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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授课是课程教育最为重要的一环。为推
进学校本科教育建设和教育教学内涵式发展，普
陀临床医学院积极响应校教务处“决胜课堂”的
号召，从以下环节着手进一步加强对教学规范的
督查。

深化内涵，积极启动

3月 27日，普陀临床医学院召开相关工作布
置会议，中医内科学、西医内科学、西医外科学、护
理学、影像诊断学、药理学六个教研室的主任和教
学干事参加会议。教育规培科科长石晓兰主持会
议并布置学院 2018-2019学年教学设计“五个
一”工作，要求各教研室根据学科专业特征制定具
体教学计划；授课教师针对面向本科生的全部课
程完善教学设计，把案例收集和“五个一”工作相
结合，使临床课程的教学更多地结合临床实践，增
强学生运用理论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参会教师就课前准备、授课内容、授课方式、
考核评估、复习答疑等方面的问题展开积极讨论。
他们表示，按照统一要求，完善授课内容，把教师
授课与学生主动学习、理论与实践、学习与考核、
现阶段学习与知识拓展几方面相结合，对提高教
学实效大有裨益。

研读要求，重在落实

各教研室召开集体备课会，研读教学大纲和
教学要求，制定教学规范，分配教学任务。根据

“五个一”要求，各教研室还实施了以下具体措施：
发放优秀教案和授课 PPT、备课笔记范本供教师
参考；优化教案内容，在原有教案范本的基础上增
加学情分析、课堂提问、课后作业等内容；设计提
问和互动，将其内容写入教案和备课笔记，并制作
提问互动表，把课堂及课间答疑内容都记录在表
上。此外，学生如有课后问题可以通过电子邮箱
向教师咨询，教师在见习教学过程中也留出为学
生答疑辅导的时间。

及时反馈，持续改进

结合“五个一”的要求，每位教师认真梳理和
完善授课资料，增加课堂提问和互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得到有效提高。教师们还布置作业以强化
学生对讲授内容的理解，尤其是通过案例分析题
训练学生的临床思维。学生的作业完成度良好，
对授课内容能够较好地掌握。西医内科学课程章
节较多、亚专科较多，教研室专门就梳理的课程难
点，要求授课教师根据各自讲授内容设计考题，在
课程快结束时交给最后授课的教师，由其统一进

行考核，并对整个课程知识进行系统地串讲和总结。
在落实“五个一”要求的过程中，各教研室教师就相关问题进行研

讨，认为存在以下情况：在教学设计方面，课后作业有利于提升授课效
果，但缺少作业的反馈，作业收集、批改、下发耗时耗力；学生提问的积
极性有待提升；考核评价提高了学生的听课效率，但现有课堂工具运
用略为复杂，对考核内容也缺少反馈；问题设计不够严谨、全面；临床
上答疑辅导的时间安排仍显仓促。

总结发展，继往开来

“五个一”工作的开展是把握教学设计关键环节的良好尝试。
在教学中以学生主动学习为根本，提升教师的授课水平，对学生的
学业进步和学校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普陀临
床医学院将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有效提高课堂活
跃度和学业挑战度，推进教育
教学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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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有名的父子文人当属汉末三国时
期的“三曹”。南朝梁钟嵘所著《诗品》首次对五
言诗歌与诗人风格从美学理论上进行了系统品
评。如同《神农本草经》以“三品分类法”进行药
物分类一般，钟嵘将汉魏至齐梁的 122位诗人
亦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 11人、中品 39人、
下品72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曹氏一门
三代四人俱在其列。在文学成就中执牛耳者毋
庸置疑是曹植，《诗品》称其为“建安之杰”“文章
之圣”，言“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
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与谢灵运所说的“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
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的观点倒也
契合。曹丕被置于“中品”，钟嵘认为“其源出于
李陵，颇有仲宣之体”，但诗歌大都质朴无文，惟

“西北有浮云”等十余首较为工美，值得玩味。而
曹操与曹!皆位于“下品”，“曹公古直，甚有悲
凉之句”，而曹!之才不如其父曹丕。虽然后世

不少学者
认为钟嵘

对于曹操评判过低，但正如明代胡应麟《诗薮·
外编》所言：“诗未有三世传者，既传而且"赫，
仅曹氏操、丕、!耳。”

在父亲的慷慨沉郁和兄弟的璀璨华美之
间，曹丕有时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且世人易
从同情才子和弱者的心态出发，将他视为不择
手段的竞争者和加害兄弟者，而忽视或贬抑他
在文学上的成就。殊不知，他是建安文学的重要
引导者与推动者，是邺下文人的领袖，既能在上

“铨衡群彦”（出自《诗品》），又能放下身段，在好

友王粲的灵堂上带着大家一起学王粲生前爱听
的驴叫（出自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曹丕所
著的《典论》开文学批评之先河，《燕歌行》更是
作为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被载入史
册。钟嵘评其诗“鄙质如偶语”，即直白如日常谈
话，但换个角度看，也不失为一种独特的风格。
诗本无定解，只要能够唤起读者心中的共鸣，便
有其价值。当代学者叶嘉莹在分析汉魏六朝诗
时说，曹丕是位“理性诗人”，“以感与韵胜”，可
谓一语中的。

《饮马长城窟行》本是汉乐府旧题，《文选》中
首录该诗，名
句有“青青河
畔草，绵绵思
远道”“上言
加餐食，下言
长相忆”等，

并有注曰：“长城，秦所筑以备胡者。其下有泉窟，
可以饮马。征人路出于此而伤悲矣。言天下征役，
军戎未止，妇人思夫，故作是行。”因此，历代同名
题咏多述征夫、思妇之情或描绘塞外广袤荒凉的
景色，如陈琳之“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陆机
之“驱马陟阴山，山高马不前”，李世民之“瀚海百
重波，阴山千里雪”等。惟有曹丕此诗写的是南征
吴地之事。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定年号黄初。
黄初年间，魏、蜀、吴三国屡有征战，孙权向魏称
臣后复叛，曹丕在黄初三年和黄初六年两次征

吴。尤其是黄初六年十月，魏文帝“行幸广陵故
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帝于
马上为诗曰：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
林，玄甲曜日光……”（出自《三国志·魏书二》）这
首《饮马长城窟行》虽不能明确具体写的是哪一
次南征，但对军容装备和临战场景的宏大叙述，
历代诗歌中少有出其右者。

首句写备战全景与出征缘由，浮舟横江，准
备讨伐侵犯荆州之敌。“讨”“犯”与“虏”字皆尽显
己方占据的正统和主动地位。次句写军容之齐
整肃穆，将士甲胄鲜明，随金鼓有序行进。该句
中，“甲”又作“#”，是一种箭杆较长、箭头较宽而
薄的箭，因此又可理解为武将们佩带着锋利的箭
只。第三句写军备之充裕精良，有十万执着长戟
的士兵，以及来自幽冀的装备着百石强弩的弓箭
手。蔡邕在《幽冀二州刺史久缺疏》中称“幽州突
骑”与“冀州强弩”皆为“天下精兵”。秦汉以来，训

练有素的弩兵一直是军队的重要部分。弩凭机
括发射，“机（$）”字的本义即为弓弩上的发射机
关。与弓相比，弩的射程更远、命中率更高、杀伤
力更强，弩手的训练也更简便快捷。弩按张弦的
方式，有臂张弩、踏张弩和腰张弩；按射击速度，
还有能连射、数射的连弩与床弩等。两军作战，多
先是弩箭齐发，再是兵戈相接。魏军所配备的弩
箭，一是强度大，二是速度快。从汉弩来看，分一
石至十石，引满一石弩大约需要三十公斤之力，
十石强弩被称作“大黄弩”，射程可达四百米左
右。这里的“百石弩”或有夸张之处，可能指威力
更强大的连发床弩一类，正应了末句的“发机若
雷电，一发连四五”。也有解释说“发机”是指发射
石块的机械。《后汉书·袁绍列传》与《三国志·魏
书六》皆记载了曹操在官渡之战中造发石车，“击
绍楼，皆破”，号曰“霹雳车”。但从上下句的完整
性看，“发机”似乎还是指弓弩的发射机关较为准
确。诗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如同两军对阵，前有
数万支强弩蓄势待发，其后戈戟森森，仿佛黑云
压城，带来的厚重感、紧迫感不言而喻。在描写战
争的诗歌中，有直言作战的激烈场面者，如“车错
毂兮短兵接”“矢交坠兮士争先”（出自屈原《九
歌·国殇》），有以环境衬托气势者，如“四边伐鼓
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出自岑参《轮台歌奉
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皆是宏大手笔。与这些相
比，曹丕该诗文辞的确显得有些“鄙质”，但手握
重兵的现实和胸怀天下的气韵营造出了震撼人
心的写真效果。这虽不算曹丕最有代表性的诗
歌，但却是继承了魏武之志、具有王者之象的诗
歌。《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评价曹丕说：“文帝
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
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
心，则古之贤主，何远
之有哉！”

!"#$%&'()

———龙华临床医学院“启德明智”导师团
导师：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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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校启动了“跨界协同育人
共同体———服务学生成长导师团”项目。
我既是龙华临床医学院“启德明智”导师
团的导师，又受基础医学院“岐黄之约，
如期而至”导师团的邀请担任团长。

大医精诚为要义

作为临床医学院的教学院长，加入
导师团后，我顿觉压力倍增，肩负的教书
育人担子更重了。导师团的工作目标是
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我们传
授中医药知识、临证经验、临床操作技能
等，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成为“医术高明
的医师”，但不应当忽略学生的“德育”，
唯有让学生成为“医德高尚的医师”，才
能达到医圣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的
主旨要义。

术德共育为路径

在育人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
些问题，当今紧张的医患关系与复杂的
舆论环境让医学生对最初的梦想和选择
产生了疑惑，不知如何进行医患沟通，也

不知如何面对医疗过程中的情理法。借
“启德明智”导师团的筹备，我们把这个
问题提了出来，并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和
华东政法大学的教师加入导师团队伍，
希望通过不同专业教师的视野多角度地
思考医学生的教育培养，形成科学的教
育导向，完善学生的德育教育，达到术德
共育的效果。

聊医铿锵四人行

于是“启德明智”导师团有了“聊医
铿锵四人行”品牌项目。该项目举办了

“如何面对情理法：一位医生的临床自白
书”“院外急救的情与法”“艾滋病人信息
是否应该公开的情理法”等主题活动。这
些活动经过了精心筹备，辅导员前期对
学生访谈调研，充分了解学生的需求，带
领学生骨干共同策划，师生们认真对待
每个实施环节。活动中，导师热情洋溢，
与学生们积极交流。其中一次活动是由
龙华临床医学院导师团和基础医学院导
师团共同举办的，使两个学院的学生共

享优质导师资源、共同接受教育，这种模
式非常值得推广。

示范引领助传承

为充分发挥名医、名师、名家的示
范引领作用，“启德明智”导师团充分借
助龙华医院名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丰富
资源。自 2015年起，导师团导师田雨所
在的中医传承办公室与教学处联合开
展活动，先后邀请名老中医林水淼、周
智恒、顾仁樾、邱佳信、林钟香等与学生
面对面交流，畅谈人生经历、理想信念、
中医临证经验，并探讨医患关系、医疗
改革等医学界热点话题。这些活动不仅
提升了学生的职业认同感、突出了理想
信念教育，更通过名医名师们的言传身
教加深了学生们对中医学术内涵和医
风医德的理解。

保持特色创新举

关于“启德明智”导师团，我希望今
后可以继续实施品牌项目，在做好自身
建设的同时，加强与其他二级学院导师
团的学习交流。此外，我校各导师团可通
过相互借鉴建设模式和方法，进一步优
化导师团工作；共享优质导师资源，对学
生开展多层次、多学科交叉的教育以开
拓学生的视野，全方位地落实德育工作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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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础医学院转到龙华临床医学
院，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作为班长，我深感责任重大。在懵懂前
行中，我和其他班委接到了第一个任
务———策划龙华临床医学院导师团品牌
项目“聊医铿锵四人行”的活动。

春，相遇、初识。活动确立怎样的主
题、包含怎样的形式？如何平衡同学们
繁忙的学业？这些着实让我们头疼了一
番。通过查阅往期主题、策划案，几经班
委会议讨论，我们略带忐忑地向辅导员
提议做一期“器官移植的未来畅想”活

动。未曾想，辅导员和教学处老师都非常
支持我们的想法。

夏，奔波、繁忙。确立活动主题后，班
委分工写策划、设计海报、做 PPT、统计
同学的课余时间……就在我们干得热火
朝天时，我接到了学院老师的电话，说经

过导师团讨论，导师们
认为选题虽好，但由于
中医医院少有移植器官
病例，建议更换选题。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巨
大挑战，一是原策划已
经进行到一半，二是距
预定活动日期只剩一半
时间。在这样焦灼的时
刻，辅导员、教学处老
师、导师团导师和已经
结束见习的同学们等给
予了我们很多帮助与支
持。这让我们颇为感动。

秋，收获、喜悦。在
紧锣密鼓的加班加点
中，我们终于迎来了导
师团的活动日。只可

惜，活动时间和我参加第九届全球健
康促进大会志愿服务冲突了。无奈之
下，我只能将主持和场控的工作全权
移交给班级团支书。在从学校开往会
场的大巴车上我还在担心活动是否能
顺利进行。等到晚上志愿服务结束时，
我立刻给团支书打电话，她在电话那
头轻松地对我说：“圆满成功，你快看
看朋友圈。”看着朋友圈照片里座无虚
席的场景和大家定格的笑容，我真有
种喜极而泣的感觉。

冬，沉淀、积存。虽然我们策划的导
师团活动取得了成功，但依然存在许多
不足之处。导师的鼓励和同学的支持是
一种让我们如沐春风的爱，也是我们前
进的动力，我相信以后还有机会的话，我
们会把活动开展得更好。

导师团活动不仅是导师引领我们成
长的阵地，也是我们彼此鼓励、共同进步
的平台。我们在这里“经历春夏秋冬的喜
悦，收获满满的硕果”。

*+,-%./01234

———龙华临床医学院“启德明智”导师团
学生：张晓燕

《饮马长城窟行》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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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Õ<rtuvè ahrwö³è�

.$?xy<.oÅÆ?zU Ë³¢

Z=${<`|}~v

õì��N�Yn�õì?Yn

¢,<m����DU¨<��e

{w�³èõì?<-.XþUn�

èõì?å��.<��Ñ@�h

mv Q�U.$?�������<

��U�Õ��e����wU��X

��� ½UX�¡Èz¢UË³è

��${<AbBv

£Ï\]K¤óð¥��PZU.$

?¦2§n,¦2�̈ ©ª«wU¬

õì?å-®Õ¯}Z!J³KZ[

óP°±²ë�³«´µv #$%¬7

?Yn,¶·�¤¸U ËÌ¢�[¹

ºÅÆ<"»¼ëv

4½6Ñ12^�$?n,½¾

½¿<12�ÀÁiUÂÃõì?ÄC

ÅÆÇÈv-�É�̀ ÊË�tiZUÿ

!"�&'(�6¯YnÑõì?Yn

�~zÌ�U �ÍÎ<��Ë³Z=

OÏÐòó<AB}Ñv

-Ò�EÃ\]KòóðÓ®ÕP

ZUÔWZÕfÖy7?Yn�õì

?Yn�m�×ØÙ�;Z=U�0

�DÚinÛ;Z=O�$.<ÜÜ

"mv

ý�þ� w/0¬7?���Y

n,-��<Ý[iU����ÈOUÞ

ß�Ý[<àáUâã7?~äv

Ò�U$?�¶��åö,7O

��-æ<åöõì?~z�¶e�

Ñ�<Ý[wv çèéê<rëì'

åæU íî[ï-jðñZòë¹

óv -æ7?¬môõU ~zÂÃ

&(%) >õì?öÕ<÷Äø<O?

W\]v î()ï

!"#$!"#$ %&'()

!)* ! d %* eUå[Z=Õ

y.~`�¯}ùú +(%) ôô:h

[p>å[Z=Õi�y.`ôã

Ëiû4ü-ýþZ=Õp$trv

4üÿ~`�Z!"#�$%&'U

å[Z=Õy.~`�¯}ùú�å

[Z=Õi�y.`ôfÖ:_uv

ÕÄå[ &!(Z=Õy.< %,( T

£Yn¦Ø4üU~@Z=Õ`ôO

)*+ÑZ=Õ,ìãËÇ�v�.

øÞ¯+,�¯.üÿ!"U"-=

$yøÞ¯+,.ûU.�Þ¯+,

î_/¯}ï0)U�1%Yn�ÎÐ

$?Yn¦Ø4üv

- (i.Yn-ãÉ4ü;}

ÛÜã2v 0)�K°34÷%34

56U78ÇríXY9:P!ÉU;

<�.~`�<í�Ñ§=v Q�U

¦:M'>ÈK̀ w¯Èð?@AAP

å[Z=Õy.p$?B1*C�U

Í!�.$?Yn0DE°ïUFG

�K@H�IrPzÈ_I>Èv

-[p>å[Z=Õi�y.

JK4Å�JK`ô�JK`ô$?

hKLGMPJKýNOÐHI;U�

.;<Pþ=yQR� ZÕ$y

+(%! :RS?0DE·¸TÎKJ

K`ôPÑKJK`ô$?PTUVWv

-[X>KLGMPå[i�Z=Õy

.p$?5Y$2SZ}[\lZU

�.]�^_=$yQ[`�§<}

[Ka./bcdeee"÷ 01234$fg�

Ñ '5#60¬þh<diâjcklP

TÎSZãmn}E�ÐUZÕ$y

op�§<}[K6÷fq<rst

u &vnw<ixã³�ynfÖP

TÎÄqS$Ú$24ÅÏ�ÐUc

3$y&z�§<}[Ki÷;��

^s{�V|ä}=?³~<^:

�f��PTÎ�$^:S$Ú^:

����Ò�ÐUPþ^_=$y�

�q�§<}[K��Ø�v���

Ç����"�n�<XìPTÎÄ

qS$Ú$24ÅÒ�ÐU]�^_

=$y���§<}[K"÷aÆ�

�÷?�U?�°�ý��34�º

����ZÕÕ�<$�¬fãPT

ÎSZãmn}Ò�Ðv î()ï

!"#$%&'()*+,-./

0"123456789:;<

!)* eÇU �.ª«�ûZ

÷¡¢b�( /nÑöc¡µó

¢£¤JK`ô67Ç¥¦§¨©�

��ª«¬�GË��*Cv

-ª«�ûZ÷�®¯°p$

·Z÷[Ï±*C�ZU ~C &" £

¦§²³$�¦¬´µ���¶·<

$%U$�ZC3¸7�=$?�¹Ü

º6»ÑZ=��¼áH½�Uô¾

¿Z- *(7$(ÀÁvR±*C�5È

QÂ$�Ã)·!4: 8"9Ñi:

8+v �®¯°p$-ÄÅÆ :;<=>

<2<0?@A nÌU ÇÈÇÉ,=¸�û

<fÖ¯}UÙ×*CÊÇ�b�Ë

?èÌ»<ÍÎUÇÏÐÑZ=b�

Ò!W<fÖÓÓUÍÇ¥;�DE

F$%ÔiHÕv

ÖX $f<*C5È×Ø�U�

.¯.üÙEã�b�(ø*�+,

ÀÚm¬�®¯°p$.ü B<C<DE>

@FEA9G<2HEA9� �ÛBÜÑÝ¡Þ32

¸fÖJ=®_S I3@=DE@A9I3@=>

D@JHEA ~z!ß¨àá<$�Oã

×ìâ+v¡·JK$�¬67EÌ

¦Ø�.-wã��äåÅÆZ÷

tu<KZ=+?ÅÆËPGLIUË

ÌÙ×($<��UÑGLIæÓi

çv�.67è!wã��1é<¯

}O�DrR¸Å*CUÿb�((

üQêOã×ìâ+v

ëìZ="�:ÔÈÇíEE

ä�ë÷-îï��ªð³sæñ

Z=<"�:òóU÷ôô¬�.ª

«�ûZ÷Võè�}|övÙ×ª

«�ûZ÷¡¢<67-÷"�:

ø<<«¬�·.GËè!± *

f<��*CU ¦¬*C< *- £$

�ZùèC÷.<$�YUèC%·

Z=�b�áH½v Ù×*CÊ$�

åö=úZ=ÕÅÆ<¼ëUÇåë

û£¤°567ØGEæZ=ãÉ

?8U¦üCýþ<y:òÿú!"

!#<Z=v

ª«�ûZ÷ÄýL�ÕU ³«

ì$[äZ=ÕKE%EBP&öUæD

Kª«�ûP3Z-'([ä<¹)¬

æñU*-¦§��[���ªÑeR�

þ[GË6$*C¯}v î*+,ï

!"#$%&'()*+,-./

!)* !+ÂZ[~Ëø�

ø )- ÀôU,öZmO�~Ñ[ý

L '( ÀôU (±�. %' Ã-<ø

òó< *$- £ø�j»è=p./

Ö´É0X1eÀ�Õ23 wU=

�ø<Ö´v

jX�U4øòóø�56X

1�7ËGg4U ~z$%8E

9:Ë;:./äÀ�Õ<þ<

,=Ñ> ABv ø�ånÌUÓ

ÔEæxy�"?<AB

@AUBÔE×CDEÆ<

/06cU¬ãèpä<á

øá[àmUFGèø�1

¡<4÷UHDEF¬ãè

øòóÑø�§I<�-

Èëv

.JÞã7¯+,ÀK

L9ºU À*3M{;EN

N<OP�ÎQR<SM�T

ùpUQVâ(�WâßX

èÀ*3YZ[\� )](

O<^Oª©U Ó¡X1Ê

_-""@È<zXU ýÀ

Áè}!WXY~ËøO°

34÷�G,`/�å÷åa

!O�bT<c÷v

[dÛÜ¬6cø*�

+,±InÌUX1e³èÀ

*3÷f[äÑO�gð�!

øÑO�<,ìh÷ij<kiA

BUÊO"l@ÈÑmqÌnUH¬

ø�å°34÷UÏ÷o²U-Ä

p<q¤¯}Z}¢³«<rsv

wx/_`$y¯6°&tu

¬È³ÚUvXÊ_àwxyUÀ*

3ñô-pz{|<m}øU è-

![ä!O�~Z��U Ç��(

C<Z[O'L�Z¬@�� Ç<

E2Erþö³è~Ëø�O�!

Z÷<4÷¬���ÇE÷!��^

�ki<ª©�Ñ�WXY`ô

O!J³Zm��^p�Í<KZ

[óP�°±´µv

òóº�¡����!U À*

3!è[äÑO�,���U -p

z=�<m}ø�q°3�> O

�<��U ÷f./8s<�$ã

ËU Ç<O�¼ëÑ^�ª©��

èE£~Ëø�!./,ìõ?�

s�:�:�<4÷v

ß¨jX$%U ø�å"?�

Õú�f<?zÕh°]U HýØ

ÀÁè�ÆÄpøº�+� FG�

�aÕ<�÷¬c÷v pänÌ>

DEFd�ø<J�¹ºÑ}}U

áqnì�x�´DUæ·ã 9:

¡o}VU �JdrÈ!ø<,ì

}¢W<rsU¢Jíú°34÷�

G,`/v î-./ï

!"#$%&'()*+,-./0

123456789:

!)* !d %&eø£U �K¤¥/

6U��¤óP!_É<�.[Ï>¦¥§

+plhó0õì¨$�pl-�~�û

$y§+JC®ILv §¨¬©ª¤UKKð

LðMðNPò<}[K}«¬<®fP¯�

°±UK²�³´Pò<}[Kµ¶��P�Y

$?ò<}[Kà%·�P·Î¸¹�º¹v

»CXÃ¦lò<}[ÎJ¼Ðv

plû½�.�¾j¿ÀÀüÀ�

û� �~�û$y¯yüÁ�Â�67

 EÃ�ÄtEU;�Å ¨¤Æ3�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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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18日下午，“迎七一·作
表率”机关作风建设工作座谈会在行政中
心 428会议室召开。校党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夏文芳，机关党委委员，各党支部、机
关“最美窗口”代表等近三十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机关党委副书记金霞主持。

会上，金霞汇报机关作风建设工作情
况。在校党委的领导下，机关党委围绕学
校中心工作，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

党的要求，切实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如围
绕“建设以人为本、作风优良、管理科学的
服务型机关”主题开展了“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机关作风建设年”活动等。

夏文芳为机关“最美窗口”代表颁
奖。她肯定了机关党委在作风建设方面
所取得的成绩，并指出机关是学校工作
的中枢、对内对外的窗口，机关党员干
部要率先垂范，模范践行机关服务基

层、服务师生员工的宗旨。她希望机关
党委把作风建设牢牢抓在手上，长抓不
懈，把学校党委对机关党的建设的各项
要求落实好。

与会者交流党支部工作情况、个人岗
位工作的心得体会，并就提升机关党支部
组织力、完善机关文化建设、强化管理队
伍能力及培养管理人才等方面展开讨论。

（机关党委）

本报讯6月21日，我校附属龙华医院
与泉州市中医院合作项目签约揭牌仪式
在泉州市中医院举行。龙华医院院长肖臻
和副院长郑培永、张兵，福建省泉州市卫
健委主任叶一帆、副主任苏培聪，泉州市
中医院党委书记王家春及双方代表出席
仪式。

在我校与泉州市人民政府发展泉州
市中医药事业战略合作框架下，龙华医院
与泉州市中医院积极建立全面合作关系，
旨在快速提升泉州市中医院的综合竞争
力，尤其是中医药医疗服务能力。

签约揭牌仪式上，肖臻和王家春分别
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双方领导共同揭

牌，泉州市中医院正式挂牌成为我校附属
龙华医院合作共建医院。

今后，龙华医院将为泉州市中医院提
供中医学科建设、中医药人才培养等多方
位的支持和指导；首批对接泉州市中医院
骨伤科、肾病科，全面提升学科能力和业
务水平，为创建国家级重点专科提供助
力；支持泉州市中医院脑病科、中医外科、
脾胃科、儿科等科室建设，积极开展优势
及特色中医药服务，开设名中医工作室；
为泉州市中医院临床医师提供临床教学
培训，为行政管理人员提供医院管理进修
轮训等。

仪式后，龙华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莫

文、肿瘤科主任医师田建辉、肾病科副主任
医师罗健华参加义诊活动。

（龙华医院）

本报讯 我校附属普陀医院中心实验室 /肝病
实验室刘成团队联合我校附属曙光医院肝病研究所
教授刘平、德国海德堡大学及美国西达 -赛奈医学
中心科研团队在肝星状细胞活化及肝纤维化研究方
面取得重要突破。研究成果 !"#$" %&"" "'(&)*&+',&*

(&-+./+.01'% 23%/.+ 4!5678 9&*'3/&: 1&0$/'% :/&""$/&

%&"" $%/',$/'.( ,'$ ;<=>?@9$* :'A($"'(A《胶质细胞源

性神经营养因子（GDNF）通过 ALK5/Smads信号介
导肝星状细胞活化》近期在线发表于消化病学国际
知名期刊 BCD（IF:17.016）。

该成果为深入研究中医药抗肝纤维化的作用机
制提出了新的靶标通路，在肝纤维化领域具有原创
性，对纤维化患者的分期诊断及临床治疗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普陀医院）

“迎七一·作表率”机关作风建设工作座谈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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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的病因与调理
张伟荣

骨质疏松症不是一
个独立的疾病，而是多种
原因引起的一种全身性
骨病，以骨量减少、骨的
微观结构退化、骨的脆性
增加和容易发生骨折为
特征。本病多见于中老年
人，尤其是绝经后妇女。
此外，长期卧床者、营养
不良者及甲亢、柯兴氏综
合征等疾病患者皆可患
上本病。骨质疏松症根据
发病原因，分为原发性和
继发性两类。随着人口老
龄化和人类平均寿命的
延长，原发性骨质疏松症
的患病率逐年升高。
中医对骨质疏松症的认识

中医将原发性骨质
疏松症列入“腰痛”“骨
痹”“骨瘘”“骨折”的范
畴。中医认为本病多因老
年人肾精亏虚、筋骨失
养、骨之形质损伤所致，
与先天不足、饮食内伤、
劳欲过度等有关。病位在
骨，病性是本虚标实，以
肾虚髓减为本，以风寒湿
邪痹阻、瘀血阻滞为标，
骨之形质损伤是其病理
基础。临床上，该病病因
病机主要有肾精不足、气
血亏虚、风寒湿邪痹阻和
瘀血阻滞。

肾精不足

肾藏精，主骨生髓。
若先天不足，后天失养，
或年老肾虚、肾精不足，
肾不能主骨生髓，骨髓空
虚，骨疏不固，发为本病。

气血亏虚

年老体衰，脾胃虚弱，
饮食不节、久病卧床均可
伤及脾胃，气血生化乏源，
至筋骨失养，发为本病。

风寒湿邪痹阻

肾精不足、气血亏
虚、营卫不和，则卫外不
固，风寒湿邪乘虚而入，
阻滞筋脉气血，使全身或
腰背疼痛。

瘀血阻滞

久病入络、寒凝血
滞、外伤骨折均可产生瘀
血，瘀血阻滞，瘀血不去，
新血不生，则筋骨失养。

骨质疏松症危害较
大，也难以治愈，但可通
过适当的方法达到预防
和辅助治疗的目的。

饮食调理

骨质疏松症患者的
饮食总则是：宜食含有大
量钙、蛋白质、维生素 D
及维生素 C的食物，忌食
辛辣、过咸、过甜的食物。

排骨汤

原料：猪排骨 1000
克，食醋 100克，黄酒、桂
皮、盐适量。

制法：将洗净后的猪
排骨剁成 3～5厘米长的
小段，放入砂锅中，加入食
醋、黄酒、桂皮和适量清
水，用大火烧开后改用小
火煨 2小时至骨肉酥烂，
加盐调味。

功效：滋补气血，强
身壮骨，可预防和治疗骨
质疏松症。

黄豆猪皮汤

原料：黄豆 30克，
猪皮 200克，葱、姜、盐
适量。

制法：刮去猪皮脂
肪，洗净切块。将黄豆洗
净泡软，同猪皮一起放入
砂锅中，加水炖煮，除去
浮沫，加葱姜，煮至黄豆
酥烂后加盐调味。

功效：滋阴养血，益气
补虚，主治骨质疏松症。

本报讯日前，2019《中国中医药年鉴（学
术卷）》（以下简称《年鉴》）编委会会议在福州
召开。会议由我校和福建中医药大学联合承
办，《年鉴》编委会副主任委员、我校党委书记
曹锡康主持。《年鉴》副主编、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科技司司长李昱，福建省中医药管理局局
长钱新春，福建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陈立典、
校长李灿东，《年鉴》主编、我校校长徐建光，
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张怀琼，我校终
身教授严世芸，安徽中医药大学原校长、我校
科技人文研究院院长王键，以及《年鉴》编委、
撰稿人、学科编辑等八十余人参加会议。

李灿东代表福建中医药大学对各位领
导、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期望大家在会
议期间多提宝贵意见。

徐建光表示我校一直将《年鉴》编纂作
为一项重要的特色工作来完成，希望全体
《年鉴》工作者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不断提高编纂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力推动

相关学科的融合发展。
钱新春代表福建省中医药管理局对会议

的召开表示祝贺，指出编撰《年鉴》是一项承上
启下、继往开来、有益后代的重要工作，对推动
中医药各个领域的学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张怀琼就各位领导和专家长期以来对上
海中医药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希望
编委会继续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指导下，
集全国专家的智慧，将真实反映中医药发展
现状的《年鉴》编纂好。

李昱表示，《年鉴》既是一部集聚综合
性、前沿性、权威性和史料性的工具书，又是
中医药行业建设水平的丈量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作为主办单位，将继续提供丰富的学
术资源，助推《年鉴》提升学术含量和科技影
响力。

《年鉴》编辑部主任黄燕从目的意义与发
展历程、组织构架与社会评价、2019《年鉴》编
纂情况、面临问题与发展思路四个方面进行

详细汇报。
编委代表严世芸、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

员陈小野、云南中医药大学教授秦国政、辽宁
中医药大学教授马铁明，撰稿人代表福建中
医药大学教授林炜、广西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李永亮，学科编辑代表我校副研究员徐丽莉，
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交流发言。

其后召开的编委、撰稿人研讨交流会由
王键主持，围绕“新时代背景下《年鉴》的目标
定位与办刊思路”“《年鉴》如何为传承创新发
展中医药事业提供学术支撑”“如何创新思路
与工作机制、扩大学术影响力及提高事业贡
献度”“如何形成编委、撰稿人与编辑的合力，
彰显自我特色，提高办刊质量”四个议题展开
讨论。

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达成多项共识，
专家们的真知灼见为下一步做好《年鉴》的编
纂、出版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指导意见。

（《中国中医药年鉴(学术卷）》编辑部）

本报讯 不久前，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国际合作项目“中国 -毛
里求斯中医中心”战略协议签约
仪式在毛里求斯城市医疗集团
举行。

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
周嘉与毛里求斯城市医疗集团
主席 PatrickChuiWanCheong
代表双方签约。双方将在中医
药医疗服务、中医教育培训、临
床研究、养生保健、中药材等领
域进行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
医药在毛里求斯的发展。我校
国际交流处处长郑林!、岳阳
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沈雁等
参加仪式。

签约仪式结束后，双方受到
毛里求斯总统、副总理、商务部部
长的亲切接见。周嘉向总统等介
绍中医药发展现状、我校及岳阳
中西医结合医院特色和优势。他
们表示将大力支持“中国 -毛里
求斯中医中心”的建设，要让神奇
的中医药造福更多毛里求斯民
众，并相信未来中医药在毛里求
斯能够更好地发展。

“中国 -毛里求斯中医中
心”是国家认可和支持的海外中
医中心建设项目，将于今年 10月
中旬建成并投入使用。届时，岳阳
中西医结合医院将派遣有丰富经
验的中医医师赴毛里求斯开展中
医医疗活动。

出生在中国的 92岁高龄的 PatrickChuiWan
Cheong表示，毛里求斯民众普遍认可、接受中医，在毛
里求斯建设中医中心进行中医药教育培训、传播中医
药文化是其数十年的心愿，感谢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提供的帮助和支持。他希望通过双方努力共同将“中
国 -毛里求斯中医中心”建设好，发挥中医药的特色
和优势造福当地民众。

周嘉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把中国优秀
的中医医疗技术传播到毛里求斯，让当地民众享受
到专业的中医药服务。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将在毛
里求斯开展中医药技术培训工作，并以毛里求斯为
中心，吸引更多其他非洲国家医生参加培训。他期
待，双方共同努力将“中国 -毛里求斯中医中心”打
造成非洲中医中心，将中医药文化传播到整个非洲
地区，更好地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医药文化的
全球传播。

(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本报讯6月24日上午，我校第十四届学
位评定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科技创新楼
一楼会议室召开。33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
出席会议，研究生教育管理二级部门主管领
导和工作人员列席。会议由学位评定委员会
主席徐建光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 2019年 6月我校申请学
位名单和有条件授予中医硕士专业学位名
单。各专业分会通报论文评审情况。学位评
定委员会委员陈跃来汇报 2019年上半年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情况，包括学位授权点
合格评估工作进展，2019届校优秀博士、硕
士学位论文评审，以及“重大修改”学位论文
情况。委员们听取汇报后审议通过对“重大修
改”学位论文的处理意见；完善学位论文质量
监控和保障体系，推进学位论文公开的报告；

开展拟新增学位点工作推进情况的报告。
会议还审议通过科学技术史硕士学术

学位授权点、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培养方案及外籍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
的报告。

与会委员针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展
开热烈讨论，提出很多意见和建议：加强学位
论文写作规范化，导师应作为第一责任人；提
高学位论文质量应从开题、中期汇报、答辩各
个环节层层把关，各学科应进行集体公开答

辩等。学位评定委员会名誉主席陈凯先指出，
对研究生应重视规范化培养，同时也要重视
拔尖人才培养，提升其成果表达能力，助力学
校高水平大学建设。

徐建光作总结发言，感谢委员们对学校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要
求研究生院认真梳理汇总委员们的意见，进
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导师和研究生培训，
筑牢基础，充分彰显特色和优势。

（研究生院）

本报讯 为落实《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做好本市依法治校（2016-2020年）创
建工作的通知》（沪教委法〔2019〕4号）文件要
求，我校2019年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工作任
务部署会于6月21日上午在行政中心428会
议室召开。副校长杨永清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会议，会议由发展规划处处长徐红梅主持。
会上，徐红梅介绍我校申报创建“上海市

依法治校示范校”的背景和意义，并对 2019
年创建工作推进时间表、各部门任务分工及
相关材料提交要求进行具体说明。

杨永清在讲话中指出，2019年是上海深

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关
键之年，而教育现代化离不开依法治教、依法
治校。他希望全校上下以我校申报创建“上海
市依法治校示范校”为契机，提高认识、各司
其职、加强协同，持续提高我校依法治校工作
水平。 （发展规划处）

本报讯 近日，我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基于运动辅助的智能虚拟现实康复
训练技术和系统研发及临床示范应用”下
肢虚拟现实康复系统展示会在校国际交
流合作中心三楼多功能会议室举办。我校
校长、项目负责人徐建光和康复医学院院

长单春雷，上海大学教授郭帅，我校附属
医院康复科医务人员及合作单位相关人
员等参会。

本次会议展示的是下肢虚拟现实康复
系统的两种模式，即跟随模式和自主模式，
包括在特定的轨道上实现平衡训练、本体感

觉训练及人机交互的认知训练等。在正式的
展示和讲解过后，单春雷对展示的康复系统
作精彩点评，并对该康复系统未来的临床应
用前景表示期待。徐建光不仅对该康复系统
本身进行积极评价与未来展望，更对其结合
我校创新创业项目以推动科研产业发展表
示支持与鼓励。

参会人员对该康复系统表示高度认
可，并认为本次展示会的举行预示着此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的成果对未来康复产业
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与重要的示范
作用。 （康复医学院）

本报讯 为促进教师在“课程思政”“决胜课堂”工作中实
现自我提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基础医学院于 6月
14日上午在教学楼 10109教室举办主题为“教师自育与决胜
课堂”的教学论坛。组织部部长夏文芳、教务处处长舒静、教师
工作部副部长刘虹、护理学院副院长廖晓琴应邀参加本次论
坛。基础医学院党委书记陈晓主持会议。

基础医学院院长许家佗回顾近年来学院开展教育教学改
革的成效，鼓励教师在“三全育人”工作中不断提升人才培养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肩负起教师的神圣使命。

中诊、方剂、病原和解剖教研室的教师代表结合各自的专
业特点交流育人和自育的心得。燕海霞作为青年班主任，利用

“第二课堂”培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和信心。朱诗国讲述以学
术共同体为纽带，教师率先垂范、师生共同成长的故事和取得
的成效。文小平结合自身从教四十余年的心得，归纳教师“自
育”需要思考的“五个一”内容。张黎声畅述“课程思政”的实践
促进教师自身成长的体会，以及对今后“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改革的深入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叶方兴从学理和政策
的视角，介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和上海市思想政治教育
教学改革的推进情况。

我校终身教授王庆其提出教师“传道”之前应先“学道”
“悟道”，教育学生“谋生”之外还要“谋心”“谋道”，注重培养学
生追求真理的精神品格。

刘虹、舒静分别对基础医学院在教师人才培养和教学改
革中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陈晓代表学院党政班子向学校党
委和相关职能部门一直以来给予的支持，特别是在此次教学
论坛前期策划中给予的指导表示衷心感谢。 （基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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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部署创建“上海市依法治校示范校”工作

我校举办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下肢虚拟现实康复系统展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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