治慢性肝病学术交流会议暨彝族医药防治慢性肝病理论挖掘和经验传

承培训班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举办。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秘书长王建中、中国民

族医药学会肝病分会会长王灵台、四川省凉山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黄格拉、四川省凉山

http://www.so.com/link?m=a/twGHcl1LEDLFKAJGfGCIC3/N7oXRJX1x4O3pY/0vnFQqaERSjfbL/NsQ+atU0GrpfjhIHpsM6O+SRVmHtgetnWfaLhGjt97lHXgFIXEFl/r3M/4RuMzJz913JBOUuBtkIK63FmpcxxYLL/Qf2bxSLgcim84KSQNst30YkFpHmQaz9QN4R5V4eiSfcXZ+L0oPOYsjyzTBgDdXUbUJpgXAF7s6zqqUq8dzd7+ig==


州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朱林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会议特邀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肝病分会会长王灵台教授作《从民族医药中寻找防治肝炎突

破口》主题报告，系统阐述了彝族医药、藏族医药、蒙族医药、维族医药、傣族医药、苗族

医药和瑶族医药在防治肝病中的理论体系、特色药物和诊疗技术，并深入阐释了加快民族医

药发展的建议和工作原则。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叶永安主任作了《慢性乙型肝炎中西

医结合治疗方案临床疗效评价》的主题报告，全面总结了中医药“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的中医药防治慢性乙型肝炎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和临床疗效。解放军 302 医院杨永平主任

作了《中医药阻断逆转肝纤维化的希望与挑战》主题报告，系统讲述了中医药逆转肝纤维化

临床研究设计和临床疗效评价。 

会议特别设臵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分论坛，邀请北京佑安医院李秀惠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陈建杰教授、广东省中医院池晓玲教授、深圳市中医院童光东

教授、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赵文霞教授、重庆市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曹文富教授就中

医药防治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临床和基础研究作大会学术交流，

并邀请山东省中医院李勇教授，重庆市中医院陈新瑜教授、黄祎教授，河南省中医院党中勤

教授，泰安市中医医院赵学印教授就自身免疫性肝病、乙肝相关肝衰竭中医药防治和其他外

治法等内容作大会交流报告，四川省凉山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唐友琴教授、沙学东教授分别做

了彝医防治肝病临床经验及其特效药物的研究进展，并组织参会代表参加学习四川省凉山州

中西医结合医院彝族医药特色诊疗中心。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 62篇，其中民族医药论文 3篇，近 120名专家学者参会，对中医、

彝族医药防治肝病临床和实验研究作了系统整理、总结和挖掘，促进了中医药和彝族医药的

相互融合，提高了彝族医药论治肝病的临床能力和科研水平。 

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肝病分会 2017 年理事会，初步确定下一届学术年会在

上海市召开。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内分泌分会成立大会 

暨首都国医名师林兰教授学术经验传承论坛举办 

2017 年 8 月 18～19 日，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在北京举办内分泌分会成立大会暨首都国医



名师林兰教授学术经验传承论坛。来自上海、北京、福建、新疆、内蒙等 10 多个省市自治区

的 300余名代表出席。 

18日 20:00—21:10在北京深圳大厦深圳厅举行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内分泌分会选举会议。

经过本人申请、单位推荐、民主选举，产生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内分泌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及

其负责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林兰教授当选为首任会长；贵阳中医学院孔德明教授

当选执行会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倪青教授当选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中医

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魏军平教授、开封市中医院庞国明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

院中医科冯兴中教授、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李显筑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朱

章志教授、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代芳教授、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朴春丽教授、长

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吉林省中医院王秀阁教授、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梁晓春教授、新疆医科大

学附属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邓德强教授、银川市中医院党毓起教授、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高天舒教授、中医药发展基金会管委会副主任董绍显教授、云南省中医医院温伟波教授、

成都中医药大学谢春光教授、福建省人民医院衡先培教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李凯

利教授、深圳市中医院李惠林教授、甘肃省天水市中医医院王志刚教授、河北省沧州中西医

结合医院王元松教授、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双蕾教授当选为副会长；中国中医科

学院广安门医院陈世波教授、苏宁护士长、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徐寒松教授、广州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刘树林教授、宁夏平罗县中医医院冯奇刚教授、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苟文伊教授、上海市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宝山分院陈月教授担任副秘书长。 

19日上午举办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内分泌分会成立大会开幕式，林兰教授主持会议。中国

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许志仁、分会会员部陈靖、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倪青教授、魏军平

教授、开封市中医院庞国明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冯兴中教授等专

家出席。许志仁会长向内分泌分会颁发了标牌和证书并介绍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的特点及成

立内分泌分会的意义，对内分泌分会寄予厚望，并相信各民族各专业医药工作者一定能团结

一致，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民族医药内分泌事业做出贡献。内分泌分会会长林兰教授代表新成

立的内分泌分会致辞，决心为挖掘、整理、普及、发扬民族医药内分泌事业作出贡献。中国

民族医药学会内分泌分会副会长魏军平教授为学术大会第一个演讲：糖尿病三型辨证学术思

想与临床经验简述。庞国明教授、李鸣镝教授分别就基于林兰教授学术思想的糖尿病周围神

经病变中医治疗策略、林兰教授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经验进行大会演讲。 



19日下午学术交流先后由中日友好医院夏仲元教授就林兰教授诊治甲状腺疾病学术思想

简介、董彦敏教授就林兰教授辨治糖尿病脑血管疾病的经验作大会演讲。各参会代表就演讲

内容积极讨论交流，学术氛围浓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内分泌分会成立大会暨首都国医名师

林兰教授学术经验传承论坛举办，对于促进中国民族医药内分泌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 2017 年学术年会在长春召开 

2017年 8月 18～19日，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 2017年学术年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

开，会议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吉林省中医院承办，来自全国

各地的 8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 

吉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邱德亮出席会议并讲话，希望各位专家能加强交流，

合力攻坚，努力在肾病学研究领域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吉林省科协副主席韩宇鸿亲临会场代

表科协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科协的定位进行阐释，并希望广大医疗行业的科技工作者，

在临床及科研工作中兼收并蓄，勇于创新，为我省科技工作全面振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国

医大师张琪、张大宁教授也表达了对中医民族医肾病学术发展的殷切希望。 

吉林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张守琳主持开幕式。会议邀请国医大师张大宁教授、聂莉芳教

授、张佩青教授、王耀献教授、孙伟教授、阎小萍教授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为期两天的会

议共有 60名专家学者阐述了肾脏病的前沿进展，以及中医民族医名家治疗肾病的经验等。与

会专家就肾脏病的前沿进展、名医诊治肾病经验、肾病的替代治疗等进行了交流，对提高全

国肾病医师的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 2017 年学术年会 

暨蒙医药治疗血液病新进展学习班在兰州举办 

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主办，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承办，甘肃省肿瘤医院、北京

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藏医院联合

协办的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 2017 年学术年会暨蒙医药治疗血液病新进展学习班于

2017 年 8 月 18～20 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召开。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会长周郁鸿，甘

肃省中医药学会会长侯志民，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刘延祯和甘肃省肿瘤医院院长夏小



军等出席会议，来自国内 20余个省市自治区，涉及汉族、蒙古族、藏族、回族、满族、畲族、

苗族、维吾尔族等多个民族的 230 余名参会代表齐聚金城，共同营造出中医、蒙医、藏医等

多种医学交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氛围。 

会议由甘肃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赵勤主持，甘肃省肿瘤医院院长夏小军介绍嘉宾并致欢迎

辞，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会长周郁鸿致开幕辞并讲话。 

会议以“弘扬中医、民族医药优势，提高血液病防治水平”为主题，议题形式多样，别

具一格。4位国内知名专家进行专题讲座，6位专家进行学术交流，12位学者进行论文交流，

2 位国家课题负责人进行科研成果分享。授课与学术交流内容涵盖了血液病系统常见病、难

治病的中医民族医诊治及最新进展，交流论文涉及临床实践经验、血液病的理论探讨、中药

新药的制剂研发、科学技术创新思维、诊疗方案与评价体系等。会议既体现了中医与民族医

相结合、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又体现了学术传承与发展的统一、诊疗规范化与个体化

的统一。 

此次会议既是一次民族团结的盛会，又是一次共谋中医、民族医血液病学术发展的大会。

会议的成功举办，赢得了学会及与会代表们的广泛赞誉，对于提高中医、民族医血液病学术

影响力，促进血液病事业的繁荣昌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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