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吴晓缺 李
凤龙）7月1日上午，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下基层开展中医
中药中国行义诊宣教活动。

活动当天，该院组织10位康复
科、消化科、急诊科、治未病科中医

专家，在阿卡迪亚社区（豫航泊郡
小区）开展义诊、健康咨询、科普讲
座等活动，宣传《中医药法》和中医
药科普知识。

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为前来
就诊的小区居民提供中医内科、

针灸、康复、急救等服务，并针对
夏季内科常见病、心脑血管疾病
以及风湿、颈肩腰腿痛和养生保
健知识进行义诊宣教，还给群众
发放了中医中药健康教育宣传资
料。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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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上午，永城市中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
其单位门口的水杉湿地公园举行中医药健康知识咨
询、义诊活动。图为老中医刘杰为前来咨询的群众
号脉。 （图片由永城市卫生计生委提供）

7月1日，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郑州院区康复科医生王社言为一名女士按摩肩部。

据悉，当日，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
院）郑州院区组织医务人员来到永平路社区财信圣堤
亚纳小区为患骨病、骨关节病、颈椎病、腰椎病等疾病
的患者提供咨询、答疑解惑服务，并耐心讲述中医药
文化优势。 张艳涛 史晓飞/摄

漯河市柳江医院医生在活动现场为市民拔罐。
（图片由漯河市卫生计生委提供）

近日，长垣县中医院主任医师崔春荣在新乡市
政府广场为前来就诊的群众把脉问诊。

孙冠贞/摄

（上接第一版）如今，为了
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实现中医
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民群众
养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生活
习惯，全省中医药人再次出发。

7月1日，《中医药法》实施
一周年。一年来，全省深切感
受到它给中医药行业带来的变
革。在过去的一年里，全省多
渠道、多形式宣传贯彻《中医药

法》，积极配合省人大开展《河
南省实施<中医药法>办法》立
法工作，力争出台一部符合河
南实际，具有地方特色，有利于
中医药依法发展、依法治理的
地方性中医药法规。目前，《河
南省实施<中医药法>办法》草
案代拟稿已报省政府。下一
步，全省将以宣传贯彻《中医药
法》为契机，全面推进《中医中
药中国行——河南省中医药健

康文化推进行动 2018 年活动
实施方案》，积极开展中医药健
康文化精品遴选、中医药文化
科普巡讲、中医药健康文化素
养调查以及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等，切实让人民群众得实惠、受
教益。

张健锋说，希望各地卫生
计生委（中医管理局）、中医医
疗机构本着务实节俭高效的原
则，进一步明确活动内容和责

任分工，与全省中医药重点工
作相结合，与全省人民群众中
医药服务需求紧密结合，夯实
工作基础，注重工作实效，提升
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
养，增进社会对中医药核心价
值理念的认知和认同，营造更
加关心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
社会氛围，为加快建设中医药
强省和“健康中原建设”做出更
大贡献。

河南启动中医药健康文化大型主题活动

周口市

编者按：
中医中药中国行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等多部委共同发起的中医药健康文

化大型活动。河南自2007年以来，已在全省各地开展活动多次。如今，为了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实现中医药
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民群众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全省中医药人再次出发。

7月1日，《中医药法》实施一周年。当天，中医中药中国行——河南省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暨庆祝
《中医药法》实施一周年主题活动，在省会郑州和各省辖市同期开展，营造了关心支持中医药振兴发展的良好
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廉万营）7月1
日，“中医中药中国行——河南省
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暨庆祝

《中医药法》实施一周年主题活
动”正式启动。在启动仪式上，首
届全国名中医、河南省中医院（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毛
德西教授作了《中医药与全民健
康及其发展前景》的专题报告。
河南省中医院表演了八段锦（如

下图）。活动当天，河南省中医
院义诊小组来到瀚宇天悦社区，
在老百姓家门口提供中医药服
务。

河南省中医院在瀚宇天悦社
区为社区居民送健康、宣传中医
药文化和《中医药法》，吸引了众
多社区居民。大家有的围着义诊
专家咨询相关健康问题，有的在

《中医药法》和中医药文化宣传展

板前驻足观看，有的领取了中医
药健康宣传教育读本并认真阅
读。

一位腰腿疼痛的老人在河南
省中医院专家牛朝阳为其进行五
行针治疗后，疼痛立即得到了有效
缓解。这位老人禁不住赞叹：“中
医真的太神奇了，感谢国家、省和
医院派中医专家到老百姓家门口
送健康。”

濮阳市中医院

本报讯（通讯员侯秋娟）
7 月 1 日，由河南省中医管理
局主办，郑州市卫生计生委、
河南省中医院承办的“中医中
药中国行——河南省中医药
健康文化推进行动暨庆祝《中
医药法》实施一周年主题活
动”启动仪式在河南省中医院
成功举办。郑州市各县（市、
区）卫生计生委同期开展。

活动当天，郑州市同期共

设会场 14 个（1 个主会场、13
个分会场），多形式、多样化、
多方面宣传中医药文化。会
场均设有中医药健康知识宣
传版面、《中医药法》宣传版
面，提供中医诊疗和中医药
健康指导、健康咨询等服务，
发放中医宣传资料、宣传册
等，共计组织专家 295 名，义
诊群众 7836 名，发放宣传册
25850份。

本报讯（记者方 圆 通
讯员冀丹丹）7月1日，南阳市
卫生计生委、市中医药管理局
在全市范围内联合开展《中医
药法》实施一周年系列庆祝活
动，为市民提供中医药特色服
务。

活动当天，《中医药法》实
施一周年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暨中国第19批援外医疗队物
品捐赠仪式在中医祖庭医圣
祠举行。此外，10 余家中医
医疗机构在医圣祠院内开展

了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健康养
生体验项目，包括名老中医义
诊、三伏贴免费体验、免费小
儿推拿、免费艾灸体验、免费
疼痛推拿、免费康复推拿、中
医智能设备免费体验等。此
次活动共摆放宣传展板 25
块，发放宣传手册1000余份，
发放“中医药文化简明读本”
口袋书2000本，义诊600余人
次，开展针灸、拔罐、艾灸、推
拿等中医药体验项目 200 余
人次。

本报讯 7 月 1 日，以《中医药法》实施一周年为契
机，鹤壁市卫生计生委组织开展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
各二级中医医院均开展了相关活动。

在活动中，医务人员对前来就诊的患者进行中医
体质辨识、中医治疗和中医健康指导；对腰腿痛的患
者进行针灸、按摩以及康复指导。

此次活动旨在推动中医药健康文化传播，提升民众
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增进社会对中医药的认知和认
同，促进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使大家掌握简单易行的中医药养生保健方法。

（鹤壁市卫生计生委供稿）

巩义市

本报讯（通讯员李艳朋）7月1
日，“中医中药中国行——2018 年
河南省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
济源站”专项活动正式启动。本
次活动主题是“中医药健康你我
他”。

在活动现场，来自济源市中医
院的10余名医务人员不仅为群众
提供了测血压、血糖、健康咨询、义
诊、开具处方等服务，还发放了宣
传教育资料。同时，来自针灸康复
中心的医务人员还为群众提供了

三伏贴、耳穴贴敷等现场体验服
务。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发放中医
药健康宣传资料220 余份，义诊群
众280余人次，为群众进行三伏贴、
耳穴贴达150余人次。

本报讯 7月1日，兰考县卫生计生委组织兰考县中
医院、中心医院、龙安医院在县人民广场举办义诊活动，
为群众普及中医药健康知识。

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通过设立义诊咨询台、摆放
宣传展板、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展示中药材等多种形
式进行宣传。专家们望、闻、问、切，耐心为群众解答各
种健康问题，并为群众提供详细的诊疗方案，开展中医
体质辨识、免费发放健康资料等。

（兰考县卫生计生委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杨凌乐）
7 月 1 日，汝州市卫生计生委
在全市开展庆祝《中医药法》
实施一周年暨中医中药中国
行大型义诊宣传活动。

活动当天，全市5家医疗
机构组织本院中医专家开展
义诊活动，向广大群众提供免
费中医药健康咨询服务。同

时，每家单位均组织志愿者队
伍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发放
中医药养生保健书籍、用品
等；在中医药宣传活动现场宣
传《中医药法》及其配套文件
的相关内容和实施一周年的
成果，宣传中医药的历史和养
生保健知识以及中医药文化
作品等。

河南省中医院

郑州市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魏亚林）近日，濮阳市中
医院组织开展《中医药法》及
党建知识竞赛活动，使医院精
细化管理工作落到了实处。
各支部推荐产生的 116 名选
手参加了竞赛活动。

该院做了周密安排，通过
封闭出题、现场抽签确定座
号、全程录像、纪检监督等方
式，确保竞赛的保密性、严谨

性和公正性。竞赛结束后，工
作人员现场评卷。

最终，该院急诊支部获得
团体一等奖，老干支部、内科
三支部获得团体二等奖，机关
支部、药剂支部、医技支部获
得团体三等奖；王文桢获得个
人一等奖，赵合强、曹曼获得
个人二等奖，刘向敏、宋淼、刘
向阳、胡婧媛获得个人三等
奖。

兰考县

鹤壁市

本报讯（通讯员王克岩）
6月30日上午，巩义市卫生计
生委组织巩义市中医院、巩义
市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在巩
义市人民广场开展大型义诊
宣传活动，庆祝《中医药法》实
施一周年，弘扬中医药文化，
普及中医健康知识。

来自各医疗机构的专家
现场为群众发放中医防病知

识手册及宣传资料，提供中医
经络养生操演示、中医康复服
务，发放中医降暑凉茶等，受
到群众的好评。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有
40 余名医务人员参与，摆放
宣传展板7块，发放宣传资料
1000余份，为300余名群众免
费提供了中医康复、三伏贴等
中医药特色服务。

汝州市

7月1日，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医务人员在义诊现场为积
食儿童进行针刺治疗。 （图片由郑州市卫生计生委提供）

许昌市

南阳市

济源市

本报讯 （通讯员王志冰 郭
义龙）6月30日，由周口市卫生计生
委主办、周口市中医院承办的中医
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暨庆祝《中医
药法》实施一周年主题活动在五一
广场举行。37 名中医药专家参加

了活动。
据悉，本次活动包括中医药健

康文化展示、中医药专家健康义诊
咨询、中医药互动体验、科普资料
发放、中医药文化科普进基层现场
签名等内容。

此次活动共摆放宣传展板 35
块，发放宣传手册2306份，义诊600
余人，开展针灸、拔罐、刮痧、推拿、
中医体质辨识等中医药互动体验
83人次，免费向市民发放自制中医
制剂10余种，价值13000余元。

本报讯 ７月１日，在《中医药
法》实施一周之际，许昌各地各单
位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学习宣传

《中医药法》。
6月30日，许昌市卫生计生委

举办“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全面
提升许昌市中医药服务能力，缓解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不强、人员匮
乏等问题。鄢陵县中医院党总支
组织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开展送医
下乡暨“庆祝《中医药法》实施一周

年，中医药健康你我他”义诊咨询
活动，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７月１日，许昌市中医院以
“中医药健康你我他”为主题，结合
“百医包百村”健康扶贫活动，组织
医疗志愿者一行7人深入襄城县紫
云镇雷洞村开展健康扶贫义诊宣
传活动。襄城县中医院从娃娃抓
起，组织10余名小学生参观了该院
的中药房、煎药室等。禹州市中医
院组织医疗志愿者服务队，在该院

院内开展“庆祝《中医药法》实施一
周年，中医药健康你我他”健康义
诊活动，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许昌市中心医院南区医院利用微
信公众号、朋友圈等对《中医药法》
实施一周年进行充分宣传，并在医
院门诊大厅、中药房、煎药室、医院
康复治疗大厅，向患者和家属发放
宣传资料，展示中药材，讲解中医
药知识及中药煎煮流程等。

（许昌市卫生计生委供稿） 文字图片均由本报记者索晓灿整理

中医中药中国行

全省中医药人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