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云 南 省 针 灸 学 会文件
云中会联〔2019〕23号

关于召开2019第四届海峡两岸

董氏奇穴针灸与经方论坛的通知

全省各州市中医药学会，中医医疗机构、院校及有关单位，专家

同仁：

为深入学习和解读《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内容要求，推动、传承和发扬特色中医药适

宜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加强中医药科技资源供给，推进中医药事

业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适宜技术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中的优

势和作用，促进台湾与大陆的民间学术交流。为了更好地繁荣针

灸学术，交流针灸临床及科研的新技术、新经验、新成果；挖

掘、整理针灸特色技术，并对现有技术及其临床经验进行推广和

应用，推动针灸临床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我省各级医院从事

中医针灸的专业人员、各社区卫生所、民营医院、私人诊所从事

针灸医疗的医务人员、各医学院校及科研院所从事针灸教育与科

研人员的业务能力，提高针灸疗法的临床疗效，促进我省针灸事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协办单位：

策划执行：

业的发展。

由台北市中医师公会、世界董氏奇穴针灸学会、中华海峡两

岸医药卫生合作协会、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云南省针灸学会联合

主办的“2019第四届海峡两岸董氏奇穴针灸与经方论坛”将于

2019年11月8-10日在云南昆明举办，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论坛内容

（一）搭建交流平台，引进针灸临床新技术，促进和推动我

省针灸技术发展。

（二）助力我省中医同仁与其他省市地区同仁沟通、交流，

建立中医常态化的互学与交流机制，共同发展中医事业。

二、论坛主题

针灸“经方”遇见经方——董氏奇穴针灸结合经方治疗脑中

风等疑难杂症之特色与突破。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台北市中医师公会

                     世界董氏奇穴针灸学会

                     中华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会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云南省针灸学会

承办单位：中华董氏奇穴针灸学会

                     岐黄学院（云南省中医药学会培训中心）

协办单位：北京金方书院

策划执行：云南中医全媒体运营中心

                     国医在线APP



傅延龄：

薛钜夫：

四、邀请专家

论坛邀请部分专家介绍：

傅延龄：医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

生导师，北京金方书院院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首届国家

中医药继承工作继承人，当代中医泰斗刘渡舟教授学术继承人。

中华中医药学会方药量效研究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

对外交流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方药量效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经方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巡讲专家。主编

《伤寒论研究大词典》、《张仲景医学全集》、“中药用量三

书”等论著50余部，发表论文150多篇，在经方医学研究方面获得

多项成果和奖励，先后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中医药学术交

流，在中医临床、教学及科研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经常在北京卫

视养生堂、CCTV10健康之路、CCTV4中华医药、江苏卫视等各

地方电视台，以及高校、企业、机关、社区、社会团体做中医养

生和传统文化讲座，深入浅出，融合古今，汇通中西，科学性、

通俗性、生活性俱佳。

薛钜夫：北京杏园金方国医医院院长，同时担任千金方糖尿

病研究所所长，施今墨医药学术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医药健康委

员会委员，中国民间中医药开发协会金方书院分会会长，金方书

院教务长。出身于中医世家，其父为京城名医薛培基先生。北京

四大名医施今墨再传弟子，师从祝谌予、胡荫培、董德懋、王乐

亭、李广钧等多位知名教授，渐而形成“中西互参、针药并施”

的风格。1986年创办北京杏园金方国医医院。并相继成立施今墨



郑承濬：

曾天德：

印度董氏奇穴专家 ：POSANI

名家研究室，祝谌予名家研究室等中医师承教育基地。2017年受

聘成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特聘专家，顺义首批名老中医，先后

出版了《国医薛培基》，临床经验集《听老中医说中医》等书

籍。

郑承濬：中华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会创会理事长、世界

董氏奇穴针灸学会会长、中华董氏奇穴针灸学会理事长、董氏奇

穴泰斗杨维杰博士入四位室弟子之一、台湾十大针灸名医、台湾

中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顾问、台湾中医抗衰老医学会常务理事，

世界手法医学联合会常务副主席。

曾天德：中华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会常务理事、董氏奇

穴泰斗杨维杰博士入四位室弟子之一、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博

士、现任台湾台中天承中医诊所院长，自1998年至2017年曾受邀

至加拿大慈济人医会、中国医药大学、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台中

中山医学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台湾各中医师公会及各医学会分

享董氏奇穴应用逾百场。

印度董氏奇穴专家POSANI：普通外科学理学硕士、美国内

科医学博士、前美国医师协会美国内科学会成员，于印度海德拉

巴开设POSANI疼痛诊所。

五、时间及地点

（一）报到时间：2019年11月8日9:00-20:00

（二）论坛时间：2019年11月9-10日（两天）

（三）报到及论坛地点：云培大厦（昆明市西山区安康路

82号）



六、论坛培训费用

论坛培训费800元/人。（培训费包含餐费，住宿、交通费用

自理）

七、参会对象及报到食宿

（一）参会对象

1. 全省各级中医医疗机构、综合医院、民营医院、医药院校

针灸医师代表及中医师、中药师、中医药行业的有关同道。

2. 社会各界针灸爱好者、经方爱好者、中医爱好者等。

（二）报名方式

1. 请登陆国医在线（http://www.tcm166.com）下载电子版回

执表，鼓励以单位统一组织报名。请认真填写好回执单邮件主题

备注“董氏奇穴”（邮箱ynzyhd@qq.com）。

2. 电话、传真或短信登记报名，电话/传真：0871-63649200。

3. 在线报名（推荐）：扫描云南中医二维码或进入云南中医

微信，回复“董氏奇穴”进入报名页面，填写参会人员信息提交

即可。

（三）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11月6日23:00。

（四）住宿标准：会务标间价300元/晚、单间价300元/晚，

费用自理。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云南省针灸学会

2019年10月11日

（五）开票注意：所有涉及培训费或住宿开票报销者，请提

供单位名称、纳税人识别号信息。

八、联系方式

2019第四届海峡两岸董氏奇穴针灸与经方论坛会务组：

甫琪森：18388059853       杨春飞：13529074631

罗明武：18487256320       王    琳：13888595622          

附件：1. 2019第四届海峡两岸董氏奇穴针灸与经方论坛回执表

            2. 2019第四届海峡两岸董氏奇穴针灸与经方论坛特刊

                征文函

            3. 乘车、报到路线指南



附件 1： 

2019 第四届海峡两岸董氏奇穴针灸与经方论坛 

回执表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  邮编  

参会人数  代表联系人及电话  

酒店住宿天数： 

参会代表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号 单间/标间 备注 

      

      

      

      

      

培训费付款方式：  

电汇并索取发票(论坛现场领取) 

开户名称：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昆明正义支行  

开户账号：2502012009024922197 

会场可收取现金或刷卡并索取发票，开票单位：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注意事项 

1、请填写此表（或电邮、微信报名）回复组委会，以确认参会单位代表信息。 

2、本次大会住宿酒店为云培大厦，因酒店资源紧张，请参会代表尽早回复会务组，以便预定房间。 

3、默认住宿为 2 天，如有特殊情况请备注。住宿发票由酒店提供。 

4、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会务组，如有特殊需要请于备注处注明。 

5、与会代表请务必携带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6、清真饮食请在备注信息里注明。 

会务组联系人：甫琪森（18388059853） 



附件 2： 

 

2019 第四届海峡两岸董氏奇穴针灸与经方论坛 

特刊征文函 

 

一代针灸宗师董景昌博士生前经常为贫病免费施医，曾经数

度荣膺好人好事代表。尤可贵者，董公将其具有特殊疗效之数代

家传奇穴公开授徒传诸于世，在董公逝世四十年余后，董氏奇穴

已传遍世界，在许多国家地方其受欢迎及风行程度更胜于十四经

穴。为纪念董公发扬及公开家传绝学董氏奇穴之伟大贡献，使更

多人能够了解并活用董氏奇穴来改善健康。 

董氏奇穴泰斗杨维杰博士，发前人之未发，承古经典之大成，

融通古今，独创十余套董氏奇穴学术理论，阐发经典针方，让董

氏奇穴成为针灸界显学，有‚针灸经方‛之称，享誉世界。而今

董氏奇穴深受大众喜爱，很多学者经过多年临床实践，在治疗方

向上亦有新的发现。 

特于 2019 年 11 月 9-10 日举行第四届海峡两岸董氏奇穴针灸

研讨会，并发行特刊，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针灸同道撰写论文，

共襄学术盛举。办法如下: 

一、论文类 

1. 论文要求围绕 1973 年八月董公景昌原著之《董氏针灸正经

奇穴学》(注一)为主题和重点、观点明确，论据充分，具有创新性，

切忌空泛。包括穴位名称、位臵、取穴、主治、手法等皆属研究

范围 。 



2. 论文及摘要请用 Word 文档，论文限 6000 字以内，摘要限

600 字以内。 

3. 论文主题亦可涉及大会主题‚针灸‘经方’遇见经方〃古

今融通创新发展‛展开阐述。 

来稿请注明征稿论文。文后请写明真实姓名、单位。如欲用

笔名发表者请先注明。文后请附学习董氏奇穴之简单经过(仅限本

刊参考，未经作者同意则不发表)。 

二、医案类 

1. 应用董氏奇穴治疗疾病之任何记录及医案，皆极欢迎。医

案请注明病患之姓氏、性别、年龄、病症、诊断、运用穴位、选

穴理由思路、手法、治疗过程及效果等。 

2. 医案长短不拘，以有效为准。每人可发表多个医案。医案

文章若确有不妥或太长本刊有删改权。修改后将先行发给原作者，

经同意后始发表。 

3. 模板 

主治人：广州谢小红 

案例一：2018 年 6 月 10 日 邹某某，男，53 岁 

主诉与病史：习惯性脱肛，便后脱肛时间短则半小时，长则

几小时至几天。数年来经多方治疗效果不明显。 

诊断：中气不足，肾阴虚所致的中气下陷形成的习惯性脱肛。 

取穴：四神聪、门金、内庭、足三里、太溪（以上加艾灸），

天皇、地皇、人皇，通肾（右侧）、通胃（右侧）。 

疗效：下完针后患者自诉觉得肛门在提升有种强烈的收紧感。

留针，每 5 分钟捻针。治疗一星期病情痊愈。 

 



三、其他注意事项 

一切来稿版权归本会及作者共有，论文及摘要将编印文集发

送各作者，恕无稿酬。本次董氏奇穴针灸研讨会，并将邀请优良

撰稿者上台报告。 

若无《董氏针灸正经奇穴学》此书者，亦可以杨维杰博士或

赖金雄医师发挥《董氏正经奇穴学》之其它著作如《董氏奇穴针

灸学》之穴位为研究内容。 

请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前用电子邮件发送至： 

主编伏老师 447803696@qq.com 

 

 

 

               第四届海峡两岸董氏奇穴针灸研讨会 

2019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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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乘车、报到路线指南 

本次活动不设接机接站，参会代表请自行前往培训班地点。  

 

 

 

 

 

 

 

 

 

 

 

1. 距离昆明站 2 公里，打车约 10 分钟，费用 12-15 元。公交

约 30 分钟，费用 1 元，可在昆明站永平路站乘坐 64 路公交到工

人新村（西昌路）站下车，步行 500 米到云培大厦。 

2. 距离机场 30 公里，打车约 35 分钟，费用 80 元左右（机场

到云培大厦）。 

3. 机场大巴：在长水机场乘坐机场大巴 2 号线到昆明站，乘

坐 64 路公交或打车到云培大厦，全称约 75 分钟 26 元左右。 

4. 地铁：乘坐高铁下昆明南站后乘坐地铁 1 号线至环城南路

站下，后打车到云培大厦（打车 15 元以内）；下飞机后机场中心

站乘坐地铁 6 号线到东部汽车站，后打车到云培大厦（打车约 35

元左右）。 

酒店地址：昆明市西山区安康路 82 号云培大厦 

酒店总机：0871-6416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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