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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芬、孟渝梅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研讨会
暨妇科疑难病症中医药诊疗技术学术研讨会
为促进张玉芬、孟渝梅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的交流，提高我省中
医妇科诊治疑难病症能力，对基层医疗单位进行知识理论培训，并
配合山西省中医院妇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的建设，由山西省医学会
主办、山西中医院承办的“张玉芬、孟渝梅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研讨
会暨妇科疑难病症中医药诊疗技术学术研讨会”，于 2014 年 5 月 17
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
本届大会是以山西省中医院名老中医张玉芬、孟渝梅为学术探
讨为主导、国内各地专家共同交流，以中医药诊治妇科疑难病症为主题的学术交流活动。与会专家和领导包括省中医院管
理局张波局长，省医学会郝慧琴秘书长，省中医院王晞星院长、刘光珍副院长、李辉副院长。大会
还邀请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罗颂平教授，山东中医药大学连方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许丽绵教授，山
西省妇幼保健院武学清教授、孟渝梅主任医师、张玉芬主任医师等国内中医妇科知名专家。参会人
员包括山西各地区、县中医院，太原各大医院相关专业人员 150 余名。
本届大会就妇科不孕症、外阴营养不良、盆腔炎等妇科疑难病症的中医药诊疗技术进行了广泛
交流 ；同时对中医药在宫腹腔镜诊疗技术、辅助生殖技术等方面的应用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届大会
为山西省中医妇科医疗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学习、互动的平台，对山西省中医妇科诊治水平的整体提高、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于推荐中医妇科分会青年委员的通知
全国中医院校及研究机构近 30 年培养了大批中医妇
科学的博士后、博士、硕士。青年学术骨干是学科与专

4. 热爱中医药事业，热心学会工作，品德良好，作
风民主，团结协作，甘于奉献。

科的未来，是学术传承与发展的后备人才。为加强中医

推荐途径与程序 ：由妇科分会主委提名青年委员会

妇科团队建设，妇科分会拟设立青年委员会，以促进中

主任候选人 ；由各省、市、自治区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

医妇科的传承与创新，在全国培养和造就一批承上启下

委员会推荐青年委员候选人，名单报总会批准后，于全

的中医妇科界的领军人才。

国妇科学术年会上由常委举手表决通过。

工作任务 ：青年委员会可以组织青年学术论坛 ；参与
本学科和行业等方面的专项研究 ；交流跟师心得与临证经验，
探讨学科与专科发展的关键问题。

推荐条件 ：青年委员须具备以下条件
1. 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第四、五批名医传承的
学术继承人、妇科流派的传承人。
2. 具有博士学位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青年骨
干。

推荐名额 ：各省、市、自治区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
委员会推荐青年委员候选人 2 人。
填写申请表并由当地省中医药学会盖章后请寄到 ：
广州市机场路 12 号广州中医药大学妇科教研室

廖淑梅

收 ；或发至中医妇科分会邮箱 ：zyfk_2013@163.com
注 : 青年委员会申请表请在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
网站（www.gycmonline.com）下载。
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

3. 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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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医妇科流派传承经验交流会暨
中医妇科疑难病治疗经验研修班
江南艳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教育管理处处长马堃教授，
以及各地流派学术继承人肖承悰、罗颂平、何嘉琳、胡国
华、王金权、韩延华、丁丽仙、徐涟、黄素英、傅萍、章
勤、董莉、闫颖、谈勇、王东梅、许小凤、黄缨等专家教授，
约 200 人参加了会议。
张平副主任及范永升校长发表了贺词。各流派学术继
承人及各位专家就崩漏的中医药诊治从各流派的学术思想、
学术观点、治法用药特色进行了介绍。
燕京肖氏妇科强调澄源贯穿治疗崩漏全程，治崩宜提
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学术流派传承推广基地主办，

气固涩，不宜辛温行血，治漏宜养血理气，不可偏于固涩。

浙江陈木扇女科流派传承工作室、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

岭南罗氏妇科治疗崩漏强调调理脾肾气血，有经验方二稔

三医院（浙江省中山医院）联合承办的“全国中医妇科流

汤、滋阴固气汤、补肾调经汤、滋肾育胎丸。海派蔡氏妇

派传承经验交流会暨中医妇科疑难病治疗经验研修班”于

科治崩首辨阴阳，对阳虚阴崩擅长使用附子、牛角腮、党参、

2014 年 4 月 11-13 日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召开。会议由浙江

生蒲黄等药。三晋王氏妇科治疗崩漏注重三因制宜，哈氏

陈木扇女科流派传承工作室代表性传承人、浙江省中医药

妇科有温清补泄的崩漏治疗四法，朱氏妇科讲究通涩清养

管理局副局长陈学奇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领导有 ：浙江

四法治疗崩漏，有经验方将军斩关汤。韩氏妇科有育阴止崩、

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张平副主任，浙江中医药大学范

滋阴补肾固冲、温肾扶阳固冲、益气养血、益气升举固冲、

永升校长，方剑乔副校长，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徐伟伟局长、

补血调经固冲、养阴清热止崩、清热凉血止崩、（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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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医妇科流派传承学术交流会暨
天津哈氏妇科治疗痛经经验研讨会
全国中医妇科流派传承学术交流会暨天津哈氏
妇科治疗痛经经验研讨会于 2014 年 3 月 1 日在天
津召开。会议由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
主任闫颖主持。参加会议的领导和专家有 ：中国中
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教授，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刘新桥副院长，中国
中医药促进会韩莉副会长，天津中医药学会苗富来
秘书长，中医妇科泰斗、北京中医药大学肖承悰教
授，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主任委员，岭南罗氏
妇科传承人罗颂平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马堃处长，
天津哈氏妇科流派主要传承人哈孝廉教授以及其他
全国十大中医妇科流派主要传承人，来自全国各地
从合守变，自制加味没竭汤、温经止痛方、清热化瘀方，

中医学者及天津市各医疗单位工作者。
天津哈氏妇科做为全国首批中医流派工作室之一，受

朱氏治疗痛经常用药对，如当归、白芍 ；生地，熟地 ；柴

到各级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及各级领导的支持和

胡、延胡索 ；血竭、三七 ；附子、肉桂 ；赤芍、白芍 ；乳香、

重视，在过去的一年中，天津哈氏妇科对哈氏学术思想的

没药 ；延胡、川楝子等。海派蔡氏妇科在诊疗痛经方面提

传承做了大量的工作。到会领导和专家共同观看了天津哈

出“辨证四异”新见解，此法以经前经后、腹痛喜按与拒按、

氏妇科纪录片——一部书写哈氏妇科传承史和发展史的珍

寒热虚实、舌脉与病因不符异常等四异现象辨痛经的寒热

贵视频资料，各位专家领导纷纷发表对哈氏妇科乃至中医

虚实，在此辨证基础上提出求因为主、止痛为辅的治疗原

流派传承的感言和寄语。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

则，自制温经止痛方、化瘀定痛方、清瘀止痛方。云南姚

铁成书记向大家介绍了津沽文化背景下的天津中医。

氏以温、化、合、顺治疗痛经，认为原发性痛经多因“寒

各流派继承人分别就本流派学术思想及治疗痛经经验

邪”侵袭而发，治疗首重肝脾冲任，以气血为主，治疗以

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岭南罗氏认为痛经多因于瘀，原发性

“和”为贵，温化和顺为其治疗大法，常用温经化滞方及新

痛经以气滞血瘀、寒凝血瘀为主，以此为指导思想，制成

加四物五子汤。黔贵丁氏妇科治疗痛经强调调理冲任气血

田七胶囊、罗氏内异方、橘荔散结丸。陈氏认为痛经有虚

为基本原则，有行气、活血、散寒、清热、补虚、泻实之异，

实之分，如肝气郁结，久郁化火，则治以清肝泻火，行气

月经期调血止痛以治标，平时辨证求因以治本，经验方有

活血止痛，方用丹栀逍遥散加减 ；血热内灼，瘀热互结，

益气养血止痛方。龙江韩氏地处北方严寒地带，寒凝血瘀

则治以清热凉血，理气活血，祛瘀通络，方用傅青主两地

为其痛经发病的主要原因，治疗以温经散寒、调理气血为主，

汤、清经汤加减等。何氏妇科认为痛经在临床最多见的是

常用温胞止痛饮加减。天津哈氏妇科治疗痛经以温、清、补、

寒凝血瘀型，诊治注重温散疏通，理气活血，调经止痛，

行四法为治，倡导外治法的应用，温法治疗痛经常用吴茱

治疗上提倡经前防、经期治，经后固“三步疗法”。三晋

萸汤、温经汤 ；清法治疗痛经常用清热止痛方 ；补法治疗

王氏治疗痛经有内治和外治之分，内治根据辨证分为寒凝

痛经常用培元止痛方，行法治疗痛经多用化瘀止痛方，根

血瘀、气滞血瘀、

据现代生活节奏

湿 热 瘀 阻、 气 血

加快，压力增大，

虚 弱 夹 瘀， 自 拟

易发生精神、神

痛经Ⅰ、Ⅱ、Ⅲ、

经等因素变化在

Ⅳ号方治疗痛经，

临床应用中注重

临床疗效颇佳。

气分药的应用。

海派朱氏妇
科治疗痛经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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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版）调肝理气逐瘀止崩等治崩九法。丁氏妇科注重

引起崩漏病因的鉴别，注重四期疗法。姚氏妇科认为崩漏

摄经六法。
会上马堃教授介绍了功血中医证候量化诊断标准的研

主要病机是郁热、郁火，出血期辨证重视调补气血、肝肾、

究进展，王东梅教授对崩漏的古代文献进行了介绍，许小

冲任，止血后分期治疗。陈木扇女科重视滋水涵木法在崩

凤教授介绍了异常子宫出血的诊治策略，马大正教授对经

漏中的应用，强调妇科用药重在一个“和”字。何氏妇科

方治疗崩漏进行了介绍。

治崩有遏流、塞流、畅流的三型九步法，阴崩采用温阳止

会议荟萃了全国中医妇科权威的学术精华，为从事中

崩法，常用红参、附片、党参、黄芪、三七、血竭、熟军炭、

医妇科临床和教学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继承与发扬的平台。

炮姜炭、牛角腮等药。刘氏妇科有治崩十一法十一方。苏

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州钱伯煊老前辈治疗崩漏有温经、清经、调经、通经、益经、

于载畿——中西医结合治疗宫外孕的先行者
在中国的妇

了《中医妇科常见病诊疗指南》，“宫外孕 I 号方”和“宫

产 科 学 界， 有 一

外孕 II 号方”仍在全国各个中医院得到广泛应用。连方教

定临床经历的医

授回忆了 20 年前自己进行输卵管介入治疗研究并请于老参

生， 提 起“ 宫 外

加成果鉴定的往事。还告诉于老，每年给学生讲授“异位

孕 I 号 方 ”、“ 宫

妊娠”一课，都会介绍于老的研究成果。她们还向于老汇

外 孕 II 号 方 ”，

报，在罗颂平主编的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医妇

都 不 会 陌 生。 在

科学》和连方教授主编的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中

20 世 纪 80 年 代

西医结合妇产科学》里，
“异位妊娠”都作为妊娠病的一节，

以后的《中医妇科学》教材，都选用了山西医学院第一附

“宫外孕 I 号方”和“宫外孕 II 号方”仍作为该病的代表方。

属医院治疗异位妊娠的这两张著名的经验方。1958 年，山

于老听了非常高兴。她说，当年的研究极其艰难，曾检索

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于载畿教授，带领她的团队，躬

世界各国的文献，都没有非手术治疗宫外孕的先例，她的

身请教老中医，与山西省著名老中医李翰卿合作，在手术

团队不断探索，才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抚今追昔，于老十

台上认真探讨，提出以少腹血瘀为宫外孕的中医主要病机，

分感概，她希望当今的妇产科学者能够继续走中西医结合

共同研究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方法，拟出“宫外孕 I 号方”

的道路，不断探索，不懈创新，为患者提供更多、更好的

和“宫外孕 II 号方”作为异位妊娠破损期不稳定型和包块

诊治方法，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型的主要方药，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非手术治疗成功率
达 95％，使许多患者免除了手术之苦。于载畿教授在 1971
年参加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中西医结合保守治疗宫
外孕研究成果被定为全国 22 项重大科研成果之一，受到周
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及表彰。1978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
贡献奖、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先进集体奖。于老担任山
西医学院活血化瘀研究所所长、附属医院副院长，拥有研
究病床和专职研究人员，开启了中西医结合研究妇科危急
重症的先河。她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山西省优秀科技工
作者、山西省优秀专家等称号。
于载畿教授现已 95 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仍坚持
每周五个上午看门诊。近日，中华中医药学会主任委员罗
颂平教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分会原副主任委员
连方教授和山西中医学院妇科刘宏奇主任、麻醉科陈传昺
主任等一行到于老府上拜访。罗颂平教授向于老汇报了广
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的妇科团队继续进行输卵管妊娠的中
医药研究，创建了高危因素评分法进行临床评估，建立了
细胞模型研究中药的药效作用 ；异位妊娠的中医诊疗纳入

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官方网站上线
（www. gycmonlin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