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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民医药会科〔2020〕78 号 

关于 2020 年度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科学技术奖、学术著作奖的奖励决定 
 

为推动各民族医药学术传承发展，总结各民族医药学术成就与

最新研究进展，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设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学技术

奖和学术著作奖，以奖励各民族医药学术领域取得的优秀成果。

2020 年度，根据《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和《中

国民族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和《中国民族医药

学会学术著作奖评选办法》有关规定，组织专家对通过形式审查的

参评项目进行初评、终评和公示，最终经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评审委

员会审核，决定授予“蒙医特色疗法治疗原发性血小板减小紫癜临

床疗效观察研究、干眼中医内外治法的临床与基础研究”等 17 项

科研成果为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授予“藏医催泻

疗法治疗赤八砸久病临床研究、脏腑推拿技术操作规范”等 21 项

科研成果为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授予“新疆民族

药材分子鉴定体系的建立与应用、治疗难治性免疫相关疾病传统医

药研发技术体系的构建及应用”等 34 项科研成果为中国民族医药



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授予《蒙医方剂学选编》、《中华名医特

技集成》等 13 部著作为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学术著作奖一等奖；授

予《四部医典藏药配方集》《常见风湿病及相关骨科疾病中西医结

合诊治》等 20 部著作为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学术著作奖二等奖；授

予《黎族医药概论》、《中西医结合论治焦虑障碍》等 27 部著作

为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学术著作奖三等奖。希望受到表彰的项目完成

单位和完成人员再接再厉，不断进取，为弘扬各民族医药学术，推

动各民族医药科学技术的传承发展，为各族人民健康事业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附件：1.2020 年度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名单 

      2. 2020 年度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学术著作奖获奖项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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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度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名单 

（按项目申报编号排序） 

一等奖 17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级 

202001-01 

针刀松解颈周腧穴治疗颈椎

病技术创新体系构建及推广

应用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方铭，刘垒，孙钦然，王寿兰，刘维菊，

吴文庆，杨文龙，尹聪，崔晓鲁，于慧，李

国强，崔文强，郭闫萍，吴丙云，宫辉   

一等奖 

202001-02 
干眼中医内外治法的临床与

基础研究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湖南中医药

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谢立科，彭清华，郝晓凤，彭俊，黄少兰，

姚小磊，祁怡馨，吴权龙，曲昌海，张志芳，

周亚莎，张明明，肖文峥，胥静 

一等奖 

202001-03 

蒙药新黑苏嘎乌日勒对缺血

性中风作用机制的研究与应

用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乌兰图雅，特格喜白音，玉兰，图雅，小红，

阿日斯楞，包美玉，阿古达玛，凤梅，张兵

兵，白晶，温荣荣，领梅，高萨如拉，米卡·吾

孜玛 

一等奖 

202001-04 
基于药用植物亲缘学假龙胆

属药用植物品种整理与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 李旻辉，张娜，张春红，毕雅琼，郭文芳 一等奖 



202001-05 
广西民族医药治疗慢性肝

病、艾滋病的研究与应用 
广西中医药大学 

邓鑫，林江，韦燕飞，赵晓芳，文彬，彭佩

纯，陆运鑫 
一等奖 

202001-06 

基于“四象脾土和五脏”治

未病的中医 4P健康管理模

式构建与运用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谢胜，刘园园，刘倩，吕建伟，彭柳莹，张

丽敏，陈雅璐，廉永红，廖薇，李羚，劳祥

婷，陆盼回，廖婷，刘礼剑，黄晓燕 

一等奖 

202001-07 

基于草乌减毒效应的诃子化

学成分及缓和药性特征的相

关研究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

实验中心 
图雅，赵小亮，孙丽华，刘洋，李涛 一等奖 

202001-08 

蒙医特色疗法治疗原发性血

小板减小紫癜临床疗效观察

研究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布仁巴图，龚翠琴，哈申高娃，白呼和巴拉，

乌日图那顺，九姑娘，额尔敦都楞，王双连 
一等奖 

202001-09 
从脾论治代谢综合征的基础

创新研究与临床应用 
辽宁中医药大学 

石岩，杨宇峰，滕飞，潘海鸥，张文顺，王

楠，王安娜，马天驰，宋囡，李慧，徐娜，

刘可扬，乔铁，王飞，杨哲 

一等奖 

202001-10 
维吾尔医优势病种诊疗标准

的研究制定与应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医院，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药研究所，新奇

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 

斯拉甫•艾白，玉素甫•买提努尔，蔡秋杰，

吐尔洪•艾买尔，茹仙古丽•沙吾尔，买买提•

艾力，肖开提•阿布都拉，吐尔逊•乌甫尔，

尼罗法•塞提瓦尔地，伊河山•伊明，李治建，

阿斯亚•吾甫尔，阿里甫•恩提，阿孜古力·伊

力亚斯，热甫哈提·赛买提 

一等奖 

202001-11 
民族药方剂配伍理论的传承

与创新应用 

中央民族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药物研究所，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李志勇，韩涛，黄秀兰，杨伟俊，李林森，

黄海量，何江，李彦文，张丰荣，张明烁 
一等奖 

202001-12 

泻火解毒法治疗竹叶青蛇伤

凝血功能障碍的实验研究和

临床应用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文丹，何卫东，吴晖，邵丹，徐翠钦 一等奖 



202001-13 

《蕲艾绒分级质量标准》及

相关系列标准的研究制定与

应用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省蕲春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万定荣，武娟，江远明，周胜，徐涤新 一等奖 

202001-14 
中药民族药“真实世界研究”

方法技术创新及应用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

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

中心，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国

人民大学 

王志飞，谢雁鸣，庄严，黎元元，王连心，

支英杰，刘峘，杨薇，易丹辉，姜俊杰 
一等奖 

202001-15 
《诸病源候论》导引法研究

及推广应用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中国中

医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

础医学研究所 

代金刚，曹洪欣，宋军，姜秀新，张明亮，

周洪伟，程晓菲，吴晓霞，陈辉，郭娜，马

丽灵 

一等奖 

202001-16 
瑶医常见病及优势病种的规

范化研究及应用 
广西中医药大学，贺州市中医医院 

李彤，闫国跃，符标芳，谢阳姣，李海强，

李耀燕，李民杰，白燕远，杜俊芳，邹雯，

覃枫，韦晓嵘，唐一洲 

一等奖 

202001-17 
干燥综合征中医证侯分布规

律及疗效评价体系研究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维，薛斌，吴沅皞，姜泉，薛鸾，娄玉钤，

高明利，曲环汝，林昌松，尹国富，于健宁，

王新昌，苏励 

一等奖 

二等奖 21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级 

202002-01 民族医药文献学研究与应用 云南中医药大学 
罗艳秋，徐士奎，郑进，王正坤，刀金平，

张云，韩艳丽 
二等奖 

202002-02 
中医六气理论深化研究及其

知识图谱构建探索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杨威，杜松，王国为，于峥，张宇鹏，冯岩

松，冯茗渲，叶元，刘寨华，申力，陈希成，

王杰，王霜，王羽 

二等奖 



202002-03 
全国名中医林天东学术思想

传承与黎族医药理论挖掘 

海南省中医院，海南省食品检验检测中

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

南分所， 海南睿天名医传承中医有限

公司 

林天东，卓进盛，唐非，刘洋洋，邢益涛，

吴维炎，林学英，林佩芸 
二等奖 

202002-04 
基于三辨诊疗模式的中医护

理评估表及护理方案应用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宁余音，黄沂，韦衡秋，陈海燕，黄华勇，

吕艳，庞黎明，蒋争艳，潘东洪， 农玉梅，

蒋菲菲 

二等奖 

202002-05 
土家药的药效物质基础与应

用 

中南民族大学，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武汉职业技术

学院 

熊慧，刘新桥，田兰，袁桥玉，任永申，杨

光忠，徐婧，梅之南 
二等奖 

202002-06 
中药复方新药命名原则制订

研究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

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

究所 

党海霞，叶祖光，朱玲，李思迪，智恺，肖

孟熊，张广平，牟笑海 
二等奖 

202002-07 

民族药"同物异用"的科学内

涵研究—以夏至草和玉簪为

例 

江西中医药大学 何军伟，杨丽，曹岚，慕泽泾，杜小浪 二等奖 

202002-08 
中药民族药活性成分纳米载

药技术构建及应用 

广西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江

西中医药大学，桂林医学院 

奉建芳，胡凯莉，涂亮星，张玮，刘梅，齐

娜，唐云丽，吴卫，陈田娥 
二等奖 

202002-09 

基于赫依三穴研究蒙医灸疗

对 PCPA致失眠模型大鼠镇

静催眠作用机理研究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乎宝力格，高玉峰，韩志强，包哈申，那仁

格日乐，哈斯其木格，抗西白音，吉林巴雅

尔 

二等奖 

202002-10 

土家医药医疗标准及土家医

医疗技术操作规范的研究制

订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谭晓文，田华咏，李萍，杨新，杨德良，周

明高，田兰，彭治香，刘西平，王小军，田

刚，杨湘跃，刘成刚，吴一振 

二等奖 

202002-11 

芪丹通络颗粒对糖尿病痛性

神经病变疗效及氧化应激水

平影响的研究 

石家庄糖尿病医院，航空总医院，石家

庄市第四医院，石家庄市第三医院，临

漳县医院 

赵海彬，王永，贾玉玲，巨现朝，先锋，李

勇军，屈洪善，牛春雷 
二等奖 



202002-12 
 痔术后穴位注射止痛的临

床研究 
郑州市大肠肛门病医院 

宋太平，张威，刘全林，罗林山，宋敬锋，

郭孝然，郑南方，安书卷，朱桂霞，冯秋霞，

刘瑞涛，刘泉，刘超峰，杨锋 

二等奖 

202002-13 
新疆地产中药民族药安全性

评价技术建立及应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药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公司，新奇康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新疆银朵兰维药股份有

限公司 

李治建，闫明，尤力都孜·买买提，斯拉甫·艾

白，艾西木江·热甫卡提，买买提·艾力，.

窦勤，霍仕霞，阿布都吉力力·阿布都艾尼，.

希尔艾力·吐尔逊，李俊，尹海龙，陈金成，

黄磊，马福昌 

二等奖 

202002-14 
藏医催泻疗法治疗赤八砸久

病临床研究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德吉，白玛，尼玛多吉，白央，顿珠单达，

吉美旺久 
二等奖 

202002-15 蒙医传统疗术操作规范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姚哈斯，苗美，格日勒，白桂荣，敖其尔，

塔娜，苏雅拉，吴喜，旭仁其木格，乌云托

亚 

二等奖 

202002-16 
中医冲任理论在子宫内膜异

位症中的转化应用与发展 
江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梁瑞宁，徐玲，夏敏，李佩双，牛向馨，卢

君，王宝珍，余凯，温添生，彭佳华，彭雪

梅 

二等奖 

202002-17 
常用畲药全产业链质量提升

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 

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暨南大学，中

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浙江工商大

学，丽水市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丽水

学院，丽水市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 

程科军，吕群丹，陈军华，石智，李西文，

金叶，毛菊华，王奎武，王伟影，方洁，童

应鹏，吉庆勇，潘俊杰，廖北云，胡理滨 

二等奖 

202002-18 
壮医特色外治防治炎性疾病

的基础研究与应用 

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

院 

方刚，何晓微，张云，范小婷，梁明坤，陈

龙，王雪妮，曾振东，陈攀，段雪琳，张青

槐，杨美春，钟江，尚昱志，付宇蕾 

二等奖 

202002-19 

新安健脾系列方改善 RA 寒

湿证，湿热证患者感受及其

分子生物学机制研究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健，文建庭，黄传兵，汪元，谌曦，万磊，

曹云祥，纵瑞凯，孙玥，黄旦，孙艳秋，张

颖，王杰，王馨 

二等奖 



202002-20 
阴虚体质的基础研究及转化

应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体质与治未

病研究院 

俞若熙，王琦，倪诚，骆斌，李英帅，李玲

孺，王济，侯淑涓，郑燕飞，闫雪 
二等奖 

202002-21 脏腑推拿技术操作规范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长春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直门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王金贵，李华南，董桦，张玮，丛德毓，刘

长信，付国兵，赵强，房纬 
二等奖 

三等奖 34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级 

202003-01 

治疗难治性免疫相关疾病传

统医药研发技术体系的构建

及应用 

云南中医药大学，常州市中医医院 
万春平，左爱学，彭江云，顾瑛媛，李斯文，

郑喜，李兆福，祁燕，夏杰，徐莹 
三等奖 

202003-02 

壮医药线点灸对佐剂关节炎

大鼠 NF－κB/IκB 信号通

路的影响 

柳州市中医医院 蒋耀平，肖敬，李昆英 三等奖 

202003-03 
苗药续骨疗伤膏的研制及临

床应用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医医

院 

唐广应，任一，唐毅，侯凯波，胡鲲，李佳，

胡建山 
三等奖 

202003-04 

水药鹿角壮骨胶囊治疗骨折

及非感染退变性骨病的临床

及基础研究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医医

院 

任一，胡鲲，陈磊，甘龙飞，周多强，徐艳

群，叶敬，孔祥应，陆耀宇，胡建山 
三等奖 

202003-05 
以针刀松解术为核心的中医

特色疗法在基层的推广应用 

甘肃省中医院，兰州市西固区人民医

院，临夏回族自治州中医医院，金昌市

金川区中医院，临洮县人民医院，榆中

县甘肃中心卫生院 

王海东，李伟青，田雪梅，王爱华，王智明，

吴晓刚，金芳梅，吴燕，苏小军，刘雪君，

李向军，李熙红，阚丽丽，潘茂才，李昌瑞 

三等奖 



202003-06 祖卡木颗粒标准化建设 

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奇沐医

药研究院（有限公司），新疆维草集药 

材有限公司，新疆仁誉中药饮片有限公

司 

陈金成，季志红，李柯翱，马璇，张明惠，

范晨阳，潘小燕，李征，王亚，秦华夏，米

尔扎提·麦麦提，张玉君，赵璐，胡锐 

三等奖 

202003-07 
土家药对“湖北海棠-桑黄”

的质量标准研究与利用 
三峡大学 

贺海波，谈发明，汪鋆植，张宏歧，邓改改，

周维刚，郭东艳，石孟琼，罗涛，陈茂华，

黄燕 

三等奖 

202003-08 
“三维平衡正脊”治疗颈椎

病关键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孙国栋，王平，曹盛楠，刘垒，徐海东，王

军涛，刘世忠，刘振陶，张波，张文俊，田

丙生，齐春蕾 

三等奖 

202003-09 
茶多酚抗肺癌新生血管生成

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侯丽，陈信义，石凤芹，徐力，张雅月，王

婧，田劭丹，吕鹏 
三等奖 

202003-10 

温经化瘀止痛法治疗原发性

痛经的内分泌-免疫机制及

临床应用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王东梅，蔡平平，曹卫平，师伟，李霞，鲁

晨曦，马青，王丹丹，刘少玲，孟迎迎，杨

洁，吴美玲，张焕珍，吴芸芳，戴元权 

三等奖 

202003-11 

名老中医林沛湘教授学术思

想传承研究及安胃汤治疗慢

性胃炎及癌前病变的临床应

用推广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林寿宁，朱永苹，韦维，廖冬燕，唐友明，

林树元，屈泽强，姜俊玲，刘强，刘熙荣，

奚锦要，韦俊彬，林裕元，曾文彬，王潇晗 

三等奖 

202003-12 
补肺化瘀方防治非小细胞肺

癌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冯原，江颖，陈斯宁，周颖，李展华 三等奖 

202003-13 
寒痹康汤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的机制探讨及应用研究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庞学丰，刘欢，李玉玲，黄政治，冯玉青，

姚平，蒙宇华，林菊 
三等奖 

202003-14 
广西桂派手法治疗脊柱相关

疾病的传承创新与应用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中

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广西国际壮医

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 

唐宏亮，韦贵康，徐光耀，韩杰，庞军，何

育风，黄锦军，王开龙，卢栋明， 梁英业，

甘炜，廖文彦，莫巧明，王雄将，傅剑萍 

三等奖 



202003-15 
蒙药资源调查与品种整理，

质量评价及蒙药新药开发 
内蒙古民族大学 陈香梅，鲍布日额，奥乌力吉，良良 三等奖 

202003-16 
银屑病的蒙医学分类及诊断

方法研究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乌云，萨茹拉 三等奖 

202003-17 
蝮蛇咬伤中西医结合治疗方

案的规范化研究 
南通市中医院 

龚旭初，张允申，陈海东，杨万富，曹苏楠，

吴金娜，许建华，李逸梅，季佩东 
三等奖 

202003-18 
中医药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

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中医

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

院，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北京中

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刘雁峰，萧承悰，江媚，王铁枫，汤玲，李

冰冰，周雨玫，杨巧慧，武颖，辛明蔚，石

玥，申萌萌，梁嘉玲，  

三等奖 

202003-19 

基于 miRNA 层面的肝脾肾

同调法治疗糖尿病的表观遗

传调控机制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 
莫芳芳，高思华，张毅，于娜，白颖，暴雪

丽，左加成，穆倩倩，赵丹丹，田甜 
三等奖 

202003-20 
中医妇科名老中医学术思想

传承研究平台的开发与应用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宋殿荣，王雅楠，张崴，郭洁，刘三洪，韩

冰，赵琳，杜永红，张继雯，程倩倩 
三等奖 

202003-21 

基于“抗炎”活性的苗药铁

筷子（腊梅根）系统研究和

创新药物发现 

贵州中医药大学 钱海兵，李姝臻，李媛，刘晓龙，靳凤云 三等奖 

202003-22 
蒙西医结合治疗黄斑囊样水

肿的疗效观察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段香星，云丽娜，温都日勒 三等奖 

202003-23 
新疆民族药材分子鉴定体系

的建立与应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药民族药研究所，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李晓瑾，樊丛照，宋经元，阿依别克·热合

木都拉，姚辉，赵亚琴，王果平，朱军，邱

远金，贾晓光，张际昭，辛天怡，郭雄飞，

祁志勇，魏青宇 

三等奖 



202003-24 
壮医药物竹罐疗法的传承与

应用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李凤珍，钟丽雁，龙朝阳，滕红丽，蒋桂江，

梁艳，李妮，李婕，刘慧梅，李新明，王苑

俪，韦秀珍 

三等奖 

202003-25 

蒙药森德日—5味散消肿止

痛药理实验及临床疗效观察

研究 

阿拉善盟蒙医医院 
阿拉嘎，赵长宝，陈乌云，陈哈斯，海艳，

娜日苏，乌日娜，杨巴嘎纳，斯钦特古斯 
三等奖 

202003-26 

基于蒙医基础理论的幽门结

扎性肝损伤病症模型的建立

并病理机制基因组，蛋白组

学研究 

内蒙古民族大学 
王欢，佟山，红梅，巴根那，王秀兰，乌仁

图雅 
三等奖 

202003-27 

尪痹片辨治早期类风湿性关

节炎临床试验及作用机制研

究验证“欲尪”理论 

中日友好医院 

阎小萍，王志飞，沈晓燕，沈霖，高春升，

陈璐，郑继宇，雷翔，林昌松，苏励，涂胜

豪，朱跃兰，汤建平，张剑勇 

三等奖 

202003-28 
蒙医放血疗法治疗血管性头

痛的临床研究及系统评价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双梅，朝鲁，朝鲁门，图雅，包青山，海青

春，好毕斯哈拉图，满达 
三等奖 

202003-29 蒙医常见病诊疗指南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乌兰，特木其乐，陈沙娜，斯钦，纳顺达来，

巴虎山，蒋栓柱，纳贡毕力格，姚哈斯，伊

乐泰，包图雅，斯琴，萨其拉，查干其其格，

刘宝花  

三等奖 

202003-30 
畲药成分分析技术与畲医药

临床应用 

丽水市中医院，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丽水市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 

陈礼平，潘铨，王娜妮，张晓芹，王慧玉，

刘帅英，许平翠，李诗国，郑海霞，王绪平，

程晶晶，王继珍，刘忠达，周敏华 

三等奖 

202003-31 
壮药传承创新及质量标准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制药

厂，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朱华，何天富，韦松基，王孝勋，傅鹏，张

淼，苏健，申利群，蔡毅，蒙平，滕建北，

梁子宁，黎理，马雯芳，谢凤凤 

三等奖 

202003-32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黄建业教

授“理脾为先”学术思想诠

释 ————运脾散（颗粒）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彭玉，刘文，庞平，陈竹，冷丽，陈大业，

孙海鹏，杨见辉，张力文，李春，杜莎莎，

王乔，余江维 

三等奖 



治疗小儿厌食作用机制与应

用研究 

202003-33 

益气养阴活血法对糖尿病肾

病系膜基质与 Rhoa/ROCK 信

号传导相关性研究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宋纯东，高敏，喻青，杨晓青，赵素玲，宋

丹丹，吴晨晨，张绿凤，秦林芳 
三等奖 

202003-34 
环保，节能，恒温，长效新

科技连氏艾灸研究及应用 
上和元（北京）中医研究院有限公司 

魏玉香，张惠萍，高军涛，张文荣，翟煦，

洪小茜，张宏艳，郭丹丹，崔冰洁，王双坤，

陶桂玲，李建书，连靖娉，连宝领，刘伟娜 

三等奖 

 

 

 

 

 

 

 

 

 

 



附件 2 

 

2020 年度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学术著作奖获奖项目名单 

（按著作申报编号排序） 

一等奖 13 部 

项目编号 著作名称 授奖作者 获奖等级 

202001-01 蒙医方剂学选编 乌力吉等 一等奖 

202001-02 动物本草 杨仓良等 一等奖 

202001-03 中华名医特技集成 王凤岐 一等奖 

202001-04 
《蒙药正典》放血灸疗针刺穴位

研究 
乌兰等 一等奖 

202001-05 
国医大师包金山与中国蒙医整骨

学 
包金山等 一等奖 



202001-06 壮药选编 黄瑞松等 一等奖 

202001-07 蒙医史研究 喜杰 一等奖 

202001-08 新编大肠肛门病学 宋光瑞等 一等奖 

202001-09 
索瓦日巴（藏医药）—中华民族

医药学中的瑰宝 
白玛央珍等 一等奖 

202001-10 蒙医传统整骨技术操作规范 乌兰等 一等奖 

202001-11 蒙医传统外治器具 斯钦等 一等奖 

202001-12 壮医针灸学 林辰 一等奖 

202001-13 中国最美经方丛书 柳越冬等 一等奖 

二等奖 20 部 

项目编号 著作名称 授奖作者 获奖等级 

202002-01 实用蒙医整骨学 胡达来等 二等奖 



202002-02 脊柱推拿的基础与临床（第二版） 李义凯 二等奖 

202002-03 
哈尼族系列医方（《哈尼族单验

方》，《哈尼族药膳方》） 
陈祖琨等 二等奖 

202002-04 四部医典藏药配方集 久美彭措等 二等奖 

202002-05 五运六气研究 杨威等 二等奖 

202002-06 仡佬族药物彩色图谱 王华南等 二等奖 

202002-07 
易修珍妇科医理发微及难治病诊

疗精粹 
易修珍等 二等奖 

202002-08 藏医护理规范（藏汉双版） 宗吉 二等奖 

202002-09 苗族药物彩色图谱 张敬杰等 二等奖 

202002-10 民族药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研究 刘圆等 二等奖 

202002-11 《哲对宁诺尔》研究 包哈申等 二等奖 

202002-12 科尔沁蒙古族传统药物 鲍布日额 二等奖 



202002-13 医经八支 苏和等 二等奖 

202002-14 决密宗旨 斯琴巴特尔 二等奖 

202002-15 
常见风湿病及相关骨科疾病中西

医结合诊治 
阎小萍 二等奖 

202002-16 琉璃鉴 额定巴雅尔 二等奖 

202002-17 蒙医时间医学 毕力格等 二等奖 

202002-18 
病历记载--蒙医临床医疗文献规

范化书写指南 
包长山 二等奖 

202002-19 
系统生物学在中医风湿病中的应

用实践 
刘健等 二等奖 

202002-20 
越辨越明少阳病：余秋平讲《伤

寒论》之少阳病篇 
余秋平 二等奖 

三等奖 27 部 

项目编号 著作名称 授奖作者 获奖等级 

202003-01 蒙医疗术铜人考证 包金荣等 三等奖 



202003-02 
名老中医冯建华学术经验辑要--

甲状腺疾病临床治验 
徐灿坤等 三等奖 

202003-03 蒙医古籍特色护理规范化整理 乌兰等 三等奖 

202003-04 中医治法 杨向东等 三等奖 

202003-05 中医局部特色诊法 彭清华等 三等奖 

202003-06 朝医护理学 吴松花等 三等奖 

202003-07 乌审旗药物图 孟克那顺 三等奖 

202003-08 名医临证精华 赖祥林等 三等奖 

202003-09 藏医外治疗法概论 才让三知 三等奖 

202003-10 黎族医药概论 林天东等 三等奖 

202003-11 常用毒性蒙药的整理 红艳 三等奖 

202003-12 彝药化学 尚远宏等 三等奖 



202003-13 藏药配方配伍解析理论方法研究 顿珠等 三等奖 

202003-14 龙氏治脊疗法（第二版） 范德辉等 三等奖 

202003-15  蒙医心身医学  纳贡毕力格等 三等奖 

202003-16 蒙医金方集 敖德毕力格等 三等奖 

202003-17 宋光瑞肛肠病临证经验实录 巩跃生等 三等奖 

202003-18 津沽小儿推拿 王金贵等 三等奖 

202003-19 蒙药临床药师基础技能与实践 宝山等 三等奖 

202003-20 
输卵管妊娠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与

应用 
邓高丕等 三等奖 

202003-21 壮药学基础 温海成等 三等奖 

202003-22 蒙医传统外治法-尼如哈 布图雅 三等奖 

202003-23 心灵甘露（一） 纳贡毕力格 三等奖 



202003-24 中西医结合论治焦虑障碍 贾竑晓等 三等奖 

202003-25 黄帝内经十二经脉与子午流注 杜金凯 三等奖 

202003-26 白金龙临床医案 白金龙 三等奖 

202003-27 心转病移 包丰源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