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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联藏医药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年会暨藏医

心身医学学术研讨会会议通知 

（2017 年 10 月·美国） 

尊敬的各位同仁： 

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藏医药专业委员会主办，哈佛大学医学院神经病学系、

美国麻省总医院遗传与衰老研究中心、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整合医学研究与卓越

培训中心、威斯康星大学文化语言服务中心、达特矛斯大学人类学系、加州大学旧

金山分校医学人类学系等联合承办的“世界中联藏医药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年会

暨藏医心身医学学术研讨会”定于2017年10月6至7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Joseph	

B.	Martin	 会议中心召开。 

学术会宗旨：  

现今国内外都承认藏医药是一种提供了多种治疗模式的治疗系统，这些治疗模

式穿越了身和心的分界线，讲究身心合一。然而，对于和西方科学相关的藏医药功

效、实践和转化，我们还有很多研究要做。一方面，研究者们致力于研究正念对身

体健康的益处，关注藏医药健康体系中的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研究者们正把藏药

视为针对性治疗手段来进行探索，通常将它应用于生物医学定义的疾病；并正为它

投资于全球药物市场。此次大会将召开全球论坛，以探索与精神和身体相关的藏医

药理论和实践的继承与发展，也就是现在许多人所说的身心，参会者将讨论他们正

在进行的藏医药研究，这些研究通常与诊治疾病、增进健康，以及发展与健康相关

的身心科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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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大会的目的是通过相互理解和共同努力，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跨学科研

究，加强合作，国内外藏医药研究成果正在相互吸收、融合和优化，这能促进藏医

药的综合发展，并阐明藏医学对健康的贡献，会议搭建传统藏医从业人员与西方学

者、科学家和医师进行学术对话的平台，帮助确立未来研究和国际合作的努力方向，

这些努力将保留藏医药传统、提升藏医药标准，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大会将会邀请藏区和西方的医师、科学家、历史学家、文献学者、人类学家、

学者、学生、专业人员，以及任何对藏医药的研究和实践感兴趣的人来参加为期两

天的会议。会议内容包括主题报告、大会报告、研究海报展示、主题展览、主题电

影放映，以及其他展示和实践演示。会议议程均在同一地点进行,前后大约有40位演

讲者，会议可容纳多达480参会人员。若有参会者希望展示自己的工作却未被邀请进

行演讲，可以做海报展示。 

学术会议议题：  

1．探索与身心治疗相关的历史、理论与实践； 

2．藏医学的精神方法如何转化成心理健康； 

3．传统藏医学在西方医疗实践中的整合； 

4．从完整医疗系统的角度来探索相关研究成果； 

5．藏医药药理学和藏医药的临床试验； 

6．与生态和环境相关的藏医药。 

学术顾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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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玛次仁，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藏医学院校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藏医药专

业委员会名誉会长； 

久美彭措，主任医师,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藏医药专业委员会会长、青海久美藏

药集团董事长； 

Rudolph Tanzi, 博士，哈佛大学医学院神经病学系终身教授兼副院长，麻省总医院

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院遗传与衰老研究中心主任； 

Janet Gyatso，博士，哈佛大学神学院终身教授兼副院长。 

会务组成员：  

仁青东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藏医药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青海大学藏

医学院副教授； 

Paul J. Mills，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家庭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系教授，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整合医学研究与卓越培训中心主任，加利福尼亚州Chopra研

究中心主任； 

Vincanne Adams，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人类学系教授兼副院长； 

Sienna Craig,  博士，美国达特茅斯大学人类学院副教授兼副院长； 

张灿, 医学博士, 哈佛大学医学院神经病学系副教授、美国麻省总医院神经退行性疾

病研究院遗传与衰老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Yangbum Gyal,TMD, L.Ac, 威斯康星大学旧金山麦迪逊分校文化语言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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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让南加, 博士，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藏医药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青海民族大

学副教授。 

主办单位：世界中联藏医药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哈佛大学医学院神经病学系\美国麻省总医院遗传与衰老研究中心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整合医学研究与卓越培训中心 

威斯康星大学文化语言服务中心 

达特矛斯大学人类学系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人类学系 

一、大会主题 

藏医身心健康：穿越分界线 

二、征文内容 

本届学术年会会议的征文内容： 

大会及小组讨论：藏医心身医学的发展史、理论和实践，藏医心身医学的翻译，

藏西医结合，藏医药理论体系研究，藏药研发与临床研究，藏医药与生态环境的关

系等相关研究内容。 

三、交流方式  

1. 会议将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教授、学者做大会主题发言； 

2. 投稿论文将采取大会特邀报告、大会发言、壁报展示等多种形式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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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会交流语言  

   本届学术年会会议的交流语言为英语。 

五、征文要求  

1. 凡未在国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的论文均可投稿； 

2. 所提交的论文原则上为英文全文或摘要，并注明论文题目、作者、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邮政编码； 

3. 论文需用 word 格式排版，小四号字，1.5 倍行距，标准字间距； 

4. 论文字数 3000-5000 字； 

5．参会论文以附件形式发送电子邮件至 rqdd@yahoo.com。   

   6. 截稿时间：2017 年 7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寄出时间为准，逾期恕不受理）。	

六、会议时间  

2017 年 10 月 6 日-7 日。 

七、会议地点  

会议地点：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 Joseph B. Martin 会议中心 

地    址: 77 Avenue Louis Pasteur, Boston, MA 02115 

电    话:	 	 (617) 432-8990	

八、会务费用  

	 	 	 	 本届学术年会会议不收取会务费，会务资料免费发放，餐费由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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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组承担，住宿费、考察费用自理（注：考察参观者请务必谨慎交通

安全事宜）。	

九、会议注册  

1．参会者登录注册：www.Tibetanmedicineconference.org/register；	

2．国内参会者出境手续（邀请函、签证、往返机票）由会务组相关

人员统一办理。	
十、学分授予  

参会人员可授予国际级中医师继续教育Ⅱ类学分 6 分。	

十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仁青东主 Vincanne Adams Can Zhang  才让南加 

联系电话：仁青东主（15297189073）  才让南加（15597441199） 

     电子邮件：rqdd@yahoo.com；tibetan_tsering@yahoo.com; 
 
 

世界中联藏医药专业委员会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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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联藏医药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年会暨藏医心身医学学术研讨会  

回执表  

姓名  性别  国籍  
出生

年月  省    份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详细通讯 
地址  技术职称  

邮政编码  
电子

邮箱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手机： QQ 号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