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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简报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ATCMS）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于 2009 年 2 月 15 日下午在法拉盛喜来登大酒店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理事会议，28 名理
事出席了会议，监事会主任陈国光医师代表监事会列席了会议。
李永明会长主持了会议，并代表本会常务理事会对 2008 年度的会务工作进行了总结。他指出：2008 年是美国中医药
针灸学会 (ATCMS) 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顺利地完成了第一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的组
建工作；起草、讨论并通过了学会章程，确立了学会民主化的办会方向；建立了严格、透明的财务工作程序，完善了学会
管理制度。我们成功举办了国际中医峰会和一系列中医针灸学术讲座，并就有关与中医针灸业者的专业权益密切相关的立
法及健保事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兑现了我们 “民主办会、发展中医、服务会员” 的承诺。李永明高度评价了本会工
作团队成员的工作效率和服务热沈，对各位为本会的健康发展而辛勤工作的同仁们表示感谢，具体内容见秘书长起草的
“请为他们鼓掌加油——记一群为了美国中医葯针灸学会的健康发展默默奉献的中医人” 。李永明还提议，对本会郑灵
秘书长在创会以来，尤其是在峰会期间，为学会及会员所做的大量工作和付出的辛苦劳动表示真诚的感谢，并颁发特别贡
献奖状（Virtual Award）, 与会理事全体鼓掌向郑灵医生表示感谢。
本会司库廖向红医师代表本会向全体参会理事报告了 2008 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并介绍了本会为 5.12 四川大地震赈灾
筹款情况及捐款资金处理。(本会财务报表已电邮给监事会和理事会成员审核)
与会理事就 2009 年度工作计划进行了讨论，决定今年除了安排 4 次大型学术讲座外，争取安排若干次小型学术座谈
会或专题(或病例)讨论会，内容和形式不限，以临床实用性为主；为活跃会务工作，加强与会员间的联系和交流，争取于
晚春或夏季举办一次户外联谊活动，并考虑举办文娱联谊活动，这一系列活动由郑欣、葛玉兰、李惠和史洁等医师统筹规
划安排；与会者希望本会能利用学会网站和会员通讯建立起会员间联系和交流的平台，给会员提供表达其个人建议和意见
的渠道和机会，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会员提供求职资讯。
本会感谢每一位为本会的会务工作奉献心力的义务工作者，感谢每一位参会人士以主人翁的态度为本会的建设和发展
而献策建言。这种热情、无私、参与、奉献的精神，是本会最珍贵的无形财富，也是我们共同的学会事业获得成功的基本
保证！
(Ling Zheng)

关于举办小型“临床研讨会”的计划
根据理事讨论，学会拟安排不定期小型学术研讨会。形式可以灵活多样，内容以临床病历和会员关心内容为主，地点及
是否申请学分由主办人决定，参加人员不宜过多，暂定名为 ATCMS Workshop。 每次讨论会由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医群
体”主办，以地域命名。比如北京、上海、辽宁、广东、福建、纽约研讨会等等。会员可以通过研讨会加强联系，切磋
技艺，提高专业水平，加强区域凝聚力。希望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医会员提出各自的计划和建议，学会将统一安排日程。
Beijing-Workshop, Shanghai-Workshop, Liaoning-Workshop, Guangdong-Workshop, Fujian-Workshop, New York-Workshop
缴纳 2009 年度会员费通知
本会己开始征收 2009 年度会员费，每位会员每年 50 美元。没交会费会员和有意入会人士，请开支票付给 “ATCMS”
寄往：American TCM Society，14 East 34th Street，5th Floor，New York，NY 10016。
会员登记表: www.ATCMS.org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ATCMS)成功举办新年首次学术活动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于 2 月 15 日在法拉盛喜来登大酒店举办了本年度的首次学术活动。由 Michael
Taromina 律师和杨秀娟博士分别进行了演讲。来自纽约、新泽西、康州、马里兰州和滨州等地的一百二十多名执照针
灸师、中西医师和中医药业者出席了会议，并与演讲者就许多专业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作为 NCCAOM 职业道德操守委员会主席和多家针灸中医机构的法律顾问，Michael Taromina 律师为与会者
讲解了中医针灸相关“职业道德法规与操守条例”，通过案例分析，深入浅出的指导大家如何妥善处理医患关
系，减少医疗纠纷风险，在行医所在州相关法律范围内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Michael Taromina 律师对与会者所
关心的问题作出详细解答，并就中医药的立法问题提出建议。中医药的立法不仅关系到中医药业者的权益，更
关系到中医药在美国的发展和更有效地为大众健康服务。
杨秀娟医师主讲的内容是“奇经八脉的临床应用”。杨医师以自己在长期科研、教学和临床工作中获得的
丰富知识和经验，考古博今，引经据典，佐以自己亲自主持的临床对照研究成果，向与会者展示了奇经八脉在
临床治疗上，特别是在治疗忧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疾患时的独特效果。并为大家讲解了技术细节。
与会者对此次学术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普遍认为报告者学术素质高，经验丰富，准备充分，内容实用及
时。对于在当前形势下加强中医针灸业者法律意识和专业能力大有裨益。在报告间隙, 学会秘书组以问卷调查方
式向广大会员和与会者征求意见, 获得了热烈回应, 收到数十条建议, 对学会今后的工作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这
种积极的参与意识也是我们学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欢迎大家随时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提供给学会秘书组，群
策群力，将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办得更好。
有关本次活动的详细内容和讲稿及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的更多信息，欢迎查阅网站：www.atcms.org
(Ming Liu)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春季中医妇科专题讲座
── 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早衰及其所致不孕之中医临床治疗及机制探讨
值此冰雪消融、春回大地之际，我们有幸请来了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妇科专家欧阳惠卿教授及朱玲博士等
一行来纽约开设中医妇科专题讲座（时间３月２２日，见 www.ATCMS.org）。广州中医药大学妇科是全国两个中
医妇科国家重点学科之一，中医妇科的临床、科研、教学实力雄厚，已故中医妇科名家罗元恺教授曾是第一代
学科带头人。围绕着中医妇科及生殖专科的临床常见病及难治性疾病，诸如子宫内膜异位症、习惯性流产、卵
巢早衰、免疫性流产及不孕等作了大量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本次的演讲者之一欧阳惠卿教授是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妇科的第二代学科带头人，曾任妇科教研室主任多
年，被选为全国第三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师承带教老师，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欧阳
教授从事中医妇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四十多年，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近年专注于子宫
内膜异位症所致痛经、月经不调及不孕症的研究。多次受邀在国际性中医药学术会议上作演讲。她还主编及协
编了多部中医妇科专箸，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在国内中医妇科领域享有一定的声望。此次欧阳教授来纽约将
给大家讲授“子宫内膜异位症及所致不孕症的中医临床治疗经验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策略与优势探讨”。子宫
内膜异位症在美国极为常见，西医的手术及药物治疗收效明显，但易有反复及副作用，配合中医活血化瘀为主
的治疗常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单独中医药针灸治疗也常能取得良好效果。
朱玲博士是本次专题讲座的另一演讲者，其讲题为“卵巢早衰的中医药治疗临床和机制探讨”。朱玲博士
可谓广州中医药大学妇科专业的第四代新星，除了进行卵巢早衰的临床治疗探讨之外，她还主持了多项国家和
省级的有关卵巢早衰的中医药治疗机制研究，其研究结果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实验依据。众所周知，卵巢功能减
退或早衰在美国的中医针灸诊所可谓常见，尤其在不孕症的病例中。对于这种病例，西医的方法是基本放弃或
顺其自然观察。然中医药针灸治疗确有优势，只要病人能坚持并积极配合，常可收到奇迹之效。总之，本次的
讲题非常实用、精彩，演讲者不远万里来自中国，机会实为难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郑国萍）

ATCMS News & Views
临床摘要
针灸治疗紧张性头痛和防治偏头痛疗效通过循证医学“金标准”验证
循证医学系统性评论数据库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2009 年第一期发表了来自同一国际协作组的两篇论
文。 一篇题为“针灸防治偏头痛”，另一篇题为“针灸治疗紧张性头痛”。作者通过对大量文献数据的严格筛选和统计学处
理，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已获得的研究资料表明，针灸在防治偏头痛方面至少与预防性药物效果相当，或许更有效，而且较
少副作用，应作为愿意接受针灸治疗病人的选项”；“对于阵发性或慢性紧张性头痛患者来说，针灸是有价值的非药物治疗手
段”。以严格的多源文献数据分析为基础的系统性评估被认为是循证医学的“金标准” (The Golden Standard)。详细内容请查
阅：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Issue 1, 2009
（Ming Liu）

常用抗癌止痛方应用

张智敏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国中医药报》 2009 年 3 月 4 日

芍药甘草汤（《伤寒论》）：该方由白芍、炙甘草组成，具有酸甘化阴、解痉止痛等功效，为缓急止痛之良方。现代药理
研究表明本汤方对中枢性、末梢性横纹肌痉挛有显著的镇静作用，对躯体和四肢或深部的平滑肌脏器如胃肠、胆囊、膀胱、输
尿管、子宫及血管痉挛均有很好的双向调节作用，适用于肿瘤患者四肢及腹部痉挛性疼痛，其中白芍用量 30 克～60 克。
金铃子散（《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该方由川楝子、玄胡组成，具有行气疏肝、活血止痛等功效，是气郁血滞而致诸
同痛的基本方，常用于肿瘤病人的胸胁痛。玄胡用量 30 克～50 克。
天台乌药散（《医学发明》）：该方由乌药、木香、小茴香、青皮、槟榔、川楝子、高良姜、巴豆等组成，具有理气散寒
止痛等功效，常用于肿瘤患者寒凝气滞之腹痛。
失笑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该方由五灵脂、蒲黄组成，具有活血祛瘀、散结止痛等功效，本方为治疗瘀血作痛的
常用方，一切瘀血积滞疼痛均可选用。
活络效灵丹（《医学衷中参西录》）：该方由当归、丹参、生乳香、生没药组成，具有活血化瘀、通络镇痛功效。本方祛
瘀止痛之力颇强，临床常用于肿瘤之心腹、臂腿疼痛。
身痛逐瘀汤（《医林改错》）：该方由桃仁、红花、当归、牛膝、没药、甘草、川芎、五灵脂、地龙、香附、秦艽、羌活
组成，具有活血行气，祛瘀通络、通痹止痛等功效，汤中将大量活血逐瘀药与少量的祛风胜湿药巧妙组方，意在血行则可祛瘀
，瘀血尽去，则寒、湿等邪亦随之而散，可用于肿瘤之周身疼痛。
川芎茶调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该方由川芎、白芷、羌活、细辛、防风、荆芥、薄荷、甘草组成，具有疏风止痛
等功效，其中川芎治少阳、厥阴经头痛，羌活治太阳经头痛，白芷治阳明经头痛常习用于肿瘤引起的头痛。
自然铜散(《世医得效方》)：该方由自然铜、乳香、没药、苏木、降香、川乌、松节、地龙、血竭、龙骨、蝼蛄组成，具
有活血止痛、接骨续筋等功效，常用于肿瘤骨转移疼痛。
小金丹（《外科证治全生集》）：该方由制草乌、五灵脂、地龙、当归、乳香、没药、密香、香墨等组成，具有活血止痛
、解毒消肿等功效，对轻、中度疼痛有效，尤对乳腺癌、骨肉瘤常用。
西黄丸（《外科证治全生集》）：该方由牛黄、乳香(醋制)、没药(醋制)、麝香组成，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等功效，对
肝癌疼痛常为首选。
云南白药：该方由由三七、蚤休、冰片、麝香等配制而成，具有止血愈伤、理血祛瘀、消肿镇痛等功效，近年广泛用于癌
性出血、疼痛。在服用云南白药期间，忌食蚕豆、鱼类、辛辣、酸冷等。
小活络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该方由川乌、草乌、地龙、乳香、没药、南星等药物组成，具有活血化瘀、舒筋通
络、行气止痛等功效，镇痛作用明显，用于各种肿瘤疼痛。
阳和丸（《外科证治全生集》）：该药由熟地、肉桂、麻黄、鹿角胶、白芥子、姜碳、生甘草组成，具有温阳补血，散寒
通滞等功效，适用于乳腺癌、甲状腺癌、恶性淋巴瘤、骨癌等证属阳虚寒凝之疼痛。

针灸治急性腰痛

蔡晓刚 山西省洪洞县中医医院 《中国中医药报》2009 年 3 月 6 日

针灸治疗腰痛因病因不同疗效常有差异，腰扭伤引起的急性腰痛，针灸往往可以即时见效。
若症见起病急骤，疼痛剧烈，痛点固定，痛而拒按，腰部活动受限，活动、咳嗽、喷嚏、深呼吸时症状加重，休息后痛疼
可以缓解者。治宜行气化瘀、通调阳脉，取养老、印堂、攒竹。患者取仰卧位常规消毒后毫针直刺养老 0.8 寸，针尖向上沿皮
刺印堂 1 寸，针尖微微向上直刺攒竹 0.5 寸。施以小幅度提插手法约 1 分钟，以养老穴处有麻胀感沿小臂尺背部向肘关节方向
传导，印堂、攒竹局部憋胀为佳。同时令患者自行活动腰部至疼痛消失、活动自如后起针。连续治疗 3 天，如果还有痛感从第
4 天起隔日 1 次，连续 7 次。

会员园地 Members Forum
2009 年 3 月
春天来了,万物生发的季节来了,树木花草的新生命来了。伴随而生的又是一个喜讯---我们学会的百花园建成了！我们每
个会员都随之成为了其中的园丁。这个花园属于你，属于我，属于学会大家庭的每一个辛勤工作的园丁。当然，她也需要您的
培育，您的浇灌和您的爱护。目前园地还很小，花草还很孤单稚弱，但如有您的参与，终有一天会迎来百花齐放傲然艳丽的那
一天。

园地论坛：
峰会后记
北美的 11 月秋意已浓, 霜寒将至，2008 年的冬天是个冷冬,不光气候异常寒冷，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风暴，使得北
美更是雪上加霜。然而一股热浪潮 在美国的针灸界涌动着, 给美国的针灸同仁带来阵阵暖流。
2008 年 11 月 1 日“纽约国际中医峰会”正式开始了，简单隆重的开幕式，很快进入了主题，各方政府有关部门对中医
针灸的认识和政策的介绍，两位会长对针灸在美国发展过程的演示，显示了美中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针灸中医的重视逐渐加深，
让我们看到中医针灸发展的前景和希望。接下来丰富多彩的学术会场，人头攒动，热闹而有序，精湛，独到的技术讲解，毫无
保留的传授，认真地学习，探讨，让参会者收益匪浅。来参会的同仁和嘉宾络绎不绝，使得登记接待组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
有。持续两天的会议，事无巨细，状况百出，可是不论有什么新的任务出现，一呼有应，无论是哪个组的人都会相互支持配
合，很快就能解决问题。
精美丰富的峰会特刊，饱含了学术组几个月的心血，至今有些没有参加峰会的人看见了，还在想方设法的找一本。别
出心裁录制和编辑的 DVD，播放出来让人耳目一新，实在是值得保存的珍本。
峰会的成功，给了纽约中医人很大的鼓舞和信心，也仿佛瞬间提高了中医人的地位和素质，让我们看到了更加光明的
前途。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看到了在纽约的中医人里，有很多是人品高尚，胸怀大局，坦荡正直，乐于无私奉献的人。两个学
会，齐心合力，各挥所长，使峰会的策划、组织、学术和节目安排，质量及效果都非常成功。
学会在短短的时间里，无论在学术上，在会员发展上，理事会成员的配合上，都是取得了和谐，团结，齐心，努力的
好局面。财务上的盈利，无疑离不开组委会成员的无私贡献。所有的工作都是组委会成员在没有任何报酬，在工作之余，甚至
是放下了自己的工作去完成的。
在峰会的筹备期间，会议期间，会后，我结识了更多的同仁，好像找到了我的“同类”--- 诚恳，坦荡，认真，勤勉，
感觉有“类” 可在他乡聚在一起了。时过四个月了, 至今与同道者谈起来，还喜悦犹存，余兴未尽。
峰会的晚会上一首高亢的“长江之歌”，让我们仿佛背靠齐天的珠穆朗玛峰，胸怀滔滔长江黄河之水，我们这些满腹
的“内经”“金匮”， 一袖的“经络，穴脉”的炎黄子孙，在这片翠绿的异国他乡，传播灿烂的中华文化，造福世界人民康
健。正如毛小妹在演唱之前说的：我们是用心在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史劼）

经验交流: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针灸治疗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俗称打鼾，是临床上的常见疾病。 据美国流行病学调查初步估计，40 岁以上男性的患病率为
1.24％，Fairbanks 称，30～35 岁的人群中，有 20％男性和 5％女性打鼾；60 岁左右者，则有 60％男性和 40％女性打鼾；肥胖
者打鼾的要比瘦者多 3 倍；严重的打鼾者与相同年龄和体重的不打鼾者比较，前者和高血压的可能性更多，且往往发展成为阻
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打鼾可发生于任何年龄，甚至婴儿和儿童，男女均可发病，但多见于 40 岁以上男性；女性则多见于绝经
后，其病情多较男性为轻。少数病例可有家族史。
现代医学对打呼噜的病因分析: 1. 上气道解剖狭窄：鼻、咽、息肉、粘膜充血; 软腭低垂、神经失误; 悬雍垂增粗、增大;
舌体肥厚、舌根后坠; 咽喉部软组织肥厚、脂肪沉积。2. 呼吸系统疾病: 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3. 内分泌系统疾病：肥胖、
甲状腺功能减退、肢端肥大症、肾上腺皮质增生、脑垂体机能减退。4.自主神经功能不全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心脏血管系统
机能减退。5. 遗传因素。 总之, 打呼噜的首要病因是上呼吸道阻塞。既有解剖上狭窄，又有全身功能上的缺陷。总括突出的
是：肥大、中枢神经、功能衰退、呼吸系统炎症几种。
中医病机可分为痰阻肺窍型, 外邪客肺型, 肺肾脾虚型, 气阴两虚型和肺肾阴虚型。
取穴： 上星，人中，天突，廉泉(上廉泉)，外廉泉，迎香，列缺，太冲。针刺方法：1.5 寸针天突, 上廉泉，外廉泉，其它穴用
1 寸。 穴位解释: 鼻为肺之窍, 为脑窍五官之一, 我们因此采用开肺气调脑窍来治疗打鼾,。 任督两脉皆通于脑, 所以多数穴位来自
任督两脉。 其中最重要的穴位是天突, 廉泉。 肝经入鼻内, 选同经穴位上病下治, 列缺为八脉交会穴之一, 用来开胸通肺利喉咙。
（杨秀娟、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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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女中医，大学教授，擅长中药、针灸及中西医结合，愿服务于华人社区，每周两天，聘用或合作，待遇面
议。有意提供诊所者，请电 Margaret（646）402-1527。
分租：Newly Renovated professional office for rent. Beautiful, new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 office. Located in Forest
Hills, Queens, convenient to all transportation and foot traffic. 3 private treatment rooms, fully furnished with build-in
restroom, central air, equipped with telephones, fax, computer, free high speed internet, copy, treatment beds.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the growing business. Minimal 2 days a week, asking $850.00/month for 2 days rent/week. There will
be discount, if rent for additional days. Other offers will be negotiable. Must see!!! No fees. First come first occupancy. Call
at 718.997.8300 from Mon. to Sat. bt. 10 am to pm.

幽默 二则：
（1）"白領" --- 就是今天發了薪水，交了房租、水電瓦斯費，買了油、米和泡麵，摸摸口袋剩下的錢，感歎一聲：這月薪
水又白領了。 （2）"無言" --- 法官問：你為什麼印假鈔？罪犯說：真鈔我不會印。（史劼医生会）

会员建议:
我会成立以来，为广大会员办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尤其是 2008 年成功举办了纽约中医国际峰会。希望今年继续努
力，在条件允许时再举办一些大型学术活动。鉴于此，我有两个建议：1。建议进一步了解中国国内的中医药及针灸方面的
学术动态及进展情况, 以便向广大会员做一介绍。这样可以和国内的学术界做到互动。2。美国的尤其是纽约的 MD 听 300
小时课就能拿到针灸执照，这是极不合理的事情。建议学会领导，通过一定的法律来解决此问题。（杨亚各，本会顾问）
值春节朋友聚会之际,与几位同道闲聊,谈到学会之事，现我简述一下他们比较感兴趣的题材:医学伦理有关法律方面
的问题, Billing 方面有关 Bill 不同的 Code 的具体说明或注意事项, 有关 Cancer 的中医药整合治疗及中医药在治疗 Cancer 中
的角色, 更年期综合征的中医及针灸治疗等。他们还对针灸及中医药在未来几年在美国和纽约州的地位和能否在立法方面取
得进展深感关注。
( Sharon Zhang )
我们是刚刚入会的新会员，本着“民主办会，发展中医”的宗旨，使本会在牛年的工作更上新台阶，我们建议全体
会员应当树立以下几个意识：1.会长意识: 中医学会是全体会员的学会。每一个会员都应该自问“如果我是会长中医学会应
当如何生存和发展？”。倘若几百个“会长”集思广益，出谋划策，中医学会如何不兴旺发达？ 2. 创业意识: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中医药学存在于美国仅有 30 几年的历史。在西方人眼里，中医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中医药在美国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迅速。面对新形势的机遇，我们应当肩负使命，迎接挑战，树立创业意识，让传统医学走向全世界
再创新辉煌。 3. 奉献意识: 我们学会目前是美东地区人数最多的中医学会，希望每个会员在自我生存的同时，为学会的生
存奉献智慧，奉献时间，奉献稿件。众人拾柴火焰高。理事会员应当发挥表率作用，应当成为我们学会无私奉献的中坚力
量。
（李学国和部分新会员）
编者按: 会员园地是本刊交流平台，欢迎赐稿。拟设求职、招聘、诊所合作、生意转让、法律问答、考试和执照咨询等项
目。登稿对会员免费，本刊有删改和决定是否采用权。文稿中建议和讨论内容不代表本刊及 ATCMS 的观点。
园地联络人：王洪星 电话：（917）340-2855 传真: (212) 750-4848 E-Mail: wanghongxing_99@yahoo.com

新闻简报 Brief News
针灸治疗慢性头疼效果优于药物
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针灸治疗慢性头疼在减轻头疼发作强度和发作频率方面效果优于药物。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
30 个研究包括 4000 个病人的结果。 分析显示针灸治疗组的患者， 62% 的人感到症状减轻； 而只有 45%的西药组病人报道
症状减轻。Analgesia and Anesthesia, December, 2008
针灸对肥胖症治疗的综合分析
对 31 个针灸对肥胖症治疗研究 (3013 病人) 的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平均减轻 1.72 Kg。和安慰剂/假治疗相比，接受针灸治疗的
病人平均多减少 1.5Kg。 和西医治疗相比，针灸治疗肥胖症显示更好的疗效。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January 13 2009
针灸效果优于安慰剂
哈佛大学的研究显示针灸效果优于安慰剂。 12 位对针灸不了解的病人接受了针灸和假针灸的治疗，研究者使用 fMRI 和 PET
来观察大脑的变化。在接受了针灸和假针灸治疗后，病人脑部显示 OPIOID 系统的不同变化。显示针灸可以影响人体疼痛的
感觉和减缓系统。Behavioral Brain Research November, 2008
(Jing Huo)

Headline 最新消息
ATCMS Seminar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春季中医妇科专题讲座通知
www.
时间: 2009 年 3 月 22 日 (星期日) 11:30am─5:00pm
(11:00am 开始注册; 11:30am 准时开讲)
地点: 法拉盛喜来登大酒店二楼 (Phoenix West)
135-20 39th Avenue, Flushing, NY 11354
讲演内容及讲演者:
1. 子宫内膜异位症及所致不孕症的中医临床治疗
──中国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妇科欧阳惠卿教授
2. 卵巢早衰的中医药治疗临床和机制探讨
──中国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妇科朱玲博士
学分: 5 个 NCCAOM 继续教育学分
收费: 1.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会员: $40;
2. 学生: $40;
3. 其他人士: $80
联系电话: (212) 689-1773 (郑医师); (718) 897-8952 (医师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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