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文化自信，把中医药文化继
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推进中医药文化
在新时期的新发展，是每一位中医药工
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庞国明特别强
调。

文化是根，文化是魂。作为全国中
医药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开封市中医院
文化建院已深入人心，核心理念已入心
入脑并化为自觉行动。走进开封市中
医院这所全国百强中医院，无不被其浓
郁的中医药特色深深感染，无不被其传
递出的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深深触
动。

在门诊大厅，“惠民和剂药局”等仿
宋的布局，让人有种重返大宋朝的穿越
感；在文化长廊里，体会和感知护佑中
华民族繁衍生息几千年中医药的厚重
与博大精深；在百草园、百方园、中医养
生大观园充满药香的世界里，感受和体
味同道谦和、医患同心；在医院中央的
休息区，被绿意盎然围绕的刹那，会激

起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文化的共鸣；在
大宋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再现了大宋中
医药发展的辉煌；在院史馆，踏着开封
中医院人奋斗的足迹，感受着拼搏的脉
动……

实施宋中医文化弘扬工程，是开封
市中医院充分发挥开封城丰厚的历史
资源优势，彰显中医药文化自信的一个
重要方面。

该院在深入挖掘大宋中医药文化
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发展，坚持事
业产业并重，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中医药养生保健需求，用“文
化+养生+旅游+健康服务”的发展思
路，养生保健、健康服务、养生旅游等医
院产业化发展之路全面开启。

在深入挖掘大宋中医药文化的基
础上，为了让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发扬光
大，惠及更多百姓健康，开封市中医院
坚持走中医特色办院之路，精心打造国
家级、省级、市级、院级 4级名医、名科

梯队，深入开展“杏林寻宝”行动，以显
著的中医药疗效让越来越多的群众信
中医、爱中医、用中医，悉心培植中医药
事业发展根基。

8月 30日是今年“三伏贴”伏后加
强贴的最后一天。每年入夏，对于开封
市中医院负责敷贴的科室和后勤保障
人员来讲，都是一场硬仗，这是一所

“三伏贴”就可吸引数万人前来贴敷的
中医院！该院独创的“强基固本三伏
贴”治疗冬季易发疾病等中医特色疗法
在全国有极高的知名度，已培训 18省
市 3000 多名学员。纯中药治疗糖尿
病、小针刀治疗疼痛性疾病、不开刀治
疗阑尾炎、不打针不吃药治疗小儿发
热、正面贴治疗面瘫、三联疗法治疗肝
硬化、四联疗法治疗小儿脑瘫、调经种
子三法治不孕、头针穴域丛刺治疗中风
偏瘫、密集型银质针治疗颈腰椎疾病等
特色疗法以其疗效显著、费用低廉而吸
引大批病友不远千里慕名求医，尤其是

慕名寻求纯中药治疗糖尿病的病友遍
及全国所有省份及15个国家和地区。

大医精诚的初心、兴院惠民的使
命、创新发展的不懈追求，凝练成了“厚
德济世博学创新”的医院精神，铸就了
开封市中医院“中医特色显赫、专科优
势突出”的三甲中医院品牌。省内外每
年前来开封市中医院参观学习、进修培
训的单位、团体近 300 家。先后与美
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中医药
单位开展广泛交流，推动中医药走出国
门。医院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单位、全国中医药文
化建设先进集体、全国首批中医药科普
宣教基地、全国百强中医院、河南省人
民满意医院、市长质量奖等数百项殊
荣。

2014 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到开封市中医
院调研时给予了“这家医院建设得好、
管理得好，很有特色”之高度评价。

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 中原出彩新名片 ——

传承创新 开放发展 弘扬国宝 硕果累累

开封市中医院：全国地市级中医院传承创新发展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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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5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万

鄂湘来开封市中医院调研；7

月 2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张春贤莅临开封市中

医院调研……2014年以来的

五年间，共有4位国家领导人

莅临开封市中医院并给予高

度评价。

开封市中医院以一甲子

的锐意进取、砥砺奋进，赢得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肯

定，在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

向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

众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

□本报记者 李冰 本报通讯员 张彩凤
六专五高 恒铸专科品牌
纯中药破解2型糖尿病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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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朝古都开封，以其丰韵、厚重
的历史文化资源吸引着八方来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到开封又
增加了一个新的目的地——开封市
中医院。我国著名中医糖尿病专家
庞国明团队“纯中药治疗 2 型糖尿
病”的确切疗效，让四处求医的国内
外糖友日益锁定开封。

庞国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著名中医糖尿病专家、开封
市中医院院长、开封市中医院糖尿病
科与河南省中医糖尿病医院的创立
者。长期以来，在庞国明等领导班子
的带领下，开封市中医院坚持解放思
想、改革创新，围绕“坚持六专五高办
专科，实施品牌带动促发展”的建院
思路，实现了传承创新与跨越发展。

该院目前拥有 30 余个“国”字、
“省”字牌号与名誉。2015年—2018
年连续四年，在“全国中医医院百强
名单”中位居我省地市级医院首位。
截至 2019 年 8 月，开封市中医院纯
中药治疗 2 型糖尿病专科联盟成员
单位遍布全国 16 个省（市）51 家联
盟单位。

近年来，全国中医药界日益形成
“省级中医院看广东，地市级中医院
看开封”的业内基本共识。

从建筑风格到内涵建设，该院把
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进行了深入
挖掘和呈现，堪为中医药文化在当代
创新传承的范本；从服务区域群众健
康到积极践行医改，努力为人民群众
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充分
发挥三甲医院的辐射与引领作用，堪
为公立医院表率。

提及开封市中医院，就不能不说
“纯中药治疗2型糖尿病”。

该院纯中药治疗 2 型糖尿病以
“纯中药”的独一性，确立了中医药在
糖尿病治疗中的主导地位，不仅可以
有效调控血糖，而且在长期稳定血糖，
改善胰岛功能，控制及延缓其并发症
方面独具优势，改变了以往中药降糖
效果不明显的经验和看法，并将糖尿
病的诊治推进到“治未病”和康复环
节，通过及早干预、管理、维护，让糖尿
病患者及糖尿病潜在人群恢复并保持
健康的状态。

2015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对
全国“十二五”53个中医内分泌糖尿
病重点专科中期评估中，该院糖尿病
科总成绩排名第一；连续三年，在全国
首届纯中药治疗糖尿病擂台赛上，开
封市中医院代表队团体和个人均获

“三连冠”；2017年，庞国明团队“纯中
药治疗 2型糖尿病（消渴病）的临床研
究”荣获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

“中医的每次诊断都是一次创新，
中医药事业在当代的传承弘扬也必须
坚持创新。”庞国明说，“中医独立解决
常见病的一些关键问题，是国家局的
要求，是中医药文化传承的需要，更是
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必然选择。”

1994年，在中医急诊领域已经取
得建树的庞国明，围绕医院发展大局，
客观分析中医药在当代发展中的优势
和难点，毅然决定创办糖尿病科，在纯
中药破解糖尿病核心问题上展现一位
中医人的时代担当。

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
在糖尿科成立伊始，庞国明就确

立了“六专五高”的建科标准，以“强烈
的责任感、社会的质疑和糖友的期盼”
为动力，在全国率先提出用纯中药治
疗 2 型糖尿病，组建了由韩建涛、闫
镛、姚沛雨等 20余人参与的临床研究
团队，在纯中药治疗糖尿病的道路上
不懈探索。

选准重点专病、设立诊疗专地、精
心选配专人、研发专方专药、选配精优
专械、凝练独有专长之六专，为品牌专
科的打造夯实基础；以高起点为基础、
以高标准为准绳、以高效率为追求、以
高疗效为宗旨、以高成果为目的之五
高，为品牌专科的发展提供保障。他
们用“六专五高”的硬措施打造专科良
性发展的软环境，实现了理念创新、理
论创新、疗法创新，在临床、科研、学
术、人才等方面成绩斐然。

2005年，庞国明团队率先在全国
正式提出消渴病痹症（糖尿病周围神
经病变 DPN）“病分四期，症有四大”
论。主张消渴（糖尿病）非独“阴亏燥
热”论，并提出“阴亏是糖尿病发生的

根本，气虚是糖尿病延绵不愈的症结，
气阴两虚是糖尿病的枢机阶段，阴阳
两虚是糖尿病发展的必然趋势，血瘀
是造成糖尿病合并症的主要原因，湿
热阻滞是糖尿病发展过程中的变证”
的糖尿病病机特点。该项临床研究成
果被载入国家行业标准的《糖尿病中
医防治指南》，在全国推而广之。

治疗中，庞国明团队从糖尿病致
病“土壤”入手，以“辨病-辨证-辨体”
之“三辨诊疗模式”为途径，与其研制
出的“糖尿康片”“黄连降糖片”等系列
专药、“六仙饮”“降糖茶”等系列专茶
以及“内服专方”有机结合，针对临床
具体病例“热盛伤津证、气阴两虚证、
肝郁脾虚证、痰浊中阻证、湿热内蕴
证、脾肾气虚证、阴阳两虚证”之七证，
施以“清热生津、益气养阴、疏肝健脾、
燥湿健脾、和中降浊、清热化湿、健脾
益肾、滋阴温阳、固肾涩精”之七法，形
成了七个“专证专方”、两个“专病专
药”、两个“专病专茶”，临床上依糖友
血糖水平变化情况，采用单行、二联、
三联方法治疗，以调和气血、脏腑和阴
阳，实现止消调糖的目标。其中，对于
无证可辨的 2型糖尿病患者，庞国明
团队结合九种体质“辨体论治”，分别
采用益气、养阴、和中、降浊、清热、化
湿、疏肝、健脾、益肾法调节血糖。该
院糖尿病科临床纯中药综合疗法降糖
有效率达 95%以上，2010 年，制订了
我国首个纯中药治疗 2型糖尿病诊疗
方案与路径，并在全国推广应用，被业
界称为“序贯三法”。

25年来，开封市中医院糖尿病科
从半间诊室1名医师，发展成为拥有3
个病区、180 张开放床位的国家级中
医强势科室，打造了一支医疗、护理、
医技、药技人才齐全的 135人的专科
团队，其中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 3人，

省、市政府津贴3人。
25年来，开封市中医院糖尿病科

成绩卓著、屡获肯定，医院先后增挂“开
封市糖尿病专科医院”“河南省中医糖
尿病医院”“河南省中西医结合糖尿诊
疗中心”。2018年，开封市中医院又被
确立为“国家区域中医内分泌诊疗中
心”“河南省区域中医糖尿病诊疗中心”
建设单位，在国家和河南省解决区域群
众健康问题的布局中再次担当重任。

“六专五高”的高标准制订与严格
执行，为中医品牌专科的打造提供了
方法、指明了方向，彰显着开封市中医
院人在中医药文化传承中强烈的使命
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六专五高”成为
开封市中医院打造重点科室、品牌专
科管理的工具，激活了医院创新发展
的一池春水。

长期以来，以加强学术学科和专
科专病建设为重点，该院强力实施项
目带动和科技兴院战略，成效显著。
目前，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1个，国家
级重点中医专科 2个；省级重点专科
有3个；市级优秀中医专科13个，院级
特色专科 26个，四级名科各具特色，
在满足区域群众的健康需求中起到了
支撑作用；医院先后获得国家、省、市
级科研立项 87项，获得省市科研成果
奖 59项；发明专利 11项；开发院内制
剂糖尿康、黄连降糖片、强肝健脾丸等
159个品种；出版专著 386部，发表论
文4838多篇，在中医药临床研究中硕
果累累。

该院在中医药解决常见病核心问
题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中医药文化
在当代的创新传承积累了宝贵经验。
2019年 7月 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张春贤来医院调研时，称赞开
封市中医院挖掘中医宝藏的做法值得
推广。

品牌带动 锻造百强名院 坚守中医药文化自信谋振兴2

2018年 12月 22日，开封市中医
院牵头成立“全国纯中药治疗2型糖尿
病专科联盟”

开封市中医院自贸试验区医院效果图开封市中医院自贸试验区医院效果图

庞国明应邀在新加坡举办为期5
天的“纯中药治疗 2型糖尿病及其并
发症专题培训班”

五真八同 引领全国联盟
痴心推动中医药事业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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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韵、宋貌、宋式”建筑的开封市中医院

庞国明蝉联三届冠军，国医大师
张震教授（左二）为庞国明院长（左
一）颁发奖牌及证书

近日，庞国明关于“实施品牌
专科带动 彰显联盟‘三圈两效’变
量”的专题演讲，在全国中医药界
引起广泛关注。

开封市中医院立足中医药创
新发展，放眼全国，建立了一个以
纯中药治疗 2型糖尿病为媒介、以
专科联盟建设为抓手、在全国范围
内创新发展中医药专病专科的理
论指导体系。其中，“三支链条”

“五真八同”“生态三圈”“两效提
升”等多个创新理念的新鲜出炉，
让整个医学界耳目一新。

具体运行模式是通过开封市
中医院与专科联盟成员单位共享
纯中药治疗 2型糖尿病科研成果，
通过大数据平台，拉长临床、学术、
经济链条，数据采集从开封市中医
院一家扩展到专科联盟成员单位，
把纯中药治疗 2 型糖尿病的研究
延伸到全国 16 个省 78 家联盟医
院，依托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汇聚
全国专科联盟单位临床信息，为纯
中药治疗 2 型糖尿病临床研究带
来更丰富的临床样本，实现专科联
盟内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共增长，
夯实纯中药在解决常见病核心问
题上的排他性作用。同时，这也是
一项促进中医药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立的一次
跨省域探索和尝试。

一所地市级中医院在全国 78
家医院布局，以系统的举措、路径、
理念，把中医临床技术、中医临床研
究精准汇聚到纯中药治疗2型糖尿
病这一个点上，这种大视野的创新
做法，在我国尚为首例。其对中医
药在其他专病以及保健、养生领域
的应用、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开封市中医院在全国中医药
界拥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得益于
医院两位全国人大代表刘学勤、庞
国明在推动全国中医药事业中持
续 20年来的接力发声，得益于医
院在中医药文化创新传承和践行
医改中率先垂范的实干精神。

如果说通过刘学勤让全国中
医药界了解开封市中医院的话，那
么通过庞国明则确立并巩固了开
封市中医院在全国中医药界和医
学界的地位。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全面系
统、广泛深刻地反映中西医专科专
病诊疗进展的高品位书籍为数不
多，亟待总结和推广现代中医、中
西医结合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庞
国明视其为使命。

早在 1991 年，庞国明就着手
组织 10余家医疗、教学、科研机构
的 60余位医、教、研工作者，历时
三载，编写了 230 万字的《实用专
病专方临床大全》（上下册），在业
界产生较大反响、备受欢迎。

2000年与 2014年，庞国明作
为发起人、筹划人，并亲自担任总
策划、执行总编和总主编，两次组
织编撰《中国中西医专科专病临床
大系》（以下简称《大系》）。2014
年《大系》是在2000年出版发行的
《大系》8个分册的基础上修订再版
的，增加了27个分册，共计35个分
册。由全国 20所中医药大学（学
院），29个省、市160多所三级甲等
综合性中医院 600多位专家、教授
参与编写，达7000万余字。

《大系》在中医药文化历史传
承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对弘扬
祖国医学，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和
专科专病的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为人类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做出
积极贡献。

与此同时，庞国明高度重视学
术交流在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弘扬
中的重要作用。据了解，该院每年

承办国家级、省级、市级学术交流
会都在30场以上。

“学术会参会人数上百算是成
功的，过 200人则比较少见，而由
开封市中医院筹办的学术会动辄
就是五六百人，甚至上千人，在中
医药界较为少见。”国医大师张学
文曾高度评价开封市中医院的办
会能力，“中医药事业的复兴需要
更多的‘庞国明’。”

2016 年，开封市中医院以擂
台赛形式组织召开的学术会，选手
间激烈的面对面辩论得到了中医
药界广泛认可，截至目前已经连年
举办了 3届擂台赛，比赛规模与参
赛人数逐年攀升。

2018 年，全国中医药传承创
新与健康产业发展黄河论坛（以下
简称“黄河论坛”）在开封举行，由
两个国家级学会和开封市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开封市中医院是会
议的具体策划者和落实者。

“黄河论坛”是一个发挥中医
药五大资源优势、共襄健康产业发
展的盛会。会议设置了 3 个论坛
20个主题的交流内容，分别由国医
大师、国家级学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中医药健康产业先行者、优秀
中医院管理者担任主讲。会议原限
定参会人数为 570人，但在会议开
始后，参会人员仍然从全国各地源
源不断赶来，现场人数最高时可达
1500人，三个会场加满椅子，更有
席地而坐者。据悉，2019年9月27
日，第二届“黄河论坛”将在开封开
幕，预期参会规模仍在千人以上。

“高规格、多纬度、跨领域的学
术交流会，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
路，对于临床医疗技术的提升和中
医药文化在当代的创新传承均具
有促进作用。”庞国明如是说。

除此以外，该院充分借力、借
势我国顶级中医药资源，巩固医院
在全国中医药界的学术地位，促进
医院全面蓬勃发展。特聘中科院
院士陈可冀，国医大师王琦、张学
文、张大宁、刘宝延等我国顶端的
中医药领军人物，担任医院高级顾
问、首席专家，共聘请院士 3人、国
医大师5人、博士生导师9人；挂靠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中医药研究
促进会等学术团体 9个，医院专家
和技术骨干在国家、省、市学术团
体担任主委、副主委、常委委员高
达200余人。

拜名家为师，与高手过招。开
封市中医院成功跻身国内一流中
医院行列，也极大地促进医院人才
的培养和成长。昔日，连介一、郭
习斋、石稚梅、王筱圃、张楠、白锡
纯等老一代名师大医，以精湛的医
术闻名遐迩，使开封市中医院美名
远扬。今天，刘学勤、李树奇、郭芸
静、刘国岚、刘庆熙、王文革、潘梅
鸪、庞国明、陈五一、闫镛等一批当
代名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以鲜
明的中医药特色与优势脱颖而出，
成为开封市中医院发展的脊梁。

薪火相传，弦歌不辍。六十年
峥嵘岁月，铸就开封市中医院今天
的辉煌；六十年拼搏进取，镌刻着
开封市中医院不朽篇章。

步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开
封市中医院第四次创业的号角已
经吹响，新院区建设蓝图已经绘
就；东挺西进、强南固北的格局已
经谋定；开封市中医院自贸试验区
医院即将开建；河南大学中医院的
挂牌为医院的转型发展再次助力，
开封中医人将继续秉承“厚德济世
博学创新”的医院精神，满怀激情，
逐梦前行，续写开封市中医院发展
史上的最美华章！

庞国明及其团队“纯中药治疗2型糖尿病”获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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