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Q News, Jan 20, 2009

《 望闻问切》

ATCMS 学术活动及相关事宜调查问卷表
尊敬的会员和同道:
为了让本会未来的学术活动更切合大家的需求, 特发此调查问卷表, 请您填写后寄回, 谢谢!
在下列项目中选择 6 项你最感兴趣的学术活动内容:
1) 针灸临床
12) 诊所成功经验介绍
2) 针灸机理
13) 高年医师经验介绍
3) 中药临床
14) 中医药最新研究进展
4) 中药机理及鉴别
15) 针灸技法讲座
5) 中西药配伍禁忌与交互作用
16) 按摩推拿演示
6) 针灸医疗保险给付
17) 中医美容
及误医保险问题
18) 中医门诊常用英语
7) 针灸医师病例纪录和管理
19) 气功讲座
8) 中医针灸有关法律法规
20) 太极拳保健
9) 现代西医常识
21) 瑜伽保健
10) 美国常见病介绍
22) 其它自然疗法: ______________
11) 美国常用草药和食品添加剂
* 欢迎您提名讲课人选及其讲题（并请提供讲课人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 以便联络）:
a)
b)

一

二 您希望以何种方式收到 ATCMS 相关活动和信息的通知:
 电子邮件(Email)
 信件
 电话通知
三 学术活动时间, 地点选择:
时间:  周一至周五晚  周六晚
地点:  法拉盛
 曼哈顿

 周日上午
 周日下午
 其它______________

四 在 2008 年您所参加的中医针灸专业继续教育(PDA)课程或会议中包括：
a) ATCMS 主办/承办/合办_____次
b) 其他单位主办_____次
五 您对 ATCMS 在 2008 年举办的中医针灸 PDA 课程的评价是：
a) 学术水平:
优
良
中
差
b) 组织及服务:  优
良
中
差
c) 时间地点:
 方便
 尚可
 不便
d) 收费较您在 2008 年参加过的或了解到的其他 PDA 课程 (例如: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低
 相似
 偏高
高
 未比较
六 您认为 ATCMS 还应开展 以下哪些形式的交流活动?
 内部专业研讨会
 郊游联谊会
 文娱活动

 无必要

七 其他建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人姓名: 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 有 问 题 欢 迎 查 询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survey,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with
ATCMS/Dr.Zheng at: Tel: (718) 897-8952; Fax: (212) 262-9867; E-mail: zheng_gp@yahoo.com
请将此表于 2/20/09 前传真或邮寄: ATCMS, 14 East 34th Street, 5th Fl, New York, NY 10016 或参会时带来

www.ATCM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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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闻问切》

ATCMS 学术活动及相关事宜调查问卷表说明
一个学会的存在、成功与发展，首先离不开一个民主、团结、坚强、无私的领导团队；同时也离不开每
一个会员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支持。这次 2008 年纽约国际中医峰会的成功举办，充分体现了广大会员的集体
智慧和力量，再次证明了民主和团结对我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回顾总结，吐故纳新，以更好地执行我会的任务--推动、发扬在美国的中医事
业；提高会员的专业水平和临床技能；维护会员的专业权益。现在需要每一个会员告诉我们您对我会工作
的建议，您需要什么？我们哪些做的不够？以保证学会--您的学会，能继续成功与发展。各位一定知道学会
与会员是相互作用的--您需要学会的帮助，学会需要您的支持、参与。
请认真填写会员调查表，并在 2 月 20 日以前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交给我们：
(1) FAX：212-262-9867 (2) Email to： zheng_gp@yahoo.com (3) Mail to American TCM Society，14 East 34th
Street，5th Floor , New York, NY 10016 (4) 2 月 15 日参加学会讲座时交给郑国萍医师
(程珏)

纽约国际中医峰会发表宣言
中国中医药报 2008.11.6
本报讯 11 月 1-2 日，纽约国际中医峰会在纽约召开。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近 300 名学者和临床医
师就中医药的国际发展、教育、科研、临床实践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会后发表“2008 纽约国
际中医峰会宣言”如下：
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医学（中医）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兴起，30 多年来取得
了迅速的进展，针灸等中医疗法逐渐在发达国家找到了应有的位置，成为医疗保健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
表明，中医的使用不仅仅限于亚洲等东方国家，在西方国家同样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面对中医的全球化
发展，现代化的需求和部分地区发展的困境，我们提议各国家和地区的中医药有关组织，尤其是中国大陆
的中医药管理机构和学术组织应当对中医药未来发展方向和潜在的危机给以应有的关注：
1、建议关注中医针灸在美国成功发展的经验，注重中医立法和建立相应的法规，尊重民意对传统疗法
的需求，增加科学研究经费投入，加强国际间合作，开发国际中药市场。
2、中医教育要重视质量，控制数量。提高中医师的教育水准，加强专业继续教育。不要盲目扩大中医
和针灸专业招生，避免培养中医师的数量超出市场的需求，导致中医职业市场的不平衡。
3、鼓励建立独立中医诊所，重视中医在社区和基层医疗的作用，发挥中医疗法在预防疾病、减轻病
痛、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作用。避免病人到大医院就医难、过度检查及不必要的昂贵治疗等负担。
4、在医疗改革中，充分考虑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优势，鼓励患者选择安全有效的中医疗法，尊重医师
的劳动，使中医师能够取得合理的劳动收入，安心中医本职工作。（李永明）

针刺辅助 IVF 受孕的最佳时间
据北大三院和生殖中心郭佳、李东、张秋芳发表在 2008 年 12 月《中西医结合学报》，题为“不同时间
点针刺介入对辅助生殖结局的影响”的综述报道，作者认为进入超促排卵阶段后适宜针刺的时间窗包括以
下几个时间点：（1）月经第 2-3 天，针刺可以活血通络；（2）月经第 9 天左右，即 IVF 的 HCG 注射日，
针刺可促进卵子成熟和黄体形成；（3）月经的 13-15 天，即取卵后，胚胎移植前，针刺可以消除紧张改善
子宫内环境；（4）胚胎移植当日手术前后，针刺可降低患者压力，改善子宫容受性；（5）移植后 3-5
天，黄体期，针刺有利于胚胎着床；（6）着床后至移植完成后第 14 天，第一次妊娠检查时间，针刺调畅
气血，平衡激素，缓解焦虑。总之，虽然目前还缺乏大规模高质量的临床研究，针刺介入自然周期 IVF-ET
有可能提高孕育率，应该引起重视。

挪威学者用随机对照试验证明针灸治疗乳腺癌患者潮热症有效，真针刺明显优于假针刺
Acupuncture for the treatment of hot flashes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Hervik J., Mjåland O. Pain Clinic, Vestfold Hospital, Norway,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08 Oct 7
(Yong Mi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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