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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融古通今。我省中医药在
不断传承创新发展之时，也成为对外开放
的一张新名片。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我
省与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在中医药方面展开合
作，中国-泰国中医药中心（庄甲盛皇家大
学）合作项目获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海外合
作中心”，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世界传统
疗法中心、大连医科大学、大连神谷中医医院
等 3 个合作项目获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
内合作基地”。在此基础上，我省不断采取有
力举措，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务实项目，让中
医药海外中心成为讲好辽宁中医药故事、展
示辽宁中医药魅力的窗口。

2017 年，辽宁省卫生健康委与俄罗斯
伊 尔 库 茨 克 州 签 署 多 项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
2018 年，辽宁中医药代表团与泰国庄甲盛
皇家大学成功互访，深化合作，开启了中泰
传统医药合作的新篇章。

2019 年，辽宁中医药大学、大连神谷中
医医院入选首批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
地。此外，省蒙医院与蒙古国积极开展蒙
医药合作，2017 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成功
举办了世界蒙医药大会，蒙古国等 6 个国家
300 余人参会，促进了我省蒙医药的发展，
扩大了影响力。2021 年,斯里兰卡驻华大使
到访辽宁中医药大学，并就深化传统医药
合作达成了多个合作意向。

2020 年，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新形势下，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与泰国庄甲盛皇家大学“中国-泰国中医药
中心”建设持续推进。在泰国设立的中医
门诊接待患者 5000 人次，重点建设的中医
康复中心已初具规模，配备了专业康复治
疗设备和康复治疗师，积极推广中风病（脑
梗死恢复期）中医康复诊疗方案。

辽宁中医药为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
所接受，每年全省各级各类中医医疗机构
在境内外为外国人提供中医药服务近 2 万
人次。

千川汇海阔，风好正扬帆。振兴发展
的大幕已经拉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省
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中医药工作的重要指示，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开展中医药服务
体系提质升级行动、杏林人才培养行动、创
新能力提升行动、产业振兴行动和文化传
承海外交流行动五大行动，奋力谱写新时
代辽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新篇章，为
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贡献力量！

海外交流日趋频繁核心
提示

辽宁中医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隋朝开
始，辽宁中医药历经千余年起伏，到清末民初进
入全盛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中医药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对中医药工作作

出了系列重要论述。“十三五”以来，辽宁的中医药工作在
党和国家中医药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一系列政策文件密集出台，擘画了中医药的发
展战略和前进方向，也为中医药振兴发展提供了有力保
障，使得辽宁中医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中医药服务更
加触手可及，中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学科和人才队伍不断
壮大。辽宁中医药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发
展，由东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坚持守正创新 建设健康辽宁
——我省中医药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王敏娜

中医流派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医药文
化的根与魂。我省在我国中医药发展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历史
悠久。

近年来，我省大力挖掘中医流派潜力，
推 动 中 医 药 在 传 承 创 新 中 高 质 量 发 展 。
2017 年初，我省着手“辽宁地区中医流派传
承”研究工作，2018 年正式立项，成立了由
名老中医、知名教授及医史文献、文献检
索、图书管理、历史学、统计学等领域专家
组成的专家组，以及由资深中医药专家组
成的项目组，旨在通过对辽宁地区中医历
史资源进行系统性追溯挖掘和整理提炼，
构建符合发展现状的中医传承体系。

经研究梳理，我省中医药历史可追溯
至隋朝。现可追踪的史料显示《隋书·经籍
志》中录有《辽东备急方》，被认为是辽宁地
区出现最早的医学著作。隋初，辽宁属辽
东郡，当时已有官办中医医疗机构——尚
药局，尚药局中有典御、侍御师、医师等。

及至清代，辽宁成为东北地区的经济
文化中心，从事医学的人遍及城乡各地，涌
现大量医学著作；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医药
高度发展，彼时中药商业繁荣，名医辈出，
他们行医救人、开办学校、创办医会和杂
志交流学术、出版专著。项目组通过查阅

《辽宁医学人物志》《中国分省医籍考》《辽
宁中医院志》等 31 本权威著作，得知从隋
唐到现代，我省见之于史料记载的医家共
547 位。历史上，辽宁比较有名的医学大
家有义宗倍、年希尧、何梦瑶、庆恕、景仰
山、张奎彬、张锡纯、高愈明、胡万魁、高振
铎、刘景素、马二琴、王品三、沈文魁、王心
一、黄香九、彭静山、孙华山等等。这些医学
大家各有专攻，成就斐然，许多疗法沿袭至
今，比如黄香九的火烙术（黄氏小烙铁）、彭
静山的眼针疗法（彭氏眼针）、孙华山的整骨
手法（华山正骨），在国内闻名遐迩。在此时
期，中国近现代中医学界的医学泰斗，中西
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张锡纯在沈阳创立
了中国近代第一家中医院——立达医院。

在深入研究“辽派中医”发展历史的过
程中，专家发现在伤寒、内经、温病、汇通、
针灸、本草、方剂、金鉴八大方面，辽派医家
著述甚多，名家辈出，在丰富了祖国医学同
时也构建了“辽派中医”的传承体系。

辽宁中医药历史
最早可追溯至隋朝

在沈阳市铁西区霁虹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中医馆装修得古色古香，
环境整洁舒适，家住新湖明珠城小
区的关清和正在接受刮痧治疗。他
饱受湿疹困扰多年，严重时夜不能
寐，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湿疹已经
消下去了，但现在每隔几天他仍过
来做刮痧和理疗。“主要想巩固一
下，以防病情反复，而且我家离这
近，过来特别方便。”关清和说。

随着中医防治越来越受百姓欢
迎，立足中医药“简便验廉”优势，集
未病先治、中医药文化宣传于一身
的中医馆在省内遍地开花。目前，
我省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中医
馆1191个，覆盖率达到85.2%。

兴建中医馆，只是我省中医药
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强
化顶层设计，完善工作机制。省政
府建立了辽宁省中医药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由主管卫生健康和中医药
工作的副省长任总召集人，办公室
设在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成员单位
包括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人社厅
等24个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
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为中
医药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以服务民生为基，中医药之树
根茂实遂。

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中医诊
疗需求，我省大力推进中医基础设
施建设，不断完善中医医疗服务体
系。目前，我省覆盖城乡的中医药
服务体系基本完备，省、市、县基本
都有政府办的中医院。服务条件
明显改善，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全
省有中医院 211 家，其中三级甲等
中医院23家、三级乙等中医院2家，
二级甲等中医院31家，二级乙等中
医院3家。另外，全省还有中医门诊
部114个，中医诊所2240个，总床位
38187张，中医院年总诊疗量1886.5
万人次，年出院人数62.77万人次。

中医医疗机构所占比例不断上
升，中医药服务更加触手可及。中
医医疗机构占全省医疗机构总数
的 7.5%，省市两级综合医院均设
置中医科，93%的县级综合医院设
置中医科和中药房。全省公立中
医院平均开展中医药特色技术方
法44项。全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乡镇卫生院均能够提供中医药
服务。

目前，全省有中医类执业医师
17001 人 ，千 人 口 中医执业医师
0.40人。2015年至2020年，我省每
千人口卫生机构中医执业类（助理）
医师数增加了 0.15 人，年均增速
18.92%。

中医药服务体系基本完备

一直以来，我省不仅着力打造
一张覆盖城乡、方便可及的中医药服
务网络，还以专科建设为抓手，着力
提升中医药特色服务水平，力争为广
大群众提供更为优质的中医服务。

经过多年的努力建设，我省中
医重点专科建设稳步推进，成果丰
硕。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中医）14 个；7 家医院
11个专科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开展的区域中医（专病）诊疗中心
建设单位和培育单位，数量居东北
首位、全国第五。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医疗机构
中医（含中西医结合、民族医）专科
建设，提高中医医疗服务水平，促
进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发挥，省卫生
健康委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辽宁
省“十三五”中医重点专科、特色专
科评审工作，共评选出辽宁省“十
三五”中医重点专科53个，特色专
科 21 个。首次发布全省中医医
疗、中药、中医护理质控标准和质
量检查细则并开展检查工作，医
疗、护理、药事管理质量持续提
升。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在
同类医院综合竞争力排名全国第
十、东北第一。

目前，我省各中医专科充分发
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积极开展中医
特色诊疗项目，受到群众普遍欢
迎。事实上，辽宁中医药不但在日

常医疗中发挥着独具特色、不可替
代的作用，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面前更是扛起责任与担当。

疫情发生后，在省内抗疫战场
上，中医专家不仅全程参与疫情研
判、防控及救治策略咨询等工作，
在支援湖北的战疫最前线，我省亦
注入中医力量，先后从各市中医医
疗机构派出医护人员 125 人支援
湖北医疗队。

我省中医药发挥特色优势和
作用，深度介入预防、治疗和康复
全过程，制订三版中医药防治方
案，三大集中救治中心中医药参与
治疗比例达93%，沈阳、大连、营口
市聚集性疫情防控中，中医药参与
治疗率达到100%。辽宁中医专家
应对疫情专门研发的“扶正解毒
合剂”“肺康养阴颗粒”等中药制
剂，为疫情防治提供了富有中医药
特色的辽宁方案。

抗疫之中更显担当

中医药需要传承精华，更需要跟
上时代的脚步。守正创新，辽宁中医
药从未止步。

辽宁中医药大学作为全省唯一
一所公立中医药高等院校，依托学校
建立的国家地方联合实验室、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聚焦前沿，
继承创新，引领全省中医药科研向着
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学校组织
省内医药相关高校及科研院所、省内
外中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养老机构、
旅游机构、文化传媒机构以及与大健
康产业相关的企业170余个，成立辽
宁省中医药健康产业校企联盟，集中
医医疗、预防、保健、养生康复、中药
生产与种植、健康旅游以及中医药文
化传播于一体，多学科、多部门、多领
域相互交融，直接惠及民众；学校获
得辽宁省科技厅批准牵头成立辽宁
省中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进入
辽宁省新型科技研发机构“5+1”第一
层次，有助于加快中医药关键核心技
术突破，加快提升新产品、新技术、新
模式研发和创新能力；学校开展“中

医人工智能装备的研发精品课”项
目，推动我省中医人工智能领域的发
展，培养中医药人工智能方向的复合
型人才；学校主导制定了“世界首个
中医药炮制术语国际标准”，也是我
省首个主导并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发
布的中医药类国际标准。

全国最早的 7个中医科研院所
之一——辽宁省中医药研究院，在
4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发明了

“王氏整脊疗法”“左氏毛药探针”
“温痧疗法”“眼周四穴摩灸法”“太
极温通疗法”等独创性中医特色疗
法，并研发了川贝止咳合剂、抗感合
剂、养阴润肺合剂等40余种院内制
剂和骨疏康颗粒等中药新药，取得
了良好的临床疗效。

“十三五”期间，辽宁中医药大
学成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辽宁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国家中医临床研
究基地建设和重点病种研究通过国
家验收，二期重点病种通过国家论
证，成为我省中医药科学研究的新
平台，使得我省中医药科研创新能

力再上新台阶。该院拥有中医特色
疗法 163 项，眼针疗法作为该院拥
有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传统特色疗
法之一，广泛应用于数十种疾病的
临床治疗。伏九贴敷疗法、春分秋
分贴敷疗法等规模庞大、操作规范、
疗效显著，影响深远。五行药浴、督
灸、雷火灸、中药熥疗等特色疗法，广
益于民，引领中医康复技术的发展。
目前，该院拥有院内制剂116个品种，
包括丸散膏丹、合剂颗粒等。

目前，全省有国家中医临床研
究基地、国家中成药工程中心、中医
药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室等59个中
医药科研创新平台。一批中药新药
相继被研发出来，在临床广泛应用，
疗效独具优势。

坚持科研创新，辽宁中医药核
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十三五”以来，
全省共承担各级各类中医药科研课
题 1500 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80
余项，获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17 项，教育部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2项。

科技创新成果显著

真正把中医药这一宝贵财富传
承好、发展好、利用好，还需做大做
强中医药产业。我省丰富的生物资
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大力发展
中医药产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走进辽宁，特别是辽东山区，仿
佛置身中草药的“桃花源”，林下参、细
辛、五味子、关黄柏、防风、玉竹等中药
材不胜枚举。根据中药资源普查显
示，辽宁有药用植物1600余种，共种植
中药材67种，在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
中还发现了新物种岩生白头翁。

守正笃实，久久为功。近年来，
我省充分利用地道药材产地优势，积

极培育发展中医药产业，大力推动中
医药产业转型升级，令中医药产业发
展步入“快车道”。从中药材种植到
中医药制造，再到医药流通、药食同
源、康体养生，我省中药材种植面积
持续增加，区域布局不断优化，品牌
影响逐渐提升，产业带动日益凸显，
中医药焕发强劲的生机与活力。

目前，辽宁省中药材种植面积
267.23万亩，种植户近10万户，专兼
职从业人员近20万人，各种中药材合
作社350多家。辽宁省的五味子、细
辛和龙胆草3个品种通过了国家中药
材GAP认证，共涉及5家企业12个种

植区域。“辽药六宝”在全国各地药材
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享有盛
誉，宽甸石柱参、清原龙胆和新宾辽
细辛等药材获国家地理标识。

立足资源禀赋优势，我省大力发
展制药产业，做精做优中药和民族
药，推进中药配方颗粒、中药和民族
药产品发展。如今，中医药已成为我
省一些地区的特色产业、优势产业。
医药制造产业更是集群发展，沈阳、
大连、本溪、丹东等医药产业基地的
布局基本形成，本溪北方药都已经初
见雏形，蒙药等民族特色药也呈现较
好发展势头。好护士、本溪三药等一

批知名企业更是成为我省中医药产
业的招牌和名片。

在位于桓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
脚下的辽宁上药好护士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一箱箱中药配方颗粒从生产
车间走出，走进百姓生活。中药材加
工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原药的有效转
化，而且对当地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
作出了较大贡献。全省规模以上中药
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2.2亿元。

随着人民群众对“简便验廉”的
中医药服务需求的增加，我省中医
药服务产业多元发展，中医药健康
养老服务新业态逐渐兴起，中医药

与养老融合发展呈良好态势。沈
阳、大连、辽阳被确立为国家级医养
结合试点城市，本溪、锦州、营口、朝
阳4个市被确立为省级试点城市。
目前，全省有45个中医药健康养老
示范单位。

我省以项目为载体，推动中医
药衍生产业发展，带动中医药文化
深入人心。辽宁天桥沟森林公园获
评国家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
地。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鞍
山汤岗子温泉旅游度假区、抚顺清
原满族自治县等54家单位被评选为
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单位。

中医药产业快速发展

强基固本

扶优建强

双向发力

守正创新

精耕细作

链接

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传
承好中医药，将教育培养中医药事
业传承发展人才摆在重要位置。我
省十分注重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和队
伍建设，近年来，培养造就了一大批
德技双馨的学科带头人，带动中医
药人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使得我省
中医药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再上新
台阶。

师承教育是医药人才培养和传
承的有效方式，我省紧抓师承教育
不放松。“十三五”以来，我省启动中
医药传承与创新“十百千”人才培养
工程，搭建分层次人才培养平台。
全省共建立了2个国医大师传承工
作室、3个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
39个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2个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
室、21个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26个辽宁省名老中医
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基本形成了省、
市、县、乡、村五级中医药师承体系。

院校教育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
主阵地。近年来，我省大力推动中
医药高等院校建设，提高中医药专
业经典课程比重，“读经典、跟名师、
重临床”的模式，为辽宁中医药人才

培养走在全国前列，奠定了坚实基
础。我省在中医医学生培养过程中
开展中医药经典能力等级考试的经
验被写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如
今，我省中医药院校教育蓬勃发展，
省内现有辽宁中医药大学和辽宁中
医药大学杏林学院2所本科中医药
院校，沈阳、丹东和辽阳设有3所中
等中医药专业学校。大连医科大学、
沈阳药科大学等设有中医药相关专
业。阜新高等专科学校与阜新市蒙
医药研究所联合开办普通全日制蒙
医学大专班。全省现有中医药相关
专业在校生3万余人，为省内外各级
中医药卫生机构输送了大量人才。

参与国家名中医评选并开展全
省名老中医评选工作，是我省在开
发人才资源上的又一项重要举措。
截至目前，我省李玉奇、周学文二人
被授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李德
新、郑洪新二人荣获首届“全国中医
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荣誉称号，张
静生、白长川、白凤鸣三人荣获首届

“全国名中医”荣誉称号，杨关林荣
获“973首席科学家”称号。全省先
后评选出省中医大师15人，省名中

医183人，省青年名中医51人。“十三
五”期间，我省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岐黄工程”培养计划百人层次

“岐黄学者”2人，排名第12，入选“青
年岐黄学者”5人，排名第3；入选千
人层次37人，排名第3；入选万人层
次146人，排名第5。

此外，我省还大力培养基层中
医药人员，以财政补助结合自筹资
金的方式举办“西学中”培训班，目
前全省已开展了26个班次的“西学
中”培训，参训人员共计3557人。如
今，一支由“全国名中医”等各级名
中医、中医骨干和中医执业人员组
成的中医药人才队伍正日益壮大，
为新时代辽宁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人才队伍日益壮大

中医师运用传统火罐疗法为患者治疗。

我省中医专家深入抗疫一线。

走向世界

源自我省的眼针疗法得到广泛应用。 本版图片由省卫生健康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