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急
诊和重症医学科，是一个传统医学与现
代医学相结合的临床科室，是辽宁省中
医重点专科，也是医院的重点科室之
一。该科室主要承担医院各种急危重
患者的救治、医疗、教学以及科研，且在
全省处于领先地位。科室拥有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李中宇名老中医工作室，以
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名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人、继承
人两人，市级名中医 1人。中医二院急
诊和重症医学科最终入选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培育
单位，成为东北地区唯一一个入选国家
区域中医诊疗中心的急诊和重症医学
科专业。

该专科具有先进的诊疗、抢救设

备，急危重症诊治能力突出，不仅能独
立开展紧急气管插管术、经皮扩张气管
切开术、动脉穿刺术、深静脉置管术、血
流动力学监测、胸腔穿刺术、腹腔穿刺
术等复杂手术，还能对各类危重症患者
进行连续的动态生命体征监测、中心静
脉压监测，通过这些动态、定量的监测
数据捕捉病人瞬间的病情变化，根据病
情变化采取针对性治疗措施，对危重症
患者进行有效的治疗和护理，为危重症
患者的生命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
障。该专科还创新诊治模式，形成急诊
门诊—急症病房—重症医学科“三位一
体”的诊疗中心，使入院的急危重症患
者得到最快、最系统的治疗。

经过多年的建设，专科逐步分化出
心衰病、胸痹心痛、咳嗽三个亚专科，各

亚专科均具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和优秀团
队，在脓毒症、休克、呼吸衰竭等救治方
面经验十分丰富，并与中药膏方、外治法
及中药注射剂配合，形成了针对咳嗽病、
心衰病、胸痹心痛及脓毒症、休克呼吸衰
竭等完善的中西医综合治疗模式。

专科以传统“伏九贴敷”治疗咳喘
病理论为基础，根据患者体质不同，提
出辨证取穴、个体化贴敷方案，疗效显
著，每年有万余人受益。在总结名老中
医学术思想、分析处方及完成实验研究
等基础上，专科已注册了院内制剂4种，
均为确有疗效的经验处方，患者接受程
度极高。同时，结合优势病种，借助辽
宁省中医基层医疗联合体、住院医师规
范化师资培训、医师下乡及下社区义诊
活动等模式，将诊疗方案和中医特色技

术在东北地区业内进行推广，带动了基
层临床服务能力建设、科研能力和学专
科能力建设的提升。

专科在掌握新技术、不断提高危重
症治疗水平的同时，继承老中医经验，利
用中药贴脐神灯照射及平衡针联合刺络
放血等中医特色疗法，成功救治不少热
射病、脓毒症、重症哮喘、慢阻肺急性加
重、急性肺栓塞、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呼吸衰竭、重症心衰、休克、颅脑损伤、急
性消化道出血及骨、外科术后等患者。

坚持中西医并重，优势互补，以一
流的技术、一流的服务为广大患者服
务，是中医二院急诊和重症医学科始终
不变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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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急诊和重症医学科（培育单位）

我省10个入选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项目展示
为完善中医专科专病防治体系，科学划分重点专科层次，充分发挥重点专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发文件，从“十二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中优中选优，遴选

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项目单位。通过标准评分、同行评议和实地复核的遴选方式，国家划分的区域，我省共有7家医院的11个专科入选，其中有9个专科入选国家区域中医
（专科）诊疗中心建设单位，两个专科入选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培育单位，数量居东北区域首位。此次入选的专科具有较高知名度，中医药特色优势突出，综合实力、中医
临床诊疗能力、疑难危重病症诊疗能力处于本专业领先地位，代表着东北区域本专业的最高水平（以下所有专科排名不分先后）。

前言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重点学科、重点专科，中国心衰中
心首批建设单位，原国家卫计委中国急
性心肌梗死救治项目的首批参与单位，
辽宁省中医、中西医结合重点专科，辽
宁省中医药心血管专科培训基地、辽宁
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师资培训基地
……从1958年成立至今，辽宁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心血管科凭借雄厚的实力
获得了诸多殊荣，最近又成功入选国家
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建设单位。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科
名医名家云集，技术力量雄厚。“973”项
目首席科学家杨关林教授为心血管专科
学术带头人，近年来带领专科不断开拓
进取，凝聚培养了高水平的人才队伍。
专科现有国家级名中医 1人，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4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传承指导教师3人，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优秀中医临床人才5人，辽宁省名中
医7人，且该专科是中西医结合博士、硕士培
养基地，具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授予权。

该科室设置冠脉病专科、心力衰竭
专科、心律失常专科、高血压专科、心病
康复专科五个亚专科，尤为擅长中西医
结合防治冠脉病、顽固性心力衰竭、肺
动脉高压、心律失常、恶性高血压等疾
病的诊疗与康复治疗。在心血管疾病
诊断及治疗方面，已达到国际标准，处
于国内领先水平。作为心血管疑难疾
病诊治中心，专科危急重症患者抢救成
功率位于东北三省前列，在东北地区较
早开展冠脉病介入、主动脉球囊反搏技
术等起搏器植入术。针对左冠脉主干

病变、分叉病变等复杂、高危、疑难冠脉
病变、高度房室传导阻滞、病态窦房结
综合征的介入治疗位居全国中医院前
列，每年接受手术治疗患者千余例。针
对冠脉血运重建术后再发心绞痛这一
疑难重症，创新“中药即时干预+内外双
调+双心同治”的冠脉病全程一体化诊疗
模式，实现中西医资源整合、优势互补。

专科在继承传统优势项目心脏急
危重症抢救的基础上，结合临床经验及
科研方向不断总结、提炼，逐渐形成了
许多特色中西医结合疗法，比如用中药
饮片结合穴位贴敷治疗缓慢性心律失
常，利用太极疗法对心血管疾病的康复
进行干预及长期健康管理等。

另外，专科创新建立了院前早期筛
查、院内急救绿色通道、院外康复保健

一体化中医“养-疗-康”诊疗服务模
式，最新引进舌诊仪、脉诊仪、心梗心衰
检测系统等先进设施，与中医体质辨
识-辨病辨证相结合，为心血管疾病患
者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

专科自主研发包括强心宁合剂、和
血通脉颗粒、通脉降浊颗粒等在内的注
册院内制剂19项，先后开展了CRT、床
旁血滤、无创呼吸机等诊治技术，创新
中西医结合辨证施治、足浴外治联合机
械辅助“联合救治”心力衰竭的诊疗模
式，治疗总有效率达91.4%，降低心衰复
发率，延长再住院周期。

带动区域医疗、预防和保健服务水
平提升，实现区域间医疗服务同质化，
始终是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
管科不懈的追求。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科（建设单位）

脾胃病科是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成立最早的专科之一，在中医脾胃
病治疗领域居于国内外领先地位。专
科由首届国医大师李玉奇教授和国医
大师周学文教授创立，是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
学科和重点专科，拥有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脾胃病科重点专科协作组组长单位、
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副主任委
员单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消化病
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单位、中国中药学会
消化系统药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单位、辽宁省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单位等诸多头衔。

该专科可谓是国医大师的摇篮，
同一专科拥有两名国医大师，在国内
是 史 无 前 例 的 ，其 他 名 家 亦 不 在 少

数。国家中管局师承指导教师 3人、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3人、省级名
医 3人……专科人才济济，也因此承担
了包括国家“973”“863”、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基金在
内的省部级课题 9项，曾获教育部二等
奖1项、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

脾胃病科设置了胃疡病、胃脘痛病
和鼓胀病三大亚专科，专科业务量和技
术水平均居全国同行业领先水平。同
时，专科以国医大师李玉奇教授学术经
验传承研究室、国医大师周学文教授学
术经验传承研究室、中医外治中心为基
础，挖掘传统外治疗法，形成了一系列
外治方案，开展内外同治的特色治疗模
式。利用运脾和胃贴三伏、三九穴位贴
敷疗法运脾和胃，防病治病，疗效卓

著。此外，辨证针刺、艾灸、拔罐、胃宁
方穴位贴敷、耳穴穴位贴敷治疗等外治
疗法普遍在临床上应用，以作用快速、
疗效显著、副作用少著称。

最值得一提的是，该专科在中医理
论上有许多创新。这些新学说、新理论
均为国内首创，根据创新理论及学说形
成的新的治疗理念、新的治疗体系均在
国内外率先应用于临床。比如首届国
医大师李玉奇教授提出的“萎缩性胃炎
以痈论治”学说，并就此研制出中药新
药养阴清胃颗粒，临床应用 20余年，为
无数患者解除了病痛；第三届国医大师
周学文教授创造性地提出“胆火逆胃”
学说，在此理论的指导下研制了和胃返
流康颗粒和利胆返流康颗粒等院内
制剂，更是广泛应用于临床；王垂杰教

授提出溃疡性结肠炎的病机为“正衰
邪盛，脾虚肠痈”，将补气、清热、化腐生
肌等治法融为一体，明显提高了临床
疗效。

脾胃病科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
者。引领标准制定，成果转化丰硕。“十
一五”以来，脾胃病科牵头修订功能性
便秘中医诊疗指南、消化性溃疡中医
诊疗指南和急性胰腺炎中医诊疗指
南，这些指南作为行业标准由中华中
医药学会发布，在全国执行。受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和重点专科协作组委托，该
专科牵头制定了《消化性溃疡中医诊疗
方案及临床路径》在全国中医脾胃病重
点专科中推广应用，并将产学研成功转
化，研制出本专科院内制剂多达 21种，
广泛应用于临床。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脾胃病科（建设单位）

自成立以来，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肺病科始终是医院的龙头科
室，拥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郭振武名老
中医传承工作室以及独有的辽宁省中
医肺病重点实验室，是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肺病重点学
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十二
五”重点专科建设单位，辽宁省中医肺
病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国家药物临床试
验基地（GCP中医呼吸专业）。

在东北地区肺病诊疗机构中，辽宁
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肺病科规模
最大、传统中医疗法最多、特色鲜明、优
势突出，可谓东北区域肺病专业的排头
兵，此次入选国家区域中医（肺病专科）
诊疗中心就是对专科实力的肯定。

该专科设置了感染性疾病科、慢性
肺系疾病科、哮病科、重症医学科四个

亚专科。专科诊疗模式新颖，疗效享誉
东北，独创“围贴敷期”理念，并创新性
提出“三维止咳定喘疗法”，即通过院内
制剂中药膏方的不同组合配以中药涂
擦、穴位注射、隔物灸等治疗支气管哮
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纤维化等急
慢性、难治性肺系疾病。

通过总结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分析
处方及完成实验研究等，该专科已注册
了院内制剂 6种，均为确有疗效的经验
处方，患者接受程度极高。结合优势病
种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相关临
床路径，将院内制剂纳入科室重点病种
诊疗方案中，与中药膏方、外治法及中
药注射剂配合，形成了针对哮病、风温
肺热病、肺痿、肺胀病等系统完善的中
医综合治疗模式。借助辽宁省中医基
层医疗联合体、对口支援、国家和省级

继续医学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师资培
训、医师下乡及下社区义诊活动等，将
诊疗方案和中医特色技术在东北地区业
内进行推广，带动了基层临床服务能力建
设、科研能力和专科能力建设的提升。

在科研领域，亦表现突出。专科拥
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名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1人、继承人
3人，辽宁中医大师1人，省名中医1人。
以这些名专家为代表的医务人员，推动了
医院科研水平的不断提升和成果转化。

目前，肺病专科承担及参与国家级
和省级课题 30 余项，获奖 7 项，获批国
家发明专利3项，发表课题相关论文80
余篇，出版专著7部、培训教材3部。独
立承担肺胀瘥后防复中医治未病国家
指南制定项目，制定的肺胀瘥后防复专
家共识为肺系重大疾病防治提供了标

准和规范。专科独有辽宁省中医肺病
转化医学研究中心、辽宁省中医肺病重
点实验室，建立和完善了肺病古籍专题
数据库、中药不良反应监测系统，通过
产学研紧密结合机制，开发了院内制
剂 6 种，在肺系患者群中声誉颇高，研
究成果真正服务于广大肺系疾病患者。

此外，专科还积极发挥引领作用，
使得医院医疗服务惠及海内外。在辽
宁地区通过与医联体单位合作，明显提
高了医联体基层单位中医治疗肺系疾
病的临床能力；牵头成立了东北地区呼
吸联盟，提高了东北地区呼吸系统疾病
中医药诊治水平；国际合作方面，与泰
国庄甲盛皇家大学开展国际合作，成立
了远程会诊中心，将“三维止咳定喘疗法”
引入泰国，提高了中医国外影响力，为中
医药治疗服务全球作出了积极贡献。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肺病科（建设单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
风湿病科入选国家区域中医（风湿病
科）诊疗中心建设单位，成为中医风湿
专业东北地区唯一入选单位。该专科
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是医院中医科和
风湿免疫科强强联合的一个重要典范。

中国医大一院虽是一家综合医院，
但中医科的建立和发展不逊于其他专
科医院的专业水平。1956 年，盖受益、
马英麟等名中医创建中医科，经过几十
年的发展，已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于
一体的国家二级学科、全国综合医院中
医药工作示范单位。专科充分利用得
天独厚的综合医院基础条件，与医院风
湿免疫科强强联手，发挥中西医结合诊
疗特色，既有现代风湿病学先进的诊疗
技术手段，又有底蕴深厚的中医特色疗
法，形成了独特的专病诊治体系，并形

成了中西人才兼顾的现代医学与传统
中医并重的临床诊治团队，领先国内的
中西医结合风湿病专科。

专科中西医并重，建有多发性肌炎
与皮肌炎、强直性脊柱炎以及类风湿关
节炎三大亚专科。由国内知名西医领
域风湿病专家及国家级名中医学术继
承人共同领衔，人员结构合理，梯队健
全，共有教授 3 人、副教授 5 人，学科人
员中有国家级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
人 1 人、省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两人。
科室长期从事风湿病临床及科研工作，
尤其擅长常见风湿疾病的中西医诊治，
如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炎性
肌病等。其中，类风湿关节炎亚专科在
继承专科前辈医家创立的临证风湿验
方——风湿止痛散基础上改进形成了
通痹方，在临床中大量应用，收到了良

好的临床疗效；强直性脊柱炎亚专科创
新开展了长蛇隔药督灸配合中药内服
的综合疗法临床疗效评价研究，临床实
践证明，中药内服外灸治疗，可显著改
善患者临床症状，延缓疾病进展；多发
性肌炎与皮肌炎亚专科长期致力于炎
性肌病的中医证候分期治疗研究，经过
长期临床摸索和科研探索形成了治疗
肌炎的专病专方。

专科利用综合医院优势，与医院现
有的高水平学术平台融合，联合开展多
项治疗新技术。如血浆交换疗法治疗
SLE、关节腔穿刺注射药物治疗骨关节
炎，生物制剂靶向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等，且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围绕科室优势病种，专科在中医诊
疗模式上进行了创新，利用综合医院的
学科优势，开展了一系列中医诊疗模式

的创新工作，采用多学科协作模式，整
体施治，形成了工作合力，提高了诊疗
效率。目前，肌炎、类风湿关节炎、强直
性脊柱炎、膝骨关节炎等疾病已形成单
元化诊疗；联合风湿免疫科、骨科多专
业专家，为患者确定中西医诊疗方案，
并采用中医内服外敷、针刺、灸法、手法
等综合治疗，以实现中西医多学科诊
疗，优势互补。

此外，在专科学术带头人的带领
下，专科风湿病的诊疗与研究成绩斐
然。整个中西医团队目前已获 20余项
省部市级研究项目支持，包括国家自然
基金5项、省市级课题20余项。在国内
国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0余篇，
SCI 收录 5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10 余
部，获国家专利1项，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三等奖两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风湿病科（建设单位）

作为我国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
的发源地与开创单位之一，大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普外科（急腹症
外科）早在 1958 年就开展了相关研究，
2002 年率先在国内成立了以急腹症作
为主要收治病种、采用中西医结合外科
方法进行诊治的中西医结合普外科病
房。它不仅是医院6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之一，是大连医科大学唯一的国家重点
学科基地，还是辽宁省一流学科基地。
经年累月的埋首耕耘，为科室带来了诸
多荣誉：2008 年获批国家“十一五”重
点专科和辽宁省中西医结合胆胰疾病
治疗中心；2013年获批原国家卫计委临
床重点专科及齐清会教授全国名老中
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2017年获批辽宁
省科技厅重点实验室……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大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普外科已形
成以急性胰腺炎、胆石症和肠梗阻 3种
疾病为优势病种，以中西医结合治疗急
腹症特别是胆胰疾病和肠梗阻为特色
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此次通过层层
选拔、专家评选，从众多国家级重点专
科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东北地区唯一
的外科专业区域诊疗中心，诠释了中西医
结合建设发展的坚持、传承和创新精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西
医结合普外科拥有强大的人才梯队，有
医生16名、博士学位11人，其中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两名，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两名，国家名老
中医 1 名，辽宁省名中医 1 名。专科技
术力量雄厚。针对重症急性胰腺炎这

一高死亡率的世界性医疗难题，在国内
首次提出采用多学科协作的中西医结合
多元化微创外科手段治疗急性胰腺炎，现
已将重症急性胰腺炎病死率降至6.67%
左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作为全国急性
胰腺炎中西医结合治疗协作组单位之
一，同天津南开医院、四川华西医院共同
制定了我国《重症急性胰腺炎中西医结
合诊治指南》。在复杂、疑难胆石病的
手术治疗和围手术期管理上，大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普外科也
居于国内领先水平。2003年率先在国内
开展肠梗阻导管治疗复杂急性肠梗阻，
同时结合中药肠粘连松解汤进行治疗，
防止复发；对结肠肿瘤伴完全性肠梗阻
患者采用内镜下结肠支架置入术，解除
梗阻，二期行腹腔镜结肠癌根治术，诊

治的患者例数及治愈率居国内领先水
平。针对优势病种，采用中西医结合多镜
联合微创治疗，取得了非常好的临床疗
效，东北区域中医外科诊疗中心负责人尚
东教授的团队多次受邀在全国性学术会
议上作演讲和手术演示，进行技术推广。

此外，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西医结合普外科对临床应用 60年的
中药验方进行传承创新，研发出多种中
药颗粒制剂，包括清胰颗粒、清热利胆
颗粒、通腑泻热解毒颗粒等。在科研和
教学方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西医结合普外科同样成绩斐然。近5
年来，先后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和“973”子课题等国家级科研项目
18项，省市课题20余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普外科（建设单位）

沈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沈阳市第
七人民医院）皮肤科成立于1962年，早在
上世纪70年代就已享有盛名，是医院重
点支柱科系，众多患者慕名而来。50多
年来，在医院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经过陈光发、宋勇、李铁男带领的几代
皮肤科人的不懈努力，科室不断发展壮
大，临床及学术科研水平不断提升，获誉
良多，先后被评为市、省、国家卫生部临床
重点专科以及辽宁省中西医结合皮肤病
重点医学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中
西医结合重点专科，辽宁省唯一的皮肤性
病学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

目前，皮肤科下设五大中心，即激
光美容中心、皮肤外科中心、中医中心、
性病中心、皮肤免疫实验室中心，拥有
国内最大的皮肤科团队和支持保障平

台，专科医疗用房2万平方米，并有国家
中管局二级实验室（沈阳市重点实验
室）及专属制剂室和皮肤CT、准分子激
光等顶级医疗设备，是国内皮肤科领域
最大的专业技术平台。在本专业领域
拥有最大的承载量，开放床位300张，居国
内首位；2017年门诊量61万人次，住院病人
9000余人，业务收入2.87亿元，均居国内前
三位。事实上，早在1997年，皮肤科与在
国内皮肤科领域享有盛誉的武汉市第
一医院、杭州市第三医院、天津长征医
院实行了跨区域的强强联合，在国内皮
肤科领域享有“四强”和“四小龙”之称。

皮肤科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
向，自1995年成为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医
疗中心后，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病又成
为皮肤科的一大特色。皮肤科医生共

有 110人，其中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医生
96名，占医生总数的89%。李铁男院长
兼任皮肤科主任，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及辽宁省优秀专家。作为
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他尤其擅长应
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白癜风等色素
性皮肤病。该专科还开创了一些中医
特色疗法，诸如梅花针配合外用药物治
疗斑秃、雷火灸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
痛等；开展了耳穴压豆、耳针、穴位点刺放
血、普通灸、灸盒灸、雷火灸、药棉灸等十余
种治疗方法。专科在白癜风、带状疱疹、
脱发、湿疹、银屑病等常见病、多发病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重症药疹、
红斑狼疮、大疱性皮肤病等重症皮肤病
及疑难杂症的治疗方面，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治疗优势，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皮肤科中医诊疗已形成模式向业
界推广。近年来先后参与或主持国家
中管局、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
的诸如《中医皮肤科常见病诊疗指南》

《中医皮肤科术语》《黄褐斑疹治疗共
识》《中国痤疮治疗指南》等起草制订工
作，先后主编出版《实用皮肤医学美容》

《常见皮肤病彩色图谱》《皮肤性病与肿
瘤》《皮肤病脐疗法》等 6部皮肤病学著
作，在国家级学术会议及期刊发表论文
200余篇，诊疗经验向全国推广。

作为获批的国家皮肤科（中医）区
域性诊疗中心，专科目前正着手策划成
立东北三省中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科
专科联盟，在更大层面、更广阔的平台
推动区域性皮肤科中西医结合临床和
科研工作再上新台阶。

沈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建设单位）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肛
肠科是该院的立院之基，医院从一个肛
肠科室发展为一所三级甲等中医肛肠
专科医院。肛肠科自建院伊始即为独
立科室，且为医院最大科室。该专科是
国内较早进入重点专科建设领域的单
位之一，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肛肠专业
重点专科和重点学科，也是首批国家临
床重点专科，在国内中医肛肠学术界拥
有极高的地位。

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中国中医
药研究促进会肛肠分会会长单位，首批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临床诊疗中心（中医肛肠
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外科肛肠
病学优势学科继续教育基地，中华中医
药学会全国肛肠专业继续教育基地，以
及最近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东

北地区区域中医诊疗中心（肛肠）建设单
位，这些称号都是对该院肛肠科的肯定。

医院肛肠科下设 7个亚专科：痔瘘
科、便秘科、大肠内科、大肠外科、小儿
肛肠病科及肛肠病康复科等，对肛肠科
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均有较为成熟
的治疗规范，擅长便秘、大肠炎性疾病、
痔、肛裂等 8类疾病的治疗。科室在应
用肛肠科传统手术技术基础上，率先在
东北地区开展肛肠科疾病微创手术治
疗，在治疗痔疮及出口梗阻型便秘等肛
肠科常见病、疑难病上有了进一步的提
升。同时，专科具备完成结直肠癌腹腔
镜手术、结直肠癌超低位保肛等高难度
手术的能力，在肠癌手术治疗及术后中医
调理方面具有临床优势。

肛肠科牵头制定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中医药标准化项目《中医肛肠科诊疗
指南》，极大推动了全国肛肠科中医药
标准化工作的顺利开展，并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开展的首批肛肠科5个中医临床路
径的制定工作中，负责“肛裂”“肛痈”两个
病种的中医临床诊疗路径制定工作。

依据中医穴位贴敷理论，在敷脐疗
法基础上，专科率先在我省开展三伏三
九贴治疗肠炎的新疗法，应用多年来，临
床效果明显。

专科学术带头人田振国教授首次
提出“以补治秘”治疗功能性便秘和“宣
通气血、寒热并用”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新理论，并依据这些理论研制中药院内
制剂养荣润肠舒和通腑宁颗粒等。其
中“宣通气血 、寒热并用”治疗炎症性
肠病的学术思想，更是被收入国家统编

教材《中西医结合肛肠病学》，在此学术
思想指导下的创新中药制剂通腑宁颗
粒和“以补为通，以补治秘”的新理论指
导下的创新中药制剂养荣润肠舒，已医
治十余万人。专科还在田振国教授带领
下，于2012年发起并主导了全国肛肠病
流行病学调查工程，于2015年10月对全
国行业内公开发布《中国成人常见肛肠
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填补了我国 40年
来肛肠学术领域空白。

奋斗不息，前进不止。下一步，专科将
在目前已有8个病种实施临床路径的基
础上，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相关要求，
不断扩大临床路径的实施范围；继续做
好医院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方案制
修订工作，在满足临床工作需要的基础
上，不断在技术、学术上实现突破及创新。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肛肠科（建设单位）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
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为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康复科重点专科协作单位之一、辽
宁省重点专科、沈阳市康复医学临床研
究中心，是辽宁省唯一一家中医慢病医
院、中华中医药学会康复医学会副组长
单位、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康复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

目前，康复科开放床位900张，拥有
国家中管局师承指导教师 6人、继承人
17 人，国家中管局优才 6 人，省级名医
11 人，是全国规模最大、传统中医疗法
最多、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疗效显著的
康复机构，“南福建，北辽宁”已成为全
国康复医学领域的领军品牌。

该专科实力雄厚，疗法技术丰富，
设置骨病康复科、脑病康复科、风湿康

复科与心肺康复科四大亚专科，同时以
传统疗法中心、现代疗法中心为技术支
撑，挖掘、整理、原创、研发中医特色技
术，开展五行药浴、中药蜡疗、五音疗
法、督灸、熥疗等特色疗法 163项，推动
纳入医保 86项。康复科首创绒球训练
技术，自主研发顶棚式悬吊网架、弹力
管减重设备、腕关节康复训练装置，开
展个体化康复训练方案，在运动治疗、
作业治疗、物理因子治疗、言语治疗四
大区开展现代康复技术 164种，在数量
及疗效方面均居国内领先水平。

诊疗模式创新，康复疗效显著。康
复科联合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
未病中心、健康管理部，打造“治未病-
治已病-康复一体化平台”，积极探索融
医疗、养生、保健、康复于一体，全链条

的诊疗模式。康复科采取“早期介入、
全程康复、多位一体、五辨结合”与“多
专业联合、个体化精准康复”模式：针对
患者不同病情，将辨病、辨证、辨型、辨
期、辨体质相结合，医生、护士、物理治
疗师、作业治疗师、言语治疗师等多专
业多层面联合作出专业评估。

引领标准制定，成果转化丰硕。目
前，康复科制修订国家标准1项，牵头制
定国家中管局中医养生保健技术标准
两项、中医治未病技术操作规范5项、中
医诊疗指南 1项，其中中医治未病技术
操作规范麦粒灸、中药药浴、中药蒸气
浴作为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即将
发布；通过强化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机
制，开发浴足粉、四季养生茶、固体调
料、药膳海参、保健酒五大类、70种养生

保健产品，13 项研究成果转让，真正实
现将科技成果服务于群众。

领军地位突出，品牌享誉海外。在
省内，康复科作为牵头单位，已联合其
他中医院与北汤温泉医养结合示范项
目共同打造康复医联体；在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引领下，中心在斯洛伐克医
科大学与加拿大多伦多中医学院成立
了世界传统疗法培训基地，进行传统疗
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
传承创新相关培训，还先后与世界30多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友好关系，接收了大
批国外研修生，并派出多名专家赴美
国、日本、俄罗斯、泰国、新加坡等国家
和地区的中医院校讲学，开设康复专家
门诊，为康复医学服务全人类作出积极
贡献。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建设单位）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科自
建院伊始便已成立，历史悠久，底蕴深
厚。经过60年的发展，目前为国家卫生
部临床重点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
点学科和重点专科，并且还是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儿科协作组组长单
位、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儿科基地。

专科英才汇聚，拥有国家名老中医
1人、省名中医3人、继承人3人、国家中
管局优才 3人、博导 2人、硕导 7人。在
王雪峰教授及白晓红教授的带领下，辽
宁中医儿科诊疗事业不断发展，特别是
在儿童疑难病诊治及急危重症救治方
面居国内领先水平。专科设置呼吸、神
经康复、泌尿免疫、心血管重症、消化内
分泌及儿童保健六大亚专科。其中呼
吸亚专科尤为擅长肺炎、哮喘、反复呼

吸道感染及慢性咳嗽疾病的治疗，疗效
达99.85%以上；神经康复亚专科擅长脑
性瘫痪、面瘫、肌性斜颈、臂丛神经损伤
及儿童抽动障碍的治疗，疗效达 99%以
上；泌尿免疫亚专科以过敏性紫癜、紫
癜性肾炎、难治性肾病及IGA肾病治疗
为长，疗效达 98%以上，并研制出中药
复方颗粒剂消斑愈肾颗粒，治疗过敏性
紫癜肾炎疗效显著，获得国家专利并在
核心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心血管重症亚
专科对小儿病毒性心肌炎、心律失常治
疗效果最佳，抢救成功率达 95%以上；
消化内分泌亚专科擅长小儿腹泻病、厌
食症、便秘及性早熟等疾病的治疗，疗
效高达 99.9%；儿童保健亚专科以中医
药调理儿童体质、儿童发育与保健为主
要研究方向。

专科在夯实传统疗法的同时，不断
创新诊疗模式，丰富疗法技术，迄今为
止已开展相应的现代技术共20余项，均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专科是国内中医
儿科领域首家独自开展病原检测的科
室，首创肺部啰音可视化分析技术及舌
诊图像数字化分析处理技术，舌苔脱落
细胞检测技术及骨密度分析技术均处
于国内一线水平。在肺系、脑系及肾系
等疾病方向形成了相应的中医诊疗模
式，儿童肺系病症结合可视化诊疗模
式、儿童“防-治-调”一体化管理模式、
儿童身心整体康复模式及儿童疑难重
症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专科还以脑瘫
康复中心为平台，开展悬吊运动（SET）
康复技术、水疗技术、蜡疗技术、经颅磁
刺激技术、经皮神经电刺激技术、神灯

照射技术及感觉统合训练技术等。
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

儿科协作组组长单位，专科带领儿科协
作组成员，牵头制定了肺炎喘嗽、慢性
咳嗽、脑性瘫痪、肌性斜颈等 21个病种
的中医诊疗方案和临床路径。在临床
工作中形成并不断优化小儿肺炎中医
内外合治综合治疗方案，《小儿肺炎中
医内外合治综合治疗方案》被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医政司确定为行业标准。此
外，作为脑瘫优势病种组长单位，专科
依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科技
支撑计划课题“小儿脑性瘫痪的中药熏
洗技术临床操作规范研究”，牵头制定
了小儿脑性瘫痪熏洗技术操作规范，参
与制定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的中医儿
科常见病诊疗指南。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科（培育单位）

医护人员正在用中药贴脐神灯为重病胃肠道功能紊乱患者治疗。

患者正在康复诊疗中心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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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一科主任王凤荣正在为患者辨证施治高血压性心脏病。

“辽宁中医大师”郭振武教授为患者进行“伏九穴位贴敷”治疗。

首批“辽宁中医大师”田振国教授正在为患者看病。

医生黄丹为小患者推拿冶疗肺炎。

激光科主任刘永斌采用308准分子激光治疗白癜风。

中医风湿病科主任张杰正在指导医护人员实施长蛇隔药督灸。

脾胃病科副主任汤立东正在为患者辨证艾灸运脾和胃。

尚东教授正在带领学生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