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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团队队特特等等奖奖！！个个人人特特等等奖奖！！
菏泽市中医医院在首届山东省中医药经典临床应用竞赛中载誉而归

本报菏泽12月2日讯(记者
李德领) 近日，由省卫生健

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省总
工会主办，山东中医药大学、山
东省中医药学会承办的“2019
年全省中医药经典临床应用竞
赛”在山东中医药大学千佛山
校区落下帷幕，菏泽共选派1个
团体组和5名个人参赛，最终菏
泽代表队表现出色、勇拔头筹，
由菏泽市中医医院仝志启、刘
志杰、徐信蜂、张健组成的团队
荣获团体组特等奖，同时，选手
仝志启还勇夺个人组特等奖，
另有菏泽市中医医院刘志杰、
巨野县中医院侯凯、成武县中
医医院解文彬3人获得个人三
等奖。

据介绍，本次竞赛采用基
层初赛、市级复赛、全省决赛三
级赛制，分团体组和个人组。活
动历时5个多月，以赛促学，在
各级医疗机构掀起了“学经典、
信经典、用经典”的高潮。菏泽
市县级初赛共2000余人参与，
市级复赛由菏泽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药管理局)、市总工会、
市妇联、团市委共同主办，于10
月26日在菏泽市中医医院进行
并筛选出优秀团体组和个人参
加省决赛。据不完全统计，全省
共计3万名中医人参加中医药
经典临床应用竞赛活动，最后
有23支代表队，145名选手参加
了最后两天的决赛。
  “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

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
库的一把钥匙”。山东中医药大
学王小平教授说，中医植根于
东方文化，讲究形神一体。此次
竞赛题目涉及《黄帝内经》、《伤
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金
匮要略》四大经典，传承精华又
不忘守正创新，中医学的振兴，
正在年轻人中延展开。

据介绍，此次竞赛活动是
充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关于对中医药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及全国中医药
大会精神的实际举措，也是全
省中医药工作守正创新抓好传
承经典著作、经典方剂和经验
心得的“三经传承”战略的基本
要求，在全省医疗机构中营造
了“学经典、信经典、用经典”的
深厚氛围。

菏泽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纷
纷表示，中医药“传承精华，守
正创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要切实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

传承好中医经典，坚定中医药
文化自信，为推进健康菏泽建
设，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
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了解到，自2017年起，为提高医
院中医类别执业医师中医基础
理论水平，形成学经典、用经方
的中医氛围，在临床中充分发
挥中医药特色优势，菏泽市中
医医院出台《中医“四大经典”
知识竞赛活动的实施方案》，并
按规定要求临床医疗人员参加

“四大经典”培训与考核，每次
考试结束，根据成绩予以奖励
和晋升职称加分，对不及格、无
故缺考或违反考纪者进行处
罚。同时，医院还积极引进高端
人才，撬动医院科学发展，目前
已有硕博人才184名。

此次竞赛中，仝志启不仅
代表团队获得团体组特等奖，
还勇夺个人组特等奖。据悉，仝
志启自进入山东中医药大学学

习以来，就对中医学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尤其对《黄帝内经》、

《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
条辨》等中医经典著作有浓厚
的兴趣，在就读研究生时即开
始在导师的指导下开中药方，
治疗小儿常见感冒，咳嗽，厌
食，腹泻等常见疾病，亲眼见到
了中医药的神奇疗效。2010年7
月开始进入菏泽中医医院儿科
工作，在繁忙的治疗工作中，从
未忘记对中医理论的深入学
习，不但研读中医儿科医籍，还
深入学习中医经典理论，以加
强中医理论素养，可以进一步
指导临床治疗，提高理论效果。
在2019年10月在菏泽市中医经
典临床应用大赛中荣获个人第
一名和团体第一名，获五一劳
动奖章。

刘志杰毕业于山东中医药
大学，中医内科学研究生，进入
菏泽市中医医院工作后就严格
要求自己，加强自我修养，注重
医德修炼，待病人如亲人，得到
患者的好评与信任；不断提高
医疗技术，刻苦学习相关中西
医诊治方案，掌握相关操作和
技术如：气管插管，深静脉置
管，呼吸机使用，CRRT等；对
中医有信心，感兴趣，能钻研，
尤其对《黄帝内经》《难经》《神
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用力
颇深，形成中医独特的时空观。
深受赵永山、王伟、王超等老师

影响，临床上识阴阳、辨五行，
四诊合参，尤重色脉，据药物四
气五味、柔息充成坚，纠正人体
之偏性，运用到临床工作中取
得了不错疗效。

徐信蜂现任菏泽市中医医
院皮肤科副主任，研究生师从
国家名老中医王玉玺教授，学
习中医外科经典，为皮肤病治
疗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毕业后
长期跟随皮肤科朱爱茹主任、
菏泽市名老中医高中方院长学
习，熟读《黄帝内经》、《伤寒
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
等，热爱经方经典，主张整体结
合，辨证论治。在临床中擅长运
用中医药治疗痤疮，荨麻疹，黄
褐斑，白癜风，银屑病，带状疱
疹，湿疹，脱发等皮肤病，为患
者解决了病痛的困扰，受到广
大患者的好评和称赞。

张健现从事肝病及感染病
临床诊治工作已10余年，平时
读经典，跟名师，勤临证，反复
总结，中西互鉴，擅长中西医治
疗慢性乙肝、丙肝、肝硬化、自
身免疫性肝病等各种肝病；对
发热待查、腹泻性疾病也有丰
富的临床经验。先后跟随菏泽
市中医肝病专家汤继军主任、
苗祥东主任、菏泽市名老中医
高中方老师学习，在老师指导
下，中医辩证更加准确，中医经
典运用更加娴熟。

本报菏泽12月2日讯(记者
李德领) 11月29日，菏泽市

职业病临床专业学术报告会在
菏泽市第二人民医院举行，报
告会邀请到了山东省职业病防
治院副院长闫永健、山东省职
业病防治院王思红教授分别进
行授课。

据悉，菏泽市第二人民医
院于2011年6月取得由山东省
卫生厅颁发的职业健康检查资
质，2011年7月成立职业卫生
科，同时开展职业健康检查相
关工作；同年12月取得山东省
卫生厅颁发的职业病诊断资
质，加挂职业病防治院，承担着
全市职业病诊断、治疗、职业健
康检查，以及完成以职业危害
为诱因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
断、治疗和预防保健工作，是菏
泽唯一具有职业病诊断和职业
健康检查资质的市级医疗机
构。

菏泽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院长郑连荣介绍，2018
年，医院作为挂靠单位，负责牵
头筹建，成立了菏泽市职业病
临床专业质量控制中心。目前，
职业卫生科设有职业病门诊和
职业病病房，开放职业病床位
20张。医院培养了一大批职业
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医师和
技师。为了提升检查结果的准

确性与时效性，医院又斥资
4000余万元购置西门子3 . 0T
核磁共振、飞利浦256层超高端
螺旋CT、美国E10四维彩超、
800毫安X线摄片机、纯音电测
听仪、声阻抗仪、脑干听力诱发
电位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大
型肺功能检测仪、多功能大型
体检车等一大批高精尖仪器设
备。

菏泽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
员，副主任时维峰介绍，近年
来，菏泽职业病防治机构充分
发挥技术和业务优势，不断提
高职业病防治技术和能力，在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职
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与评价、
放射卫生防护检测与评价、职
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与鉴
定、职业病报告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可以就
工作实践中的体会和困惑，向
授课专家取石攻玉，与本领域
同仁们彼此之间开展真诚而务
实的畅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
积极参与分享与讨论，力争达
到融会贯通，并在以后的工作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做到
学以致用。”

开幕式后，山东省职业卫
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副院长
闫永建和王思红教授分别作了

《职业健康检查的质量控制》与
《接尘人员胸部常规检查技术
及质量控制》学术报告，就职业
病临床专业的热点问题为大家
进行了精彩的学术演讲。报告
结束后，与会人员与两位专家
进行了交流，两位专家分别就
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交交流流学学术术经经验验，，探探讨讨学学术术真真知知
菏泽职业病临床专业学术报告会举行

本报菏泽12月2日讯(记
者 李德领) 28日，2019年
世界艾滋病日校园宣传活动
启动仪式在菏泽医专举行，
今年12月1日是第32个“世界
艾滋病日”，宣传活动主题是

“社区动员同防艾，健康中国
我行动”，旨在发挥各方面的
力量和优势，共同防控艾滋
病和推荐“健康中国我行
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
式，增强健康意识、自律意
识，共担防艾职责。

在活动现场摆放着宣传
条幅和展板，疾控人员向学
生发放宣传彩页，启动仪式
后，与会人员进行了签名活
动。

菏泽市卫健委副主任
赵胜利在启动仪式上提到，
要加强对不同人群特别是
青年学生、老年人等重点人
群宣传教育，要发挥高校社
团和青年志愿者作用，深入
开展学校预防艾滋病和性
健康宣传活动，加强警示性
教育。鼓励开展宣传、干预、
动员预测、关怀救助等活
动，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帮助艾滋病患者及受艾
滋病影响的儿童，减少社会
歧视、推动菏泽艾滋病防治
工作全面、深入开展，营造

全面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的良好氛围。

记者从启动仪式上了解
到，菏泽自2000年发现首例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每
年都有新确认病例，感染者
人数逐年增多，从近期疫情
显示，新确认病例中通过性
转播的比例占90 . 75%，2007
年从菏泽高校学生中监测出
首例艾滋病感染者以来，每
年都在学生人群中都检出艾
滋病抗体阳性患者。从2008
年以来，菏泽通过性途径传
播是感染艾滋病的主要方
式，随着城市人口流动频繁，
加之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艾滋病感染和蔓延的形
势十分严峻，加大防治工作
刻不容缓。

据菏泽市疾控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艾滋病是由艾
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
病，目前暂时没有治愈的方
法和有效疫苗，但完全可以
预防，它与个人行为有很大
的关系，只要我们了解了艾
滋病防治知识、提高自我保
护意识，洁身自爱，是不会被
传染上的；艾滋病是通过性、
血液、母婴三种途径传播的，
日常生活与工作接触不会传
播艾滋病。

菏菏泽泽22001199年年世世界界艾艾滋滋病病日日
校校园园宣宣传传活活动动启启动动仪仪式式举举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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