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仲景文化 共话中医抗疫
—第八届仲景论坛主题报告会侧记

本报记者 于晓霞

医圣故里群英会，中医抗疫薪

火传。

10 月 17 日上午，在第八届仲

景论坛主题报告会上，来自国内的

6位国医大师、专家学者，围绕“仲

景经方与新冠肺炎防治”的大会主

题，分别作了精彩演讲，论道仲景

学说，共话抗疫担当。“很高兴参加

这次报告会，希望仲景论坛年年开

下去，越办越好。”国医大师张大

宁说。

说仲景
“医圣”之称当之无愧

“中医学四大经典《黄帝内经》

《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

经》，南阳占了‘半壁河山’，有两部

均出自张仲景一人之手。”主题报

告会上，张大宁谈及张仲景的贡献

时，不吝赞美之词。

“作为现有中医学临床辨证论

治独特诊治模式形成和建立的奠

基者，张仲景‘医圣’之称当之无

愧。”“医之有仲景，如儒之有孔

子。”张大宁大师的话，引起了现场

听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人杰地灵的南阳，孕育了独

具特色的仲景医药文化……仲景

医药文化是属于世界全人类的文

化遗产。”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许

敬生在《传承文化遗产瑰宝，让医

圣仲景医药文化永放光芒》的主题

报告中说，河南中医药人应加倍努

力，让博大精深的仲景医药文化昂

首阔步走向世界，永放光芒。

话经方
中医药抗疫显担当

“在抗疫中功效显著的清肺排

毒汤，8个经方中 3个方子出自《伤

寒论》，5个方子出自《金匮要略》。”

张大宁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中医药特别是仲景经方发挥了

非常好的作用，让国人再次感受到

中医的魅力。

“寒湿郁肺用麻杏石甘汤、毒

邪犯肺用白虎汤……”国医大师唐

祖宣以《中医药与新冠疫情的防

控》为题，向大家分享了南阳抗疫

的经验做法，现场“传经授道”。

尽早解毒、尽早扶正、扶正祛

邪以救肺……报告会上，广东省中

医院重症医学科大科主任、中医药

援鄂医疗队队长邹旭以翔实的临

床数据和中医抗疫实战经验，为现

场听众上了一堂精彩的经方抗

疫课。

“中医药没有抗病毒药，甚至

连病毒是什么都不知道，它凭什么

能治疗新冠病毒肺炎？”河南中医

药大学教授徐立然在主题报告《从

中医药视角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的防治》中，掷地有声地说，“因为

我们有张仲景，我们有《伤寒论》，

我们有辨证论治！”

谈发展
中西医结合是王道

“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

更好。”报告会上，唐祖宣表示，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南阳果断决

策，建立了中西医协同机制。实践

证明，中西医结合在抗疫中发挥出

了“1+1>2”的重要作用。

“异病同治”是张仲景的学术

思想之一。山西中医大学中西医

结合一级学科带头人马存根教授

在主题报告中，结合阿尔茨海默

症、帕金森病等慢性疾病，聚焦“异

病同治”，探讨了张仲景“异病同

治”理论在慢性重大疾病中的应

用，希望为中西医结合走出一条新

路子。②8

本报记者 张 曦

10 月 17 日下午，第八届仲景

论坛国医堂馆与基层医疗联盟论

坛举行。来自业内的专家学者、从

业人员优秀代表等围绕中医药的

传承与发展，分享了各自的宝贵经

验，为推动中医药发展建言献策。

“随着去年全国中医药大会的

召开，加上今年新冠疫情中医药的

介入治疗，广大群众对中医药有了

更加全面的认知，中医药的使用频

率大大提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中医药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

全国国医堂馆与基层医疗联盟副

主席兼秘书长罗云说，此次南阳市

国医堂馆与基层医疗联盟的成立，

将在继续教育体系、中医药品牌、

人才培养等方面整合现有资源，突

破国医堂馆医疗瓶颈，借助南阳丰

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打造全产业

中医药健康地方名片，共建共享共

赢 共 荣 ，促 进 中 医 药 传 承 发 扬

光大。

河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的陈红亮教授详细列举了近年

来从全国到地方政府出台的各项

政策法规，向与会人员清晰介绍了

各级政府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

决心。“有这么多政策法规的支持，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促进中医药事

业发展呢？”陈红亮说，时代促使我

们把中医药最优良的东西拿出来，

而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坚强力量，

作为国医堂馆与基层医疗联盟的

战略合作伙伴，可以为各国医堂馆

提供学习培训机会，做到人才定

制，补齐目前国医堂馆人才不足、

实用技术缺失等短板，把中医药的

精粹传承下去，把国医堂馆做大

做强。

“今天来到医圣故里，感慨颇

深。医圣不仅是南阳的，也是湖南

的、是全国的，这并不在于他的官

职，而是敬仰他高尚的医术。历史

的渊源让湖南和河南有了不可分

割的关系。”湖南怀化君竹堂中医

馆（连锁）创始人戴伟的一番话，拉

近了和与会人员的距离。他详细

分析了目前国医堂馆在运营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从一个从业者的角

度，提出了对国医堂馆发展的建

议：“新型国医堂馆，应该求精求

专，把优势发挥出来，扬长避短，形

成与公立医院的优势互补，这将是

未来国医堂馆的发展趋势。”②8

传承发扬中医药精华
——国医堂馆与基层医疗联盟论坛侧记

本报讯 （记者张 曦）10 月

17日下午，南阳市国医堂馆与基

层医疗联盟成立。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医

药工作，把实施中医药强市战略

列为全市发展战略，把建设张仲

景健康城列入全市九大专项，要

求在全市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建立“中医堂”，二级

综合医院建立“仲景苑”，目前，

全市基本实现了乡镇全覆盖，

简、便、廉、验的中医药服务得到

了广大群众的赞扬。此次国医

堂馆与基层医疗联盟的成立，搭

建起服务平台，将在开展适宜技

术和新设备应用的培训、开拓中

医药产业、孵化新型业态、推行

中医药智能、推进中医药健康教

育、弘扬中医药文化、提升服务

能力上下功夫，在中医药助推中

华文化伟大复兴进程中作出南

阳的特色贡献。②8

本报讯 （记者范志钦）10月
中旬，由仲景学院主办的抗疫经

方经典研修班在我市开班，来自

北京、郑州、南阳的 103位学员通

过视频连线或现场学习的方式，

进行为期 10天的培训。

以“传承经典·培育英才”为

宗旨，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河南

省中医管理局、南阳市中医药

管 理 局 合 作 创 办 了 仲 景 学

院 。 仲 景 学 院 以“ 经 方 ”“ 经

典”“国学”等传统国粹为学习

内容，采用教授分级制、学员分

段制、优生为师制、静修崇典制

和学用融合制为特点的“五项”

教学管理制度；以大师讲经典、

导师讲师系统教学课、病案讲析

课、疑难疾病讨论答辩课、朝圣

禅 修 课 及 国 学 拓 展 课 等 课 程

为 授 课 模 式 ；每 个 季 度 有 集

训，临床实践有导师，边学边

用，以用促学，学用相长，培育杏

林英才。

中医药是今年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的一大特色和亮点，介入

的深度和广度均前所未有，基于

此，仲景学院第六次集训研修以

抗疫经方经典为主，让学员们和

大师零距离对话，开阔学员们的

视野，启迪中医思维。②8

本报讯 （记者于晓霞 实习

生马鹏飞）10月 16日上午，南阳

市中医健身气功“八段锦”竞赛

活动在市民服务中心南广场举

行，来自 13个县市区和市直 3家
中医医院的 16 支代表队共 500
余人同台切磋技艺。

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

似射雕……赛场上，各代表队排

成方阵，伴随着优美舒缓的伴奏

音乐，用整齐划一的动作、刚柔

相济的表演，充分展示“八段

锦”的独特魅力与积极向上的

精神面貌。参赛队员一个个精

神饱满，意气风发，他们的出色

表演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充分体会

到了中华传统医药在预防疾病

和 健 康 养 生 方 面 得 天 独 厚 的

优势。

经过裁判团现场评分，淅川

县代表队荣获一等奖，南阳市中

医院代表队、卧龙区代表队荣获

二等奖，宛城区代表队、镇平县

代表队、内乡县代表队荣获三等

奖，唐河县代表队等 10支代表队

荣获优秀组织奖。

本次活动是第八届仲景论

坛的重要分项活动之一，由市中

医药管理局、市体育局联合主

办，市中医药发展服务中心承

办，南阳仲景国医艾草产业集团

协办，旨在弘扬中华传统健身文

化，倡导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和健

身习惯，提高群众自我保健能力

和水平，推动“八段锦”等健身功

法在全市中医医疗机构和社区

居民中蓬勃开展。②8

南阳市国医堂馆与基层医疗联盟成立

搭建中医药服务平台

抗疫经方经典研修班开班

以用促学育杏林英才

中医健身气功“八段锦”竞赛举行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本报记者 王鸿洋

广扬经典，国粹兴邦。 10 月

17 日下午，第八届仲景文化论坛

如期举行，百余位来自全国各地中

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临床医生、

中医药研究者等参加论坛。

论坛中，河南省中医院副主任

中医师吕沛宛、北京中医药大学国

家中医药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讲

教授胡春福、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中医药信息文献研究所所长田文

敬、南阳张仲景传统医药研究会会

长庞景三等大师名家，先后从专业

角度、学术层面阐发了中医药经

典、学术传承路径及创新模式，引

来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吕沛宛说，学好中医必须读好

经典、勤于实践，看病不能脱离临

床，在实践中要及时总结，写好病

历，打好临床基础，要将中医药继

承好、使用好、发展好。

胡春福认为，中医应该具有包

容性，不仅包容传统、包容不同流

派，还要包容现代，希望中医文化

可以从讲台走向民间，从院校走向

家庭，从玄学走向实用，从远古走

向现代，让经方惠民，恩泽百姓。

田文敬表示，中医药学是中华

民族的瑰宝，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

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实现。

“南阳成就了医圣张仲景，仲

景文化也展现着南阳基因。”庞景

三表示，作为医圣故里，南阳有着

深厚的中医药文化积淀和丰富的

中药材资源，发展中医养生养老产

业有着无与伦比的基础。如今，南

阳瞄准打造全国中医药强市的目

标，已初步形成了中医药医疗、保

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贸易全

面发展的新格局。

来自南石医院中医外科的赵

振、王盈、陶江涛、张天晓一致认

为，听了大师专家的精彩论点后受

益匪浅。作为中医从业者，将努力

实现传承与创新的完美融合，给中

医药文化发展带来全新的活力。

中医药工作者张伦、王欣、张

凯表示，仲景经方在临床运用中非

常有效，希望可以加大发掘研究力

度，使其发挥更大作用。相信此次

论坛必将对传承中医药优秀文化、

推动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产生积

极深远的影响。②8

推动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
——第八届仲景文化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刘力果

10月 17日、18日，来自全国的

中医药经方专家、临床医师、经方

研究者等百余人会集一堂，围绕

“经方的古为今用”等进行深入切

磋交流。

辽宁中医药大学谷松教授说，

研究仲景的治未病医学的思想，是

预防养生医学和临床防治医学领

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方面《伤

寒论》有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仲

景认为，人若患病，必须尽早治疗，

及时服药，切忌隐瞒忍耐，抱侥幸

获愈的心理，结果导致沉疴不起。

故仲景在《伤寒论》六经病每一篇

中，各设“之为病”的条文作为提

纲，使辨证泾渭分明。如仲景在诊

断小柴胡汤证时指出：“伤寒中风，

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

具。”意在强调只需见其部分主证，

即可确诊，不必待诸证悉具。

南阳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付

丽丽在报告会中分享了中医药治

疗新冠肺炎的临床经验。付丽丽

说，南阳是医圣张仲景故里，中医

药在民间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和历

史传统，老百姓信中医、用中医、爱

中医的氛围十分浓厚。此外，独特

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中医药

资源，南阳有“天然药库”之称。南

阳市中医人继承了张仲景“活国在

于活人”的医圣精神，视疫情为命

令和号角，全力战“疫”，甘于担当

和奉献。

论坛上，首都医科大学耿建国

教授、云南中医药大学王寅教授、

河南中医药大学崔书克教授、南阳

市第一人民医院翟磊主任医师等

还分别从“‘经’治于神”“从病例谈

辨证论治”等方面与观众深入探讨

经方运用，让与会者受益匪浅。

与会专家纷纷表示，中医学有

着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生

产和生活实践中长期同疾病作斗

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而中

医药是一座伟大的宝库，“方剂”就

是千百年来人们运用药物进行组

合的宝贵经验积累。经方虽然正

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和喜爱，但

从整体而言，它还处于被搁置、被

冷遇的状态。希望以本届仲景论

坛的召开为抓手，让中医文化从讲

台走向民间，从院校走向家庭，从

玄学走向实用，从远古走向现代，

让经方惠民，恩泽百姓。②8

让中医文化从讲台走向民间
——第八届仲景经方论坛侧记

弘扬医圣精神，传播中医文化。第八届仲景论坛举办期间，来自全国各地中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临床医

师等齐聚南阳，为推动中医药发展建言献策 ②8 本报记者 王鸿洋 摄“智”汇医圣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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