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岐黄精神，脉动时代文明，在新的历史时
期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重庆中医药在传承
与创新中发展，在基层服务网络建设、学科和
人才建设、科技创新赋能、文化引领、国际化
合作等领域，多措并举加快发展，进行了成功
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意见》《关于贯
彻落实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年）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
对照《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不断
加强医院硬件设施，健全中医药服务网络，提
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弘扬中医药文化，注重人
才培养，以优质资源辐射基层，多措并举加快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动全市中医药事业
“十三五”规划发展目标如期实现。目前，重
庆“十三五”规划确定的16个主要发展指标
基本达到目标值，其中6个已超过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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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础 建高地
健全服务体系，完善中医药服务网络

中医药服务基础网络，是实现健康民
生的基础平台保障。

“截至2019年底，重庆已基本建立起
覆盖市、区（县）、乡三级的中医药服务体
系。”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全
市共有中医医院187所，81%的综合医院、
76%的妇幼保健机构设置中医科，99%以
上的社区卫生中心和乡镇卫生院、89%以
上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能开展中
医药服务，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就医环
境，提升群众获得感。

同时，市卫生健康委加快发展“龙头”
机构，以龙头带动市、区、县各级中医医疗
机构中医诊疗能力、人才、科研提升，逐步
形成以点带面的中医药服务网。

“十三五”时期，重庆将中医医疗服务

体系建设纳入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
置规划，合理布局中医医疗资源，科学确定
功能定位，构建起以市级中医医院为龙头，
区县（自治县）级中医医院为主体，综合性
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中医科室及中医门诊部、中医诊所、村卫生
室为基础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

据悉，为构建重庆中医药从公立三甲
中医院“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的新局
面，市卫生健康委争取到中央资金12亿元
及地方配套14亿元，对綦江、长寿等26个
区县中医院进行改扩建。截至目前，已经
完成涪陵区、永川区、荣昌区、石柱县等21
所区县中医院的改扩建工程。全市形成以
市中医院、北碚、永川等9家三级甲等中医
医院为龙头，渝北、潼南等28家二甲公立

中医院为基础的中医药服务主
体。新建成三级甲等中医医院2
所、二级甲等中医医院6所。

加强基层中医科室建设，筑牢
服务网底。“十三五”以来，中央和市
财政共投入1.01亿元支持基层医疗机
构中医药服务特色发展，建设100个基层
医疗机构中医特色专科，建成955个中医
药氛围浓厚的中医综合服务区，覆盖
93.4%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基层医疗机构中医服务量占比达
30%。

据悉，重庆的中医药服务基础网络已
经形成，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加快发展提供
了基础的支撑作用。

“事业发展，人才先行”。在市卫生健
康委相关负责人看来，中医药事业发展，离
不开高层次人才的引领带动。

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将中医药人才引进、培养
情况纳入考核，会同市人力社保局，根据中
医药行业的特点，单独设置中医药专业技
术人员二级岗标准，拓宽中医药人员职业
发展通道，助力人才引进，壮大医疗队伍。

与此同时，通过实施中医药“百千万”
人才培养工程，在中医、中药、中医护理等
不同类别，实施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选拔
培养出“百名中医药领军人才”“千名中医
药骨干人才”和“万名基层中医药实用型人
才”，实现高端有引领、中端有承接、基层有
支撑的较为完善的人才队伍。

“十三五”以来，全市新增国医大师1
名，3人入选“重庆英才”计划，145人入选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岐黄工程”人才培养计
划。目前，全市有中医药人员2.12万人，占
比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9.45%，有中医执
业（助理）医师1.81万人，每千人中医执业
（助理）医师数达0.58人。拥有国医大师2
名、全国名中医3名、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指导老师51人、市级名中医113人。

弘扬国粹，守望传承。市卫生健康委
充分发挥国医大师、名老中医在人才培养
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开展“师带徒”活动，筑
牢中医药根基，促进中医药学术传承，壮大
中医药人才队伍。

王辉武、张西俭、郭剑华等一个个全国
名中医传承工作室纷纷建立。通过建设工
作室，总结整理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和临
床经验，开展传承研究，提升中医药服务能
力水平。

“郭老经常教育我们要加强中医经典

学习，临床学习，做到勤学实践、传承创
新。”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优秀继
承人郭亮说，通过“师带徒”的形式，既精进
了中医师的业务能力，又促进了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传承。市卫生
健康委通过开展国家级和市级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实施“中国中医科学
院重庆名医传承计划”，培养壮大了一大批
优秀中青年学术传承人和骨干人才。截至
目前，全市已建立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6
个、全国名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30
个、全国基层名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16个，以工作室形式组团带教，促
进薪火传承。

据悉，重庆中医药人才队伍
建设框架基本建立，对中医药学
科建设以及全面系统推进创新发
展起到了基础的智力保障作用。

育人才 壮队伍
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筑牢中医药事业发展智力保障 岐黄之光，闪亮世

界。
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

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医药学的根基和灵魂，
是中医药事业持续发展的内
在动力，做好中医药文化宣
传是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学
事业的一重大举措。

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
让中医药文化走进生活。

“孩子们，你们认识这些
中药材吗？”

近日，渝中区卫生健康
委组织中医药专家走进大田
湾小学，为五年级两个班的
学生讲授中医药防治新冠肺
炎、中药香囊制作、中药材
识别等中医药知识，培养
大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亲近感、认同感。
“十三五”以来，重庆市

大力推进中医药文化进校
园，编写《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教辅资料》，为中小学校订购
《中医药文化知识读本》。目
前，活动范围已拓展至全市
15个区县 100余所中小学
校，多个区县的中小学还建
立起中药植物园、中医药文
化长廊等特色宣传教育阵
地，让中医药文化走进了学
生课外兴趣班或校本课程。
同时，持续开展“中医中药中
国行”“特色中医巴渝行”等
大型系列中医药科普文化宣
传活动，通过科普宣传、义诊
等多种形式，传播中医药文
化。同时，还建立起持续的
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监测机
制。目前，全市公民中医药
健康文化素养水平已达
10.5%。

扩大中医药文化传播范
围，让中医药文化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6月17日，重庆市中医
院与新加坡同济医药研究院
通过视频会议正式签订合作

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
绕皮肤病、风湿病、老年病、
中医治未病等市中医院特色
优势学科，借助市中医院大
量的临床案例、优秀的师资
队伍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为
新加坡当地中医师提供远程
继续教育课程，有效提升新
加坡中医师的学术水平及临
床技能。

目前，重庆已建成中
国-新加坡中医药国际合作
基地（重庆）和中成药海外推
广服务基地，并积极与白俄
罗斯、西班牙等国对接海外
中医中心建设，有效推动了
中医药对外交流；同时还创
新举办外国驻渝领事官员中
医药文化体验活动，让多国
外交官体验感知神奇中医
药，让中医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

此外，基于中医药在新
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我市选派了2名中医专
家参加我国援助阿尔及利
亚、苏丹、巴勒斯坦抗疫医疗
专家组，向世界分享中医药
防控经验。参加3次重庆市
与美国、匈牙利、巴西等城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经验国际
分享交流视频会，传播中医
药理念和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
步弘扬中医药文化，市卫生
健康委大力发展中医药健康
旅游，出台促进中医药健康
养老、中医药健康旅游等新
业态发展的实施意见，打造
了国家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
范区1个、中医药健康旅游
示范基地2个、中医药博物
馆5个、特色景区91个、特
色旅游线路62条。

吴志杰 图片除署名外

由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

供

强科技 谋发展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赋能重庆中医
药高质量发展

名老中医药师带徒拜师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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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服务能力，是群众拥有中医
药获得感的专业能力保障。

今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作出突出贡
献。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主动担当，积极
作为，重点突出中医药防治特点，依据传
统“疫病”理论，以“扶正兼顾除湿祛邪”为
思路，坚持中西医并重救治，全力维护百
姓身体健康、生命安全。

“重庆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理论，
加强了无症状感染者中医干预，以缓解症
状、提高免疫力。”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
人说，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宣传中医药防
控知识，在积极引导人民群众运用中医药
方法预防疫病的同时，号召各级中医医院
熬制中药“大锅汤”，制作防疫香囊，累计
发放预防用中药超过30万副，靠前服务，
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让群众充满安全

感。
据悉，通过中医药深度介入，极大提

高了临床救治效果，在重庆中医系统援鄂
期间，共参与治疗确诊患者2000余人，护
理患者3000余人。

补齐短板，推进全市基层中医药服
务能力再上新台阶。

“为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按照重庆
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部署要求，市卫生健
康委以‘院有专科、科有特色、技有专长’
作为中医专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以整体规
划、分步实施的原则推进重点专科建设。”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
重庆各中医专科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其平
均年门诊量和出院人数在院内占比、优势
病种患者比例快速提升，患者平均住院
日、医疗费用等指标不同程度下降，中医
专科在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方面发挥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让群众实实在在地得

到实惠。
截至目前，已建有国家区域中医（专

科）诊疗中心3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中
医专业）8个、国家中医重点专科28个、市
级中医重点、特色专科156个、基层医疗
机构中医特色专科100个。

此外，为满足群众多层次的就医需
求，还将“中医元素”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

“针对65岁以上老年人和0-36个月
儿童实行中医药健康管理。”市卫生健康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要求，基层医疗
机构将每年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1
次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在中医体质辨识
的基础上对不同体质的老人从情志调节、
饮食调养、起居调摄、运动保健、穴位保健
等方面进行相应的中医药保健指导；对辖
区内居住的0-36个月龄的儿童，应对家
长提供儿童中医饮食调养、起居活动指

导，并在儿童的不同成长阶段，向家长传
授摩腹、捏脊、按揉穴位等保健方法。

目前，全市65岁以上老年人和0-36
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覆盖率已分别
达54.3%和61.84%。

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优势，将中
医药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内容，为深化
医改注入“中医药元素”。同时，积极应用
中医药方法和技术防治重大疾病和多发
传染病，支持区县（自治县）级以上中医医
院建立“治未病”中心，提升中医药服务能
力。截至目前，我市已经建成9个国家

“治未病”试点项目、42个公立中医类医
院建有治未病科，大力推广中医养生保健
服务和健康干预。

据悉，重庆中医药学科矩阵的迅速
发展、高质量人才的快速聚集，为提升中
医药服务健康民生的能力起到了关键的
助推作用。

提能力 增满意
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群众就医安全感

中医药创新的步伐愈坚
定，事业产业的发展就愈迅
速，优质资源的汇聚就愈丰
富，面向未来的能量就愈强
大。

2018年 5月，重庆市中
医院、北碚区中医院和重庆
市中药研究院被首批纳入

“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
建设单位，并分别获得了中
央1亿元项目资金，这标志着
重庆中医药在科技创新方面
将再上新台阶。

“为不断推进中医继承
创新，市卫生健康委立足打
造市级中医临床研究基地、
中医药循证能力建设中心、
市级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平
台，进一步完善中医药科技
平台建设，增强科技创新能
力。”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
人说，“十三五”时期，重庆中
医药系统获得国家中医药传
承创新工程建设项目3个、中
医药循证能力建设项目1个、
中医药领域市级重点实验室
2个，启动2个市级中医临
床研究基地建设，国家中
医康复能力规范化建设

项目、国家中药炮制基地
建设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新

建中药资源动态监测站1个，
形成中药资源“1中心3站”
的监测体系。

为提升中医药创新发展
能力，重庆市加大了对中医

药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据
不完全统计，“十三五”以来，
重庆中医药系统共获得国家
自然基金项目26项、科技部
项目6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
目共计900余项，其中科卫
联合实施项目296项，总计
获得研究经费2.44亿元，较

“十二五”增长20%。全市中
医药系统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29项，授权发明专利179件、
实用新型专利489件、外观
专利58件，发布各类中医药
标准85个。今年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重庆成功研
发出用于新冠肺炎治疗的

“霍朴透邪合剂”“麻杏解毒
合剂”“柴胡甘露合剂”3个中
药院内制剂，疫情期间累计
配送6000余瓶。

在 2020年 9月 22日召
开的全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上，市中医院“湿疹（湿疮）中
医诊疗方案的研究与推广应
用”和“运用特色诊疗技术延
缓慢性肾病进展的临床应用
与推广”分别荣获市科技进
步二等奖和三等奖。两项成
果均立足发挥中医药特色优
势，在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
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取得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据悉，创新的科技力量已经
为重庆中医药事业发展赋予
了内驱力。

扬文化 塑魅力
传承中医药文化，助推重庆中医药
走向世界

《中医药法》宣传贯彻主题活动 摄/罗大万

外国友人体验中医药服务

国医大师郑新查房

健全服务网络 提升服务能力 注重人才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