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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
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
商城义乌这方福地上，中医药发展源
远流长。600多年前，世居义乌的金元
四大家之一朱丹溪创立“滋阴学说”、
气血痰郁“四伤”学说，形成“丹溪学
派”，悠久的历史底蕴和深厚的文化内
涵，为中医药文化带来了广泛深远的
影响。就在乌伤大地中医药先贤积厚
流光的文化浸润中，1952 年，市中医
医院的前身——城阳联合诊所成立。
70年来，从创立之初只有6名职工的
小小联合诊所，发展成为如今建筑面
积 8.4 万平方米、占地 135 亩、核定床
位600张、800多人共同奋斗的“三甲”
综合性中医医院，这背后凝聚了几代
中医人的辛勤汗水。时光长河中，这些
汗水和足迹造就了一些闪光时刻，标

注着历史行进的方向。
1983 年 4 月，经浙江省卫生厅批

准正式成立义乌县中医医院，1988年
撤县建市后改称义乌市中医医院。

2011年，医院通过浙江省三级乙
等中医医院评审。

2012年，医院又通过国家三级甲
等中医医院评审。

2016 年 8 月，医院与上海中医药
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展紧
密型合作，挂牌上海岳阳医院义乌医
院。2016 年 12 月 9 日，搬入雪峰西路
266号现址。

2019 年 4 月，成立义乌市中医医
院医共体，下辖北苑、城西、赤岸、大陈
四个医共体院区。

2019年12月，挂牌义乌市朱丹溪
中医院。

2022 年 1 月，正式被浙江省卫生
健康委、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
浙江省第四周期首批三级甲等中医
医院，是本周期浙中地区首家三甲中
医医院。

一次次的华丽蜕变造就令人欣
喜的腾飞。至此，市中医医院已成为
一所以中医为特色，集医疗、教学、科
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综合性
中医医院，先后被命名为国家爱婴医
院、浙江省重点建设中医院、浙江省
中医名院项目建设单位、浙江省中医
中风病医疗中心、国家基层常见病多
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浙江
省中医药适宜技术示范基地、国家中
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协同基
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朱丹溪
中医药文化保护单位。

丹溪魂铺就成长底色

精医济世七十载 守正创新暖杏林
——写在义乌市中医医院建院70周年之际

峥嵘七秩展杏林风华，大医精诚
助乌伤无恙。

悄然间，市中医医院走过了70年
的风雨岁月，迎来七十华诞。70 年的
风云变幻中，她从无到有、由小变大、
由弱变强，始终是悬壶济世的守望者，
以“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情怀，默默守
护着一方百姓健康；她是坚定不渝的
举旗者，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精气
神，行走在中医药复兴的大道上，以优
质的医疗服务深深扎根于商城老百姓
的心中；她是一往无前的追梦人，以

“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一步步攀
登着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高峰，逐步发
展成为如今学科强大、门类齐全、技术
精湛、人才济济、设备先进、底蕴丰厚、
服务优质的国家三甲中医医院，为健
康义乌贡献中医力量！

70年的发展，市中医医院见证
了商城义乌从小县城成为国际性
商贸城市，护佑了一代代义乌人
民的生命健康，推动了商城义乌
成为更加宜居现代化城市。这是
全体中医人砥砺奋进的 70 年，是
意义深远的 70 年，更是助力开创
新局的70年！

时代给予中医药事业和产业
发展更大的期待与希冀，翻开医
院“十四五”蓝图，医院将继续加
强党建引领、优化人才培养、坚持
传承创新、深化科研教学，锚定

“浙中中医医疗高地”这一目标，
创新思路、科学谋划、重点突破，
积极发扬传统中医药在抢救急危
重症、康复治疗、未病先防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持续提升医疗质量
和服务水平……

丹溪，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变
迁，还在静静地流淌，日夜不息。
站在新起点上，面对新时代新使
命，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
康需求，新一代义乌中医人将继
续努力担当守正创新、中医领航
的重任，集聚新动能，点燃新引
擎，在商城这片沃土上不断孕育
新的硕果，奋力谱写医院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为健康中国、健康义
乌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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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从传统中医药到中西医
结合，从中药汤剂到中医外治各方式
的灵活运用，从“望闻问切”到高科技
大型诊疗仪器，从“治已病”到“治未
病”，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
中心”，时代在变，技术在变，平台在
变……但对于市中医医院而言，不变
的是一代代中医人勇于探索、不断超
越的年轻姿态，是一代代中医人薪火
相传的心血与对振兴发展中医药事
业的无限热爱。

自诞生之日起，医院坚持以公益
为导向、以守护群众健康为己任，在
各个历史阶段的关键时刻，总有一群
中医人挺身而出冲锋一线的身影，用
实际行动贡献“中医力量”。在迎战新
冠感染高峰时期，医院上下迎难而
上，负重前行，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全力以赴保障群众就医，仅仅

不到两周，开出新冠治疗协定方——
清瘟透毒方 57000 多帖，受益群众过
万，在助力全民抗疫中发挥中医药不
可或缺的力量。

与此同时，在一代又一代中医人
励精图治和艰苦奋斗下，医院发展驶
入了快车道。科室设置齐全，医疗救治
能力完善，设有15个病区，22个一级
临床科室、17个二级临床专科和15个
医技科室，拥有国家中医重点专科 1
个（脑病科）、全国农村医疗机构针灸
康复理疗特色专科1个（针灸科）、省
中医重点学科1个（神志病科）、省中
医重点专科 2 个（内分泌科、中医护
理学）、市重点专科 1 个（中医内科
学）。医院还将专科特色鲜明的中医
护理技术融入护理工作中，开展穴位
敷贴、拔火罐、刮痧等中医护理技术
近60项，简、便、验、廉的治疗技术普

惠更多商城百姓。
连续五年，义乌市卫健系统考核

前2名，2019年度国家三级中医医院
绩效考核排名第84名，浙江省第8名，
同级同类医院第一名。近两年，在全省
医共体绩效考核中分列第一、第三。

“十三五”期间，在楼正亮院长的带领
下实现胸外科多个零突破，带动了脑
外科、甲乳外科、泌尿外科、手足外科
等科室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微创手
术、内镜诊疗、介入诊疗……新技术新
项目的不断开展，一次次创造生命的
奇迹，代表医院治疗疾病的技术难度
以及收治疑难重症综合能力的 RW
值、CMI值位居全省同级同类医院前
茅，患者满意度逐年上升。医疗服务能
力和医疗服务质量发生了质的飞跃，
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地享受到医院高质
量发展带来的红利。

传承中笃行济世精神

2022 年 5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公布了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
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及继承人名
单，市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王宏献入
选指导老师名单，成为迄今为止我市
医药界最高层次人才。

中医药发展，重在一脉相承。人才
是“传承”一环的重要依托，也是医院
不可或缺的软实力。在发展历程中，医
院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引进
高学历、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先后引

进肾内科主任王爱兵、心内科主任张
师义、妇产科主任梁锋等三位高层次
人才。同时，还为人才外出学习提供必
要的经费和待遇保障。组织参加“西医
人员学习中医班”，有效提升在职人员
中医药服务能力；积极开展名中医师
带徒，成立全国老中医药专家、浙江省
基层名中医、金华市和义乌市名中医
工作室16个，在多个镇街医疗机构开
设名中医工作站；引进上海岳阳医院、
开封市中医院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开

设名中医工作站，传承名中医学术思
想和临床经验。

医院建立起了以中医为主的多学
科、多层次、多学历、老中青结合的人
才梯队，每位名老中医带徒 2 人及以
上。仅过去一年，就涌现出获得全国中
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证书的主任
中医师冯丽梅、陈荣，入选浙江省卫生
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医坛新秀）1
人，培养全国中医护理骨干人才1人、
浙江省杏林工程优才1人。

实践中培育优秀人才

为传承中华国粹，弘扬中医文化，
医院立足本地传扬朱丹溪中医药文
化，积极开展中医药文化建设，2020
年 9 月，启动中医“三进”服务行，组
建能力强、水平高、受欢迎的中医药
专家队伍，定期派专家团队下基层
与各基层医疗机构服务团队联动，
以深耕服务立品牌，群众受益赢口
碑，不断拓展“三进”服务内容，建立
了中医药科普工作长效机制，全面
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和科普活动，
逐步使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工作科
学规范、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在逐

年推进中，中医“三进”服务行足迹
遍及义乌东南西北，越来越多的市
民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魅力，让中
医药惠及千家万户。

“救民成就养生梦，济世丹溪不
老翁。”在传承丹溪精神、弘扬中医药
文化过程中，医院建立了朱丹溪中医
药文化展示馆、朱丹溪学术思想书法
长廊等展示平台，每年举办养生文化
节、丹溪讲坛，参与朱丹溪学术思想
与临床应用研修班，编撰出版了《朱
丹溪医药文化研究》《近代浙西浙南
名医学术经验集》《朱丹溪中医药文

化》等书。创作了《丹溪传人》院歌，将
“人和厚德 知新致远”作为院训，编
印具有中医特色的员工手册和中国
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读本。

在医院的持续建设下，2021 年 6
月，以市中医医院为保护单位的“朱
丹溪中医药文化”入选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22 年初，“朱丹
溪中医药文化”又成功入选首批 100
个“浙江文化标识”培育项目；2021
年末，“朱丹溪中医药文化”视频作
品在浙江省中医药健康文化精品活
动中荣获一等奖。

浸润中弘扬中医文化

教孩子们辨识中药材

医院门诊大厅

朱丹溪中医药文化长廊

中医“三进”活动现场

全媒体记者 何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