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中医药学会2020年中医药科普基层服务活动计划

学会活动

活动内容 时间 地点

“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千场巡讲
活动

进机关、校园、基层、社区、企业活
动

3月-12月 全省

“浙派中医”大讲堂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中医药科技（科普）活动周

（5月中下旬）           
全国科普日             
（9月中旬）

浙派中医温州名医馆

绍兴新昌天姥中医博物
馆

金华丹溪小学

宁波药皇殿国医堂

绍兴站在绍兴市景岳堂
越医文化研究院

中医药文化进农村礼堂 科普讲座、健康咨询、体验活动等 3月-12月 全省



浙江省中医药学会2020年中医药科普基层服务活动计划

专科分会活动

序号 主题或内容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承办分会 负责人

1 “关爱脾胃，关爱健康”主题科普活动 3月 瑞安 脾胃病分会 钦丹萍

2 耳聋的防治 3月 杭州 耳鼻咽喉科分会 丛　品

3 春季养肝 3月 青田 名老中医经验与学术流派传承分会 施维群

4 “全国爱肝日”主题科普活动 3月 青田 名老中医经验与学术流派传承分会 施维群

5 “关爱脾胃，关爱健康”主题科普活动 3月 湖州 脾胃病分会 钦丹萍

6 “世界肾脏日”主题科普活动 3月 杭州、温州、金华、丽水、宁波等 肾病分会 陈洪宇

7 “世界睡眠日”主题科普活动 3月 杭州 睡眠与情志疾病分会 张永华

8 中医药守护男性健康 3月-12月 杭州、宁波、温州、绍兴 男科分会 崔  云

9 慢病的体质诊断 3月-6月 杭州 络病分会 林咸明

10 中医药科普公益行 4月 萧山 感染病分会 朱肖鸿

11 “关爱脾胃，关爱健康”主题科普活动 4月 金华 脾胃病分会 钦丹萍

12 慢性胃炎的药膳养生 4月 余姚 脾胃病分会 钦丹萍

13 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诊疗培训 4月-12月 杭州、温州、绍兴、嘉兴、湖州 心脏病分会 黄抒伟

14 丹溪学术思想推广 5月 丽水 丹溪学派研究分会 沈堂彪

15 女性科普-不孕不育 5月 杭州 妇科分会 章  勤

16 “哮喘日”主题患教活动 5月 宁波、温州 呼吸病分会 蔡宛如

17 中医药科普进社区 5月 绍兴 护理分会 祝亚男

18 “登高识药,天使有约”中药知识科普活动 5月 舟山 护理分会 祝亚男

19 中医传承亲子班培训活动 5月 温岭 护理分会 祝亚男

20 慢病管理与养生 5月 杭州 护理分会 祝亚男

21 中医护理进校园 5月 杭州 护理分会 祝亚男

22 中医药科普进社区 5月 湖州、温州 护理分会 祝亚男

23 中医护理服务技术培训 5月 嘉兴 护理分会 祝亚男



24 中医特色疗法推广 5月 杭州、象山 护理分会 祝亚男

25 挺起你的脊梁 5月 杭州、嘉兴 推拿分会 吕立江

26 中华血液公益行 5月 杭州 血液病分会  沈一平

27 肿瘤患者如何吃 5月 绍兴 肿瘤分会 柴可群

28 中医中药进百姓系列 5月、6月、9月 杭州 科普分会 杨勇

29 黄疸中医诊疗方案培训 6月 上虞 肝病分会 过建春

30 调息与脊柱健康 6月 金华 整脊分会 姚新苗

31 慢性消化病调理 6月 义乌 中医院管理分会 吴建锡

32 “关爱脾胃，关爱健康”主题科普活动 7月 瑞安 脾胃病分会 钦丹萍

33 青少年近视眼的防控 7月、8月 文成 眼科分会 陈国孝

34 丹溪学术思想推广 9月 丽水 丹溪学派研究分会 沈堂彪

35 女性科普-反复流产 9月 杭州 妇科分会 章  勤

36 中医药科普进社区 9月 杭州 护理分会 祝亚男

37 秋季中医养生保健 9月 长兴 脾胃病分会 钦丹萍

38 呵护你的颈椎 9月 杭州、嘉兴 推拿分会 吕立江

39 血液病病友联谊会 9月 杭州 血液病分会  沈一平

40 中药材加工与储藏 9月 丽水 中药资源与鉴定分会 袁  强

41 中医药药膳 9月 磐安 中医院管理分会 吴建锡
42 如何预防肿瘤的复发和转移 9月 杭州 肿瘤分会 柴可群

43 鼻炎的防治 10月 杭州 耳鼻咽喉科分会 丛　品

44 便秘知识科普 10月 杭州 肛肠分会 屠世良

45 四季膏方 10月 温州 膏方分会（筹） 陈卫健

46 中医护理进校园 10月 舟山 护理分会 祝亚男

47 “关爱脾胃，关爱健康”主题科普活动 10月 长兴 脾胃病分会 钦丹萍

48 中医药科普公益行 10月 舟山 科普分会 杨勇

49 关注中草药肝损伤 11月 桐庐 肝病分会 过建春

50 中医药科普公益行 11月 缙云 感染病分会 朱肖鸿

51 浙派膏方特色 11月 金华 膏方分会（筹） 陈卫健

52 膏方制作与应用 11月 嘉兴 膏方分会（筹） 陈卫健



53 “慢阻肺日”主题患教活动 11月 台州 呼吸病分会 蔡宛如

54 双下沉对口医院三下乡活动 11月 丽水 呼吸病分会 蔡宛如

55 急救知识科普 11月 杭州 护理分会 祝亚男

56 冬季养生 11月 绍兴 名老中医经验与学术流派传承分会 施维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