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联藏医药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学术年会
暨 2018 年北京国际藏医药学术研讨会
大 会 议 程
The Fourth Annual Meeting for Specialty Committee of Tibetan Medicine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 & 2018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ibetan Medicine
时
8月3日

间

内

10:00-22:00

容

会议注册

地点
西藏大厦

负责人
秘书组

2018 年 8 月 4 日
6:30- 8:00 自助早餐（A 座二层咖啡厅）
8:30-10:00 大会开幕式
主持人：仁青东主（秘书长）

一、 播放专业委员会宣传片
二、 介绍参会嘉宾
三、领导讲话：
1、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领导讲话
2、藏医药专业委员会会长讲话
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领导讲话
4、协办单位领导讲话
10:00-10:15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合 影 、茶歇

大会主题发言
10:30-12:00

10:15-10：45

10:45-11：15

11:15-11：45

11:45-12：15

12:15-13:30

题目：藏医药事业的创新与发展
报告人：尼玛次仁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西藏藏医学院院长
Title: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ibetan medicine
Presenter: Nyima Tsering, Professor & Principal of Tibetan Medical
University in Lhasa
题目：植物有效成分在整合癌症医疗与健康中的作用
报告人：奥马尔·库克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埃默里大学 Winship
Cancer 癌症研究中心主任
Title: Botanicals in Integrative Cancer Medicine and Health
Presenter:Omer Kucuk, MD/Professor/Director of Winship Cancer
Institute of Emory University
题目：《四部医典》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之路
报告人：白玛央珍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院长
Title: The Application of Rgyud bzhi in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 2018
Presenter: Pema Yangdron President of Lhasa Men-Tsee-Khang
题目：藏医药传承与创新研究的方法学思考
报告人：张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术
传承创新中心主任
Title: Thinking on the methodology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ibetan medicine Research
Presenter: Zhangyi,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Ethnic medicin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
自助午餐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主持人
任小巧 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

央嘎 教授
(西藏藏医学院)

西藏大厦 A 座二楼餐厅

13:30-17:30

分会场报告（西藏大厦）

藏 医 基 础 理 论 \历 史 文 献 专 题 (A 座 三 层 2 号 会 议 室 )
13:30-13:50
13:50-14:10
14:10-14:30
14:30-14:50
14:50-15:10
15:10-15:30
15:3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10

17:10-17:30

题目：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图书馆保存的藏医经典著作研究之谈
三智加 教授 青海大学藏医学院副院长
题目： Metaphors in Tibetan Medical Concepts
Katharina Sabernig 博士 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研究员
题目： 水银洗练法及藏药炮制的思考
扎西
主任医师 青海省玉树州藏医院
题 目 ：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oncern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Tibetan medicine: UNESCO case study
明吉措姆 博士 副教授 西藏藏医学院/奥地利科学院
题目： 敦煌文献与四部医典中藏医杂病的比较研究
拉毛吉 主任医师 甘肃省合作市夏河县藏医院
题目：敦煌藏医学文献资料研究概况
王茜 副研究员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
茶

主持人
邓都 教授
(西南民族大学)

万玛拉旦 主任医师
（青海省藏医院）

歇

题目：南派藏医药流派分支及康区南派藏医药
邓都 教授 西南民族大学药学院
题目：藏医专科建设在医院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思考
万玛拉旦 主任医师 青海省藏医院副院长
题目：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best paths to preservation and to progress
Eliot Tokar，TMD 美国纽约藏医中心主任
题目：浅谈藏医在清代北京的发展
罗布扎西 副主任医师/博士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
题目：
“I am Tibetan doctor”Factors of formation of national-cultural identity
of doctors of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Galina Kopeliovich，博士/讲师 俄罗斯莫斯科第一国立医科大学

主持人
三智加 教授
（青海大学）

明吉措姆 副教授
(西藏藏医学院)

藏 医 药 物 \现 代 研 究 专 题 （ A 座 三 层 1 号 会 议 室 ）

13:30-13:50

13:50-14:10
14:10-14:30
14:30-14:50
14:50-15:10
15:10-15:30
15:30-15:40

题目: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of Bhutanese medicinal plants used in
Sowa Rigpa medicine
Phurpa Wangchuk 研究员/博士 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热带健康与
医学研究所
题目：藏茵陈抗肝损伤作用评价及代谢组学分析
唐丽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央民族大学药学院副院长
题目: 藏药斑花黄堇的化学成分及其资源研究
确生
教授 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
题目: 基于 H-NMR 分析技术的藏药质量控制与评价
范刚
副教授/博士 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
题目：藏羌彝特色疗法及药物疗效评价技术研究与应用。
刘圆 教授 西南民族大学药学院
题目：藏药波棱瓜子治疗肝病的机理探索
冯欣
副研究员/博士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
茶

主持人
范刚 副教授
（成都中医药大学）

才让南加 副教授
（青海民族大学）

歇

15:40-16:00

题目：藏医白脉疗法对缺血性脑卒中大鼠血液流变与炎症因子的调节作用
仁青加 副教授/博士 西藏藏医学院藏医药研究所所长

16:00-16:20

题目：在医院制剂条件下的藏药汤剂开发
索朗
副研究员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开发应用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

16:20-16:40
16:40-17:10
17:10-17:30

题目：藏药多血康胶囊治疗 HAPC 首次临床研究
更藏加 副教授 博士 青海大学藏医学院实验示范中心副主任
题目： 藏香的特色及制剂工艺探讨
贡确尖措 副主任医师 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阿如拉藏医院
题目：数据挖掘技术在藏医药方剂规律中的应用研究
才让南加 副教授 青海民族大学药学院

确生 教授
（青海师范大学）
热增才旦 教授
（青海民族大学）

藏 医 临 床 \经 验 研 究 专 题 （ A 座 二 层 鑫 珠 堂 ）
13:30-13:50
13:50-14:10
14:10-14:30
14:30-14:50
14:50-15:10
15:10-15:30
15:30-15:4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10
17:10-17:30

题目：藏医诊疗技术的操作规范化研究
仲格加 主任医师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副院长
题目：Compassion and Tibetan Mind Training in the Age of Virtual
Medicine
Surya Pierce 教授 博士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整合与生命医学中心
题目：藏医金针治疗癫痫病 38 例疗效评价分析
索朗欧珠 主任医师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传统治疗中心主任
题目：Health, Medicine & Stress Management Among Tibetan-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Yangbum Gyal TMD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题目：藏医临床疾病治疗实践中的创新性思维
兰科加 主任医师/博士 青海省藏医院肝胆科主任
题目：糖尿病的藏医药古今研究现状分析
尕藏校郎 博士 副主任医师 甘肃省藏医药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所长
茶

主持人
江吉村 主任医师
（四川省甘孜州藏医院）

多杰拉旦 主任医师
（青海省果洛州藏医院）

歇

题目：陶罐疗法的临床运用
江吉村 主任医师 四川省甘孜州藏医院副院长
题目：藏医诊断与治疗的思路特色
措吉 主任医师 青海省藏医院
题目：藏医试探诊治法的内涵研究
多杰拉旦 主任医师 青海省果洛州藏医院
题目：论藏医眼科疾病诊疗技术的继承和发扬
其江草 副教授 甘肃中医药大学藏医学院
题目：藏医药学对传染病的认识分析
泽珍达日杰 主任医师 雪域大吉利众藏医药学校校长

主持人
兰科加 主任医师
（青海省藏医院）
尕藏校郎 副主任医师
（甘肃省藏医药研究院）

18:30-20:00 欢迎晚宴（西藏大厦 B 组一层餐厅）
2018 年 8 月 5 日

8:30-9:00

9:00-9:30

9:30-10:00

大会主题发言
8:30-10:30
题目：隆赤巴培根生命三大要素的历史及演变
报告人：博得·夏日阿瓦 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蒙古国医学科学院
副院长
Title: History and Sources of Wind, Bile and Phlegm
Presenter: Bold Sharav, Professor and Academician, President of Mongolia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
题目： 浅谈古代藏药材贸易
报告人：土登彭措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西南民族大学藏学院、药学院
Title: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ancient Tibetan medicine trade
Presenter: Thuten Phuntsok, Professor,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题目：《宇托实践博琼》根本和注释版的新探究
央嘎 教授 博士 西藏藏医学院
Presenter: Yangga, Ph.D Professor of Tibetan Medical University in Lhasa

西藏大厦 B 座十层多功能厅

主持人
张艺 教授
（成都中医药大学）

仲格加 主任医师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10:00-10:30

题目：藏医白脉病疗法规范研究示范及应用
报告人：任小巧 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研究所所长
Title: Therapeutic Standardization and Application for White Channel
disorders in Tibetan medicine
Presenter: Ren Xiaoqiao,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Ethnic Medical Institute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CM

10:30-10:40
10:40-12:00

茶

歇

分会场报告（西藏大厦）

藏 医 基 础 理 论 \历 史 文 献 专 题 (B 座 十 层 多 功 能 厅 )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题目：Unveiling the drug discovery research black box and developing a
Tibetan medical theory-based approach to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of
Tibetan formulas
Tawni Tidwell 博士 奥地利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题目：藏医和中医的基本区别
力毛措 副主任医师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题目：古今藏医药学术界的争论探讨
华贡太 主治医师 甘肃省藏医药研究院
题目：论《四部医典》起源的悖论
索南多杰 副主任医师 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藏医院

主持人
罗布扎西 副主任医师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更藏加 副教授
（青海大学藏医学院
实验示范中心副主任）

藏 医 药 博 士 论 坛 (A 座 三 层 1 号 会 议 室 )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题目：阿育吠陀梵文医典《妙闻集》研究
仁增
博士生 西藏藏医学院
题目：基于临床医案数据挖掘和“味性化味”分析方法的藏医治疗高血
压诊治特征与用药规律研究
文成当智 在读博士生 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
题目: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藏医体质辨识研究
罗辉
博士生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
题目：藏药复方联用治疗中风后遗症（萨滞不病）的用药规律分析
公保东知 在读博士生 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

主持人
仁青加 副教授
（西藏藏医学院）
仁青东主 副教授
（青海大学）

藏医临床研究专题（ A 座三层 2 号会议室）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00
12:00-13:30

题目：藏医催泻疗法治疗赤巴砸久病临床疗效观察
德吉 副主任医师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题目：凯症病的临床诊疗应用研究
旦正项秀 博士 副主任医师 青海省藏医院外治科主任
题目：基于人工智能的藏医胃病证型分类思路与应用研究
仁青东主 副教授/博士 青海大学藏医学院
题目：Lay perspectives on the causation and healing of mental illness in
contemporary Tibetan communities in Darjeeling and Amdo
Susannah Deane 博士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
自助午餐

主持人
索朗欧珠 主任医师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拉毛吉 主任医师
（甘肃省合作市夏河

县藏医院）
西藏大厦 A 座二层咖啡
厅

名老藏医经验交流（西藏大厦 B 座十层多功能厅）
13:30-14:00
14:00-14:30

题目：藏医医德的价值和重要性之见
发 言 人 ： 卡洛 教授 青海省名老藏医 原青海省藏医院院长、青海藏
医学院筹建办主任
题目：论藏医经典《仁青帝玛》
发 言 人 ： 尕玛措尼 教授 青海省名老藏医，青海大学藏医学院教授

主持人
泽珍达日杰 主任医师
（雪域大吉利众藏医药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题目：真布病和痛风的临床诊断之谈
发 言 人 ： 尕土才让
青海省名老藏医
题目：藏医针灸的理论与实践特色
发 言 人 ： 向日科 主任医师 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妇幼保健院
题目：藏药水银洗练法的功效及实践经验之谈
发 言 人 ： 泽珠多吉 主任医师 四川甘孜州德格县藏医院

16:00-16:30

自由发言及交流

16:30-17:00

大会闭幕总结

学校校长）

扎西 主任医师
（青海省玉树州藏医院）

主持人
久美彭措 会长

温馨提示：开餐时间：早餐 6:30-9:30,中餐 11:30-13:30,晚餐 17:30-19:30 (凭餐券当日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