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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在 Tønsberg 合作设立

北欧眼科中心
2016 年 6 月 13 日，在挪威最古老的城

挪威 St. Olav 眼科诊所与中医科学院眼

市 Tønsberg 市中心 St. Olav 眼科诊所，

科医院签订了合作备忘录。今后，医院不

举行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北欧眼

定期委派 1-2 名经验丰富的眼科专家来

科中心的正式揭牌仪式。自此，中国中医

挪威开展治疗活动，让更多的挪威眼病

科学院眼科医院北欧眼科中心正式成立。

患者受益。同时，也欢迎挪威百姓赴北京

活动当天，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委

治疗，
医院会一如既往地提供优质的服务。

派四位代表参加了本次揭牌仪式，她们

在仪式上李静副院长发表演说，热烈祝

最后李静副院长对挪方的精心安排和热

分别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李静副

贺两院开展的合作中心正式挂牌，赵惠

情接待表示感谢。

院长、医院办公室主任赵惠茹女士、主任

茹做现场英文翻译。首先，李静副院长介

医师梁丽娜博士、针灸科主任王影博士。

绍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概况和

丹麦针灸师 John Boel 说：中国人在针

参加本次活动的还有：挪威 St. Olav 健

优势及双方的合作前景：中国中医科学

灸医学方面造诣很深有很多、很好的研

康 诊所 和 St. Olav 眼科诊所 经 理 Erik

院眼科医院始建于 1994 年，是一所承

究成果，
但是之前很少应用在北欧的国家，

Vinje Olbjørn、St. Olav 健康诊所和 St.

担医疗、科研、教学任务，具有专科特色

北欧国家能够参与针灸医学的研究和应

Olav 眼 科 诊 所 常 务 经 理 Ole Jørgen

的“三级甲等中医医院”。 医院是国家中

用，并与中国的中医专家合作是非常重

Frydenlund、丹麦针灸师 John Boel、

医药管理局在京直属医院之一，隶属于

要的。通过这种合作的方式，中医的研究

挪威针灸学会会长 Magnhild Bugge、

中国中医科学院，
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硕士、

应用领域将进一步扩宽。

来 自 Interoptik Holt 的 经 理、验 光 师

博士培养点，并设有博士后流动站。医院

Erik Vinje Olbjøn、 来 自 Nøtterøy Ur

设有眼科、口腔科、内科、针灸科、骨科、

St. Olav 眼 科 诊 所 经 理 Erik Vinje

视 力 中 心 的 验 光 师 Johnny Karisen

妇科等科室。医院中医特色鲜明，在眼科

Olbjørn 讲：我们感到很荣幸，能够在挪

Gründell 以及多家新闻媒体记者、部分

方面开展的优势病种研究有：老年性黄

威第一个开设北欧眼科中心，这对于我

眼疾患者及家属和其他相关人员。新成

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糖尿病视网膜

们来说是一件大事。至今为止，这是独一

立的北欧眼科中心将引进中国的传统的

病变、视神经萎缩、青光眼、视网膜病变、

无二的，中医的专业知识的引进不仅仅

中药和针灸技术，结合现代先进的医疗

儿童弱视等；医院设有屈光手术科，拥有

是有助于我们的患者，还有助于增长整

科学技术及设备为患者服务，这种中西

世界上先进的全飞秒激光手术治疗系统

个挪威针灸中医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医优势结合的治疗方式将给挪威的眼疾

及检查设备，开展微小切口飞秒激光基

患者带来福音。

质透镜取出手术，还开展晶体眼人工晶

挪 威 针 灸 学 会 会 长 Magnhild Bugge

体植入手术治疗近视和高度近视、
白内障、

谈到：能获得在 Tønsberg 设立北欧眼

散光等，能够一站式满足各类屈光不正

科中心是非常美好的事情！这将增援挪

患者治疗所需。挪威 St. Olav 眼科诊所

威的针灸学科，当中国的中医研究成果

在西医眼科治疗方面有着特色优势，通

开始来到挪威，我们在针灸治疗方面将

过双方的友好合作，
发挥各自特色优势，

获得更专业和精确的支持和帮助。

加强在视光及眼科学方面的临床、科研

左起 1 排：刘芳、李静副、Erik Vinje Olbjørn、
Ole Jørgen Frydenlund、丁玉秋
左起 2 排：龙慧丽、John Boel、梁丽娜、赵文
生、赵 惠茹、Terje Askerud、王影、Magnhild
Bugge、Tove Helg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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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教育合作，共同推动中医药治疗眼

挪威 St. Olav 健康诊所和 St. Olav 眼

病，惠及挪威以及欧洲的眼病患者。中国

科诊所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能携

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高度重视中医药的

手合作，设立北欧眼科中心，缘于一本

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和加深中医

书为媒介。2011 年 5 月，中国人民卫生

药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2016 年年初，

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眼科学》英文版，梁

中国中医科学院部分院士、国医大师及诺贝尔奖获得者（本图来源：http://www.catcm.ac.cn/）

丽娜博士是此书主编之一。挪威的 Erik

家们告诉我对于我的耳鸣没有办法治疗。

祖国传统的中医针灸和中草药有着西医

Vinje Olbjørn 阅读了这本书后，对中医

我回国后，邯郸的常树红中医师给我开

西药无可替代的神奇作用，也在很大程

中药学和针灸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

了中成药，我服用 2 个月后，耳鸣现象基

度上避免了化学药物给患者带来的副作

后 他 和 Ole Jørgen Frydenlund 和 梁

本消失。我自己和家人的亲身经历证明

用，这是中国医学独特的优势所在，我们

丽娜取得联系并多次到中国中医科学院

了中国传统的中医中药有着西医不可替

以有像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这样优

眼科医院实地学习针灸和中医知识，由

代的神奇的作用。我也很欣喜的看到祖

秀的、出类拔萃的医学专家感到由衷的

此他们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结下

国的中医中药走出国门，能使更多的国

自豪！《北欧华人通讯》热烈祝贺中国中

善缘。去年秋天他们组织了挪威的眼疾

外患者以及华人华侨受益！

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北欧眼科中心的正式
成立！并祝愿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患者 13 人团到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眼
科医院治疗，治疗效果患者非常满意，这

在揭牌仪式进行之前，我采访了挪威患

北欧眼科中心越办越好！越来越多的的

次组团治疗取得了圆满成功，为今后中

者 Tove Helgesen, 她是参加了去年挪

眼疾患者在此受益！

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在挪威建立北欧

威的眼疾治疗患者团体中的其中一位，

眼科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她非常开心的告诉我：她在北京的治疗

中国中医科学院及眼科医院简介

效果非常好，她很满意！她由衷的感谢
我的父亲丁寿旗曾经在三十多岁时患严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眼科医生。她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是中国中医科

重眼疾，双目失明，当时他享受全公费医

告诉我一年半之前，她因视网膜血管病

学院的下属医疗分支机构。中国中医科

疗，我的母亲搀着他到处求医问药，去遍

变导致左眼失明。她当时左眼看不到任

学院成立于 1955 年，是国家中医药管

了各大医院，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还是

何东西，看什么都是黑的。渐渐的眼睛

理局直属的集科研、医疗、教学为一体的

丝毫不见好转。后来经邻居介绍，寻找

的侧面恢复一些视力，但一大块血斑遮

综合性中医药研究机构，下设 17 个研究

到附近居住的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她

住了眼 睛，她曾经 到 奥 斯陆 Ullevål 医

所、6 家医疗 机 构、1 个研 究 生 院、2 家

用祖传的针拨疗法医治好了我父亲的眼

院治疗眼病，但是她得到答复是，医院

分院以及 2 家制药企业和中医古籍出版

疾，使他重见光明，视力恢复如常！

不 能 提 供 给 她 更 多 的 治 疗。后 来 她 在

社、中医杂志社等学术单位；拥有 5 名院

Tønsberg Blad 报纸上看到 Erik Vinje

士， 4 名国医大师；26 名首席研究员等。

我自己自 2014 年起左耳耳鸣持续一年

Olbjørn 用针灸的方法治疗眼疾，她决

半，曾到挪威的 Vestfold 医院和 Larvik

定去尝试，参加了赴北京的眼疾患者治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在国内外享有

耳鼻喉科专家门诊寻求治疗，医生和专

疗团，后来她经过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眼

盛名，每年大约有眼疾患者 35 万左右，

科医院的治疗，血斑变成了透明状，视力

这也为该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该

恢复了很多，使她阅读报纸和看电视更

院在继承祖国传统中医学的基础上不断

加清晰和容易了。她准备在今年 8 月份

学习和创新，追求卓越，使得我国眼科医

再次赴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接受后

学技术在世界上占据着领先地位。

续治疗。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
活动当天，
一些中国朋友闻讯前来祝贺，

员、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屠

整个活动过程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氛。

呦呦，曾在 2015 年荣获诺贝尔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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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传承博士
后，医学博士，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针灸科暨神经眼科主任；师从著名国医
大师唐由之研究员攻读博士学位，师从
中国著名眼科专家庄曾渊研究员进行博
士后研究工作。擅长针灸、中药等传统中
医疗法与现代西医疗法相结合，治疗各
种视神经疾病、甲状腺相关眼病、黄斑
唐由之教授为印尼总统瓦希德医治眼病

术带头人，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他
并先后荣获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哈

在治疗多种疑难眼疾病症方面积累了丰

佛大学医学院华伦·阿尔波特奖。因为发

富的经验，
为眼科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

梁丽娜，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主任医

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

师，研究员，医学博士，留美博士后，国际

的生命。

视网膜研究基金会 Charles D. Kelman
学者，全国首届“中西医结合优秀青年贡
献奖”获得者，先后师从全国名老中医庄
曾渊研究员、国医大师唐由之研究员，长
期从事中西医结合眼科的临床和科研工
作，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导师。在

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高度近视眼底
病变、干眼症、青少年近视、视疲劳、眼
睑痉挛及眼科疑难病等。目前发表 SCI
及核心期刊论文 30 余篇、参与《国医大
师唐由之经验集》、《视路疾病的基础与
临床进展》等 4 著作的编写。主持或参
与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研究 10 余项。
丁玉秋
2016 年 7 月 10 日于 Tønsberg
( 注：本文部分资料和图片引用来源于中国中医
科学院和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网站 )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 ,SCI 收录 6
篇，专著 2 部。擅长：黄斑变性、视网膜
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的诊断和治疗，对
角膜炎及干眼病等眼表疾病的防治也有
较丰富的的临床经验。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名誉院长、国
医大师唐由之教授，曾为毛泽东主席、柬
埔寨前首相宾努亲王、朝鲜金日成主席
以及印度尼西亚前总统瓦希德等国内外
领导人诊治眼病，并发明了白内障针拨
套出术和“睫状体平坦部滤过术”。唐教
授是中国著名的中医、西医结合眼科学

1975 年 7 月毛泽东主席手术后与眼科手术医
师唐由之（左三）及医疗组全体合影

11

TONGXUN 2016 04

左起：SIKU AS 公司总裁 Terje Askerud、挪威潮州商会 会长、挪威华人联谊会副会长、挪威海
洋集团宾馆总经理赵文生、李静副院长、梁丽娜教授、王影主任、赵惠茹主任、丁玉秋在 Tønsberg
Maritim 宾馆，眼科医院的四位专家接收本刊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