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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洗礼淬炼党，

经天纬地恰风华。

怒因国破锤镰奋，

喜为党兴江山!。

赓铸丰碑热血沸，

馨烈宏业豪气加。

英风驰骋奋斗路，

初心催开理想花。

（注：1.赓，连续。2.馨烈，流芳久远的事

业。3.英风，奇伟杰出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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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临床医学院“启德明智”导师团

导师：孟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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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佐忻

12345

67(89

（一）思潮

凭栏满目山河碎，腐朽王朝尽怆然。

铁骑战盔燃烈火，青眉布衣起波弦。

千方苦觅翻新法，万卷勤研覆旧田。

红日东方更欲晓，镰轮相映画新篇。

（二）站起来

小风轻雨随春至，万壑冰寒渐日开。

豪饮一杯提剑起，穷追千马挑灯来。

列强对垒枪声落，敌寇纷争炮火追。

敢与苍穹相望笑，夺回天地扫愁哀。

（三）富起来

穹日缤纷探草木，而今又忆旧时凉。

补丁粗食曾含背，白领丰餐后满肠。

草瓦低房迎冷雨，泥砖高顶向骄阳。

勤躬劳作经年间，翻手抬眉已换裳。

（四）强起来

雨过轻云探煜日，群楼看竹节更高。

沃田麦浪如金毯，大路车流似白涛。

青发学堂增学识，古稀草地伴拳操。

手机定格斑斓画，笑满长图面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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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创工作会议在我校召开
本报讯 5月 22日,由我校主办、科技

人文研究院承办的中医药文创工作会议在
校举办。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
长王国强，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中医
药大学原校长王新陆，全国名中医、我校原
校长严世芸，我校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研究
院院长苏钢强，我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许铁峰和副校长陈红专等出席会议。会议
由我校科技人文研究院院长刘红宁主持。

许铁峰代表学校致欢迎辞，指出中医
药文创工作是落实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要求的典型举措，大力开展

中医药文创工作充分体现了我校服务社会
的功能，对于促进我校中医药产学研协同
创新发展和推动中医药国际化、产业化等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专家研讨阶段，全国名中医、天津中医
药大学陈宝贵教授，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
展中心中医药产教融合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兼
秘书长郭军，浙江省卫生健康信息中心研究
员倪荣，以及我校科技人文研究院、中医药文
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相关专家依次发言。专家
们结合中医药文创的内涵、内容、形式、渠道、
对象等提出富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王国强结合国家战略对中医药文创项
目提出指导意见。他指出，在中医药医疗、
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和对外交流全
面协调发展新格局下，中医药事业与产业
逐步呈现齐头并进、双轮驱动的新态势，为
在新的起点上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中医药文创事业大有可为；上
海中医药大学应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对接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利
用学科和专家优势，做好中医药文化发展
的长远规划，勇担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重任。 （科技人文研究院）

本报讯 5月 20日，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
我校承办，我校东方国际中医诊疗中心、九州通医
药创新研究院协办的促进中医药特色发展学术研
讨会暨上海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中医专家库
专家聘任仪式在我校举行。开幕式由中华中医药
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国辰主持。我校党委书记
曹锡康，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李国华，上海市卫
健委副主任、市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胡鸿毅等出
席会议。

国家卫健委原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
局长、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王国强
在会上强调，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必须坚持系
统观念，运用系统思维，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统
筹协调推进中医药事业和产业整体融合高质量
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所提出的五大重点任务，必须加
快中医药特色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
和作用。

李国华介绍，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浦东新区
将进一步加强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和资源支
撑，持续大力推进新时代中医药产业的传承、创新
和发展，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本次研讨会
将为浦东中医药产业新一轮发展提供有益启发。

其后，现场举行了上海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
开放中医专家库专家聘任仪式。为进一步推进上
海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助力浦东新区开创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华中医药学会与浦东新区
政府共同宣布成立上海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
中医专家库，遴选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分支机构
中具有丰富临床诊疗经验的中医药领域专家作为
专家库成员，并在会议现场为部分专家库成员颁
发聘书。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
“人民英雄”称号获得者张伯礼教授作“守正创新，
传承发展中医药”主题报告，讲述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中医药治疗的经验，并总结中医药在重大疫病
防治中的作用。他指出，高度重视中医药的科技
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应建立中医药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体制，注重传承创新，支持中医疫病学科发
展，健全新药审批机制，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
能力建设。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技术副总师和化学药责任专家组组长、我校学术委员会主
任委员陈凯先围绕中医药学传承创新的实践和思考作“中
国特色，时代潮流”专题报告。他指出，当前是中医药发展的
大好时机，要进一步推动中西医汇聚，创建中西医结合新医
学，以开放的视野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

与会专家还应邀参观了我校东方国际中医诊疗中心。
（九州通医药创新研究院）

本报讯 5月 28日，2021年民主党派
市委组织部部长联席会在我校召开。会议
邀请民主党派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出席。我
校党委副书记朱惠蓉，校党委常委、组织部
（统战部）部长夏文芳，附属医院党委和统
战部负责人，以及学校民主党派代表参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我
校党委组织部（统战部）与上海中医药博
物馆精心制定了一条饱含中医药特色的

“红色路线”以开展联组学习。参会人员前
往上海中医药博物馆，在博物馆讲解员、
我校民盟盟员俞宝英的解说下，走近针灸
铜人在战火纷飞下历经的艰难岁月，回顾
海派中医传承发展的坎坷路途，共同感悟
中医药承载的深厚文化积淀和时代使命。
在博物馆三楼陈列着一个绿色的医用药
箱。我校“星火”大学生红色精神宣讲团成

员和博物馆讲解员一同深情讲述药箱主
人傅连"的生平事迹，带领大家感受这医
用药箱中珍藏的红色记忆和信仰之力。

其后，与会人员在校行政中心 428会
议室召开专题座谈会。会议由夏文芳主持。
会上，我校组织部（统战部）副部长严月华
介绍学校统战工作“十四五”规划，并就今
年学校统一战线围绕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的“七个一”计划、《中国共产党统一战
线工作条例》学习贯彻、各民主党派换届等
开展的重点工作进行全面汇报。我校三家
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聚焦医院统战工作成果
和特色做法进行交流，并表示将继续发挥
人才、资源优势，大力推进医院民主党派建
设发展。民主党派市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
相关民主党派市委今年重点开展的各项工
作，充分肯定学校近年来统一战线工作所

取得的成绩，结合实际就进一步加强我校
民主党派建设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并对
进一步推进我校党委与民主党派市委的合
作交流达成共识。我校民主党派代表就加
强党派建设等主题展开交流探讨。

朱惠蓉代表学校党委发表讲话。她提
出，在接下来的统战工作中，一是要旗帜鲜
明讲政治，学校和附属医院党委要严格对
标对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提
出的新标准、新内容开展工作，民主党派要
进一步加强政治学习；二是要发挥优势聚
智力，学校和附属医院党委、民主党派要把
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与学
校“十四五”规划有机结合起来；三是要着
力加强队伍建设，今年是学校民主党派的

“换届年”，要有序推进政治交接，选好配强
新一届领导班子。 （统战部）

本报讯 5月 21日上午，我校专家委
员会在零陵路校区听取发展规划处处长徐
红梅作的题为“深化改革，加快世界一流中
医药大学建设———‘十四五’规划编制情况
介绍”的报告。会议由专家委员会主任委
员施杞主持。

会上，徐红梅介绍学校“十四五”规划

编制工作进展，阐述学校的总体概况、“十
三五”期间取得的主要建设成就，并对学校

“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建设
目标、主要任务和实施路径进行详细解读。

听取学校“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报告
后，专家委员会委员们对学校“十四五”规划
进行热烈交流讨论。他们充分肯定学校在

“十三五”期间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希望学
校今后进一步重视中医药教学工作，夯实中
医药学科基础，培养高质量的中医药人才；
积极探索中医药发展道路，协同中西医之间
的关系，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在临床上的
运用；紧跟时代发展，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专家委员会办公室）

本报讯 5月18日，我校客座教
授聘任仪式在学校全球合作伙伴中
心一楼报告厅举行。我校校长徐建
光、副校长陈红专，受聘客座教授陈
士林、张聪，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研究
院院长苏钢强，中药学院党委书记李
医明、院长徐宏喜，上海中药行业协
会、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上海上药
杏灵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我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师生代
表参加仪式。仪式由徐宏喜主持。

徐建光在致辞中指出，我校中
药学专业有着 A+优势学科支撑，
中药学院新农科协同育人机制创新
项目入选了教育部新农科研究与改
革实践项目，希望两位客座教授充
分发挥专家智囊作用，让中药学院
的学子们在中药研究领域和中药产
业领域接触到更多更权威的信息，
助力营造求真求实的科学研究氛
围，为学校发展及中药学专业建设
谱写新篇章。

陈红专介绍我校客座教授情况
并宣读聘任决定。客座教授陈士林
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

长、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主任、国
际欧亚科学院院士、CGCM（中药全球化联
盟）副主席。客座教授张聪现任上海市药材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致力于传统中药
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

徐建光分别为陈士林、张聪颁发聘书
铭牌并佩戴校徽，教师代表为两位客座教
授献花。

仪式结束后，陈士林以“科技创新与中药
品质提升工程”为题开展讲座，从中药材农残
检测、药用植物育种研究、黄花蒿新品种快速
选育等方面引入，深入浅出解读草药基因的
研究进展。

张聪作“中药大品种的培育之路———银
杏酮酯大品种的探索与实践”专题讲座，探讨
中药大品种评价、培育体系的构建和企业如
何挖掘中药科学价值等，并以银杏酮酯大品

种培育为例进行重点
分析。 （中药学院）

本报讯 5月21日至23日，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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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期总结暨
临床科研培训会召开。该项目负责人、我校校长
徐建光，上海大学郭帅、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道
强、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彤、上海精神

卫生中心李春波等各课题负责人，以及各参与单
位的课题骨干出席会议。会议由该项目的课题负
责人、我校康复医学院院长单春雷主持。

会上，我校科技处处长赵咏芳致辞，介绍项
目验收新要求。徐建光作项目中期进展情况报
告。其后，由5个课题负责人介绍各自课题的中

期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会后，与会人员一同参观体验虚拟现实康

复训练系统样机，并进行深入讨论。项目相关的
临床科研管理和数据分析培训于当周周末进
行。本次会议为该项目下一步研究工作的顺利
开展奠定了基础。 （科技处 康复医学院）

本报讯 5月 28日，来自日本、韩国、法国、
瑞士、比利时、摩洛哥、德国、巴西等国的百余
名驻沪外籍人士走进我校参与校园开放日活
动，近距离体验学校国际教育的特色，全方位
感受中医药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参加活动
的外籍人士由国际教育学院通过官方微信公
众号公开招募而来，其中不乏中医药文化的爱
好者。

校长徐建光在英语视频致辞中欢迎所有参
与活动的来宾，并介绍学校近年来的发展趋势、
优势学科专业及国际化办学资源与办学特色，

特别是学校蓄力打造的“留学上中医”来华留学
品牌和具有我校文化特色的国际教育理念。

本次校园开放日活动设置了专业咨询、现
场体验和校园参观三大环节，并安排了日语、英
语、法语和韩语的教师进行分组引导。

在专业咨询环节，外籍人士参加夏季中医
养生知识讲座，接受一对一四诊，并就所感兴趣
的学历课程、非学历培训、学校生活、职业发展
等学业问题咨询相关负责教师。

在现场体验专区，校针灸推拿学院专业教
师对中医推拿手法、针灸穴位等知识作简要介

绍，并邀请外籍人士现场体验。因中华传统节日
端午节将至，学校特地安排了“粽香端午，异乡
浓情”———粽子制作与品尝体验环节。在指导
教师的帮助下，不少外籍人士第一次亲手包粽
子。现场还提供了鲜肉粽和蜜枣粽供大家品尝。

当天，外籍人士还参观了上海中医药博物
馆等科普场馆，了解中医药文化典故，学习中医
药科学知识。

近年来，我校不断推进国际教育高质量发
展，培养知华友华的国际学生，国际学生数量和
层次均位列全国中医药院校前列。此次校园开
放日活动的举办旨在为驻沪外籍人士创造走进
中医药学的机会，让更多的国际友人了解和热
爱传统中医药文化。 （国际教育学院）

本报讯 5月26日上午，由上海市古籍保护
中心指导，我校图书馆主办的《上海地区馆藏中医
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协商会在上海图书馆召开。

在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我校图
书馆牵头启动《上海地区馆藏中医古籍联合目
录》编纂项目工作。该项目紧扣国家近年中医药
传承创新有关中医古籍工作重点，由上海市中
医药管理局立项开展研究。通过项目实施，一是
对上海地区中医古籍资源进行专项普查，摸清
上海地区中医古籍实际馆藏情况；二是为下一
步构建上海中医古籍数据库，围绕中医临床进
行古籍挖掘和利用奠定基础；三是提高上海地

区中医古籍研究能力，打造一支中医古籍研究
队伍。该项目的开展是我校图书馆今年中医古
籍保护、整理和挖掘利用的重要工作之一，上海
市古籍保护中心也将其列入年度工作计划。

会议由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黄显功
主持，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
会常务副主任、我校图书馆高级顾问张怀琼，上
海市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传承发展处副处长聂
爱国，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
会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先行，我校图
书馆常务副馆长、杂志社社长倪力强，以及上海
图书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生

命科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图书馆、上
海市金山区图书馆、上海市医学会图书馆和上
海市中医文献馆等12家公共图书馆、上海市高
校图书馆和有关单位的负责人等出席会议并进
行交流讨论。

下一步我校图书馆将在上海市古籍保护中
心指导下，成立《上海地区馆藏中医古籍联合目
录》编纂委员会，制定和完善编纂体例，确定书
目信息分类和要求等，协调各个馆藏图书馆参
与工作，以统一标准、分步实施、资源共享的方
式完成《上海地区馆藏中医古籍联合目录》的编
纂工作。 [图书馆（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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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沪外籍人士中医体验之校园开放日活动举办

由我校图书馆主办的《上海地区馆藏中医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协商会在沪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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