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徒手塑形事业高峰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二届徒手塑形事业高峰论坛将于2016年10月在苏州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以传承规范以传承规范中医中医技术为准则 技术为准则 

以传播中医传统理念为已任以传播中医传统理念为已任

第三届“生命佰草”杯全国脊柱医学高峰论坛暨中医养生产业交流大会（第二届徒手塑形事业高峰论坛）将第三届“生命佰草”杯全国脊柱医学高峰论坛暨中医养生产业交流大会（第二届徒手塑形事业高峰论坛）将
于2016年10月28日--31日在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古镇举办！于2016年10月28日--31日在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古镇举办！

本次会议秉承“海纳百川”的宗旨，将世界领先脊柱医学技术、临床实战经验与脊柱健康、中医养生、徒手整形产
业化融为一体，交流并传播新理念、新模式、新方法、新技术，总结临床中的各种特色疗法，从而“集百家之
长”，最终搭建、并形成业内更权威、更专业、更全面的特色健康行业诊疗体系。会议秉承大力弘扬中医养生的精
神，将紧紧围绕“资源共享、强强联手”的理念展开，最大化的优化整合行业资源，为健康行业创建一个“传承、
发展、和谐、共赢”的优势平台。

毋庸置疑，脊柱医学的开展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脊柱是人类的生命之柱，脊柱的健康关于人类生命之脊梁
的健康。然而脊柱又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重要生命之路，历来对脊柱的实践诊治及研究都是谨慎的、细微
的，是小心翼翼的。正因为脊柱本身的特殊性、重要性和存在的风险性，于是我们倡导并举办这次意义重大的高峰
论坛，将重点探讨并交流“脊柱健康、中医养生、徒手整形”的话题，展示中国脊柱健康、中医养生、徒手整形的
未来发展和优势。掀起脊柱健康、中医养生、徒手整形的新潮流，唤醒国人对脊柱健康与中医养生的重视。

本次高峰论坛将汇聚一大批国内外脊柱学名家、知名机构脊柱学名医、民间脊柱学技术传承者及徒手整形名师等权
威人士，会议的学术及技术力量力求权威、专业。我们志在为脊柱健康、中医养生、徒手整形事业，乃至全人类健
康事业竭尽己力、添砖加瓦。在此，我们诚挚邀请您一同聚首苏州周庄，一同参与并见证这次脊柱医学、中医养
生、徒手整形史上举足轻重的学术盛会。

邀请媒体：邀请媒体：
CCTV华人频道《中华养生》、 新华网 、人民网 、新浪网 、搜狐网、39健康网、中国脊柱健康网、国际整脊网、
中国徒手整形网、138美容网

大会组织架构：大会组织架构：

大会荣誉主席:大会荣誉主席: 张明锡 

大会主席：大会主席：黄小进 

大会常务执行主席：大会常务执行主席：施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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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执行主席：大会执行主席：严望平  沈向明

大会秘书长：大会秘书长：张青云

大会执行秘书长：大会执行秘书长：黎汉  张译文  罗凯  覃勇华  陈友生（注：排名不分前后）

大会学术团主席成员：大会学术团主席成员：张辉  张明林  鲁江 黄卿港  王选民（注：排名不分前后）

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主席团成员：王同琪 张冯青 唐松 高少恒  尤旭东  吴育如  何元帅 （注：排名不分前后）

大会副主席：大会副主席：丁志运 李军 郑昆 董大寨 俞芳华 唐明全 万海宝  毛国举  蔡秋琴  徐文娟  刘芳彦 陈谷超 张燕丽 李
恒刚 陈蓉蓉 李彬 毛剑秋 张元刚  周关杰 赵水英 白棋安（台湾） 雷顿 齐耀中 吴小亮  叶云东 邓飞 牛元旦（注：
排名不分前后） 

大会副秘书长成员：大会副秘书长成员：胡新中 班尔汉 张顺玲 乔凯利 郭修兵 蒋耀宇 牛洪峰 王向东 陈健荃 卞海梅 李焕芝 徐嘉尉 王
展望  王睦平（新加波）黄静（新加波）庞灵伟  张国栋 方伟杰 李江波（注：排名不分前后）

大会理事会成员：大会理事会成员：杨晓杰 徐文龙 巩凤英 蒋宝青 李伟文 季胜 叶修春 乔印玲 杨丽华 李东 金扬眉 张玉环 李耀军 张
学同  徐沛杉（马来西亚） 谢玉辉 杨政洁  黄利花  石小甫 郑宏州  陈南希  盖梅恩  王宝兴  吴德利（注：排名不分
前后）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全国脊柱健康学术委员会

全国整脊医学专业委员会

全国中医养生专业委员会

全国徒手塑形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北京脊医堂中医药科学研究院

联合承办单位：联合承办单位：

周庄生命奥秘博物馆

上海睿缘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四川延生堂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温州陈友生骨雕塑型馆

北京易医缘中医药研究院

上海紫恩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脊医堂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铭妆百年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卡媚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圣本堂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Abelard俱乐部（欢乐健康行大健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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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脊柱健康学术委员会杭州工作站

全国中医养生专业委员会辽宁省分会

全国脊柱健康学术委员会广州市分会

全国徒手塑形专业委员会山西省分会

全国徒手塑形专业委员会河北省分会

全国脊柱健康学术委员会四川成都分会

全国徒手塑形专业委员会四川成都分会

全国中医养生专业委员会四川成都分会

全国脊柱健康学术委员会福建泉州工作站

全国中医养生专业委员会云南昆明工作站

全国徒手塑形专业委员会云南昆明工作站

特别支持单位特别支持单位

中医药文化工作委员会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

中国骨伤人才研究会

世界中医骨伤联盟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1、学会做一年工作报告

2、脊柱健康、中医养生、徒手整形产业化分享

3、会员技术和项目经营优秀案例分享交流

4、专题报告和学术研讨交流；

5、各种特色诊疗技术交流演示会；

6、健康产业科技研究成果分享交流；

7、脊柱健康、养生、徒手整形产品分享推广

参会待遇：参会待遇：

1、零距离接触行业顶级名师分享实战技术、实战经验 

2、整合脊柱健康、中医养生、徒手整形健康产业化最新经营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共同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健康产业平
台，赢得行业及社会尊重 

3、此次盛会将评选出“脊柱健康名师奖”，“中医养生名师奖”，“徒手塑形名师奖”，“最佳养生名店”，“年
度贡献奖”，“手法医术青年精英奖”颁发奖杯、奖牌及荣誉证书

4、新闻单位在大会期间将对与会代表进行采访，对业绩突出代表媒体予以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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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配合大会的召开，及时总结和交流部分工作者近年来取得的优秀学术成果。

6、了解行业最新动态，推广自己及企业实战技术、优良产品、健康项目的一个良机。

7、让所有参会人员都能免费学到真正有效靠谱的技术，所有教的技术都要求马上见效，马上学会，马上复制！

8、让所有参会人员都能免费学到真正的推广技术、营销思维，经营方法，把别人已经用过或正在用的非常前沿有效
的营销方法教给你，让参会的人回去后只要复制模仿就能进步成长，最后成功！ 

9、所有参会的人员，都要做到对参会的同仁朋友知无不言、开诚布公，把你的资源和别人的资源一起连接起来，真
正做到思想的碰撞、技术的探讨

10、自由交流环节，每位参会人士可上台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交流传播自我经验，并学习他人优秀手法。

11、将组织一批参会人员去参观周庄生命奥秘博物馆了解人类身体的构造。 

12、自费旅游周庄古镇参会人员能享受协议价（周庄门票+四季周庄票130元）、（四季周庄门票80元）、（周庄
门票80元）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 2016年10月29日—31日(28日全天报到）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大桥路497号（周庄水之韵酒店）

参会要求：参会要求：医学、养生行业、徒手整形从业者，健康产业、养生爱好者

报到流程:报到流程:

1、签到：签到登记→领取胸牌→领取午餐、晚宴劵

2、酒店方：收取住房费→身份证证件扫描→领取房卡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

1.所有会员须凭身份证领取胸牌；

2.大会进行中，为保证学习效果，请您遵守大会纪律；

3.所有参会人员必须佩戴胸牌进入会场。

【备注】本次大会因人数过多，为了保证会议的严谨、高效。参会采用实名报名原则，拒绝空降！敬请谅【备注】本次大会因人数过多，为了保证会议的严谨、高效。参会采用实名报名原则，拒绝空降！敬请谅
解！解！

会议路线：会议路线：
昆山火车南站—昆山周庄水之韵酒店（优先推荐）昆山火车南站—昆山周庄水之韵酒店（优先推荐）
昆山133路(昆山南站上,周庄汽车站下,8站)，下车向东北270米（打车费用大约140元左右） 

上海虹桥火车站、机场—昆山周庄水之韵酒店（优先推荐）上海虹桥火车站、机场—昆山周庄水之韵酒店（优先推荐）
地铁10号线(虹桥火车站、机场上,交通大学下,9站)，换地铁11号线(花桥下,20站)，换昆山游7路(轨道交通11号线花
桥站上,周庄汽车站下,7站)，下车向东北280米（打车费用大约208元左右）

苏州火车站（苏州站）—昆山周庄水之韵酒店苏州火车站（苏州站）—昆山周庄水之韵酒店
518路(火车站上,甪直汽车站下,49站)，换昆山109路(机场路古城路下,7站)，换昆山161路(古城路机场路上,周庄行政
服务区下,21站)，下车向西240米（打车费用大约180左右）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昆山周庄水之韵酒店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昆山周庄水之韵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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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悬浮(浦东国际机场上,龙阳路下,1站)，换地铁2号线(江苏路下,10站)，换地铁11号线(花桥下,19站)，换昆山游7路
(轨道交通11号线花桥站上,周庄汽车站下,7站)，下车向东北280米（打车费用大约350元左右）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本次大会演讲嘉宾接受报名中...陆续添加中...本次大会演讲嘉宾接受报名中...陆续添加中...

黄小进  黄小进  
全国整脊医学专业委员会执行主席，全国中医养生专业委员会主席，全国徒手塑形专业委员会主席世界中医骨伤联
盟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脊柱医学高峰论坛皆中医养生产业大会执行主席。自幼接受祖辈私塾熏陶对中医学的热
爱，经多位名家指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医中式正骨松筋疗法；并巧妙的将易学与手法整形有机的融合，从而达
到恢复骨胳、肌肉在身体某些部位发生形态及功能改变，在无痛无创的状态下让爱美人士瞬间变化。在祖传秘方的
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研究各类慢性病及疑难病的康复。
演讲主题：《中医手法调理近视眼》演讲主题：《中医手法调理近视眼》

张青云张青云
全国徒手塑形专业委员会执行主席，全国中医养生专业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专业委员会副
理事长，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世界中医骨伤联盟常务理事潜心钻研中西医经典手
法，并运用于整脊医学代替手术治疗脊柱骨伤和脊柱相关疾病。无创伤，无痛苦，快速痊愈。融医疗，预防，康
复，保健，休闲，养生为一站式绿色自然疗法服务。
演讲主题：《徒手整形手法的灵巧布局》演讲主题：《徒手整形手法的灵巧布局》

严望平严望平
全国徒手塑形专业委员会执行主席、全国中医养生专业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中医手法整形医学学术委员会创会会长
常务执行主席、全国脊诊整脊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世界中医骨伤联盟副主席、世界脊诊整脊医学联盟副主席、上海
睿缘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
演讲主题： 《脊诊整脊与大健康》 《易学无痛徒手整形》演讲主题： 《脊诊整脊与大健康》 《易学无痛徒手整形》

施伽  施伽  
北京脊医堂中医药科学研究院院长、五指太极脊经智能疗法创始人，人体透视诊疗诊断疗法创始人，全国中医养生
专业委员会执行主席，全国脊柱健康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太极禅养生文化研究会会长，香港脊医堂国际医学科
学研究院院长，中国保健协会医学美容学会主任委员，东南亚医学美容保健学术会专家委员，全国工商联芳香保健
委员会专家委员，香港脊医堂国际医疗科技集团董事长，杭州脊医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领头狼企业事
业集团总裁。自幼跟随家叔学医，先后赴台湾、日本研修整脊疗法和脊椎神经学，拜台湾蔡秋琴教授为师，深得其
嫡传，结合众家之长，独创五指太极脊经智能疗法。曾荣获《中华脊柱健康养生著名医师》和《张仲景医圣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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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荣誉。华人频道《华人会客厅》栏目专访嘉宾“施伽：施语一医万顷，伽缘医道生香”。
演讲主题：《徒手整形与盆腔闭合的演讲主题：《徒手整形与盆腔闭合的艺术艺术》》

黄卿港 黄卿港 
教授主任医师，中华一手，脊柱的倡导者，黄氏第六代传人，中华中医药委员，中医外治分会委员，外治专家组专
家委员，北京丰瑞华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全国脊柱健康学术委员会执行主席，中国中科中医培训班客座教授。祖上
五辈都从事中医整脊正骨治疗。黄卿港先生自幼受家庭的熏陶，对中医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十几岁便跟随父亲四处
行医学习黄氏正骨手法，至今已四十多年了，医治病人上万例。
演讲主题：《脊柱调衡提高身体机能》演讲主题：《脊柱调衡提高身体机能》

高少恒高少恒    
全国徒手塑形专业委员会副主席、香港铭妆百年徒手整形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办人、全国脊柱健康学术委员会
副秘书长、长沙你好漂亮美容集团徒手整形首席专家业内整脊调衡和徒手整形传奇人物，他本着祖传的千年中医整
脊绝技，遍访国内外中医名家，集众家之所长，在实战中不断总结，开拓和创新！在整脊调衡和徒手整形方面有很
高的造诣。擅长运用颅骨矫正术和中医正骨手法进行徒手面部雕塑和身材塑形。 
演讲主题：《徒手整形一10分钟去除颈纹》演讲主题：《徒手整形一10分钟去除颈纹》

黎汉  黎汉  
黎氏整骨创始人，黎氏整骨手法医学研究院院长，全国脊柱健康学术委员会执行秘书长，全国中医养生专业委员会
副会长，兼二会广州分会会长，世界中医骨伤联盟副主席 全国医疗保健专业康复技术委员，世界手法医学联合会理
事，全国徒手塑形专业委员会执行秘书长，世界脊柱健康联盟讲师团讲师，国家认证高级整脊调理师，荣获中国中
医养生名人名家称号“华佗医圣奖”。
演讲主题：《腰椎反弓矫正思路及手法》演讲主题：《腰椎反弓矫正思路及手法》

吴育如 吴育如  
台湾脊椎调衡术第三代传人，国际医科交流大学博士，中医养生产业交流协会副主席，全国徒手塑形专业委员会副
主席，全国整脊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席，中医药文化工作委员会广州培训基地主任。
演讲主题：《筋膜医学与乳腺疾病调治》演讲主题：《筋膜医学与乳腺疾病调治》

丁志运 丁志运 
延生堂健康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延生堂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全国脊柱健康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徒手
塑形专业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中医养生专业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一级按摩师，意大利FM筋膜手法治疗师。
演讲主题：《传承，融合，发展---论中医手法的科学性和发展的必要性演讲主题：《传承，融合，发展---论中医手法的科学性和发展的必要性》

周关杰周关杰
中医特色诊疗《整体通疗法》创始人，现任北京医杰国际中医研究院院长，全国徒手塑形专业委员会副主席，世界
中医骨伤联盟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联盟会理事，全国中医养生专业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微创水针刀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中医养生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周关杰中医门诊部主任。
演讲主题：《下肢静脉曲张中医临床报告》演讲主题：《下肢静脉曲张中医临床报告》

董大寨董大寨
教授，全国按摩高级考评员，中国医学先锋大典编委。现任全国中医养生专业委员会副主席；世界国际健康管理学
会中国总会副主席；中国医疗行业协会副会长；香港草爱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演讲主题：《中医养生产业如何拥抱演讲主题：《中医养生产业如何拥抱互联网互联网发展》发展》

李彬李彬
云南圣本堂健康信息咨询公司董事长、中国中医学会“国手大师赛”全国冠军 中医国手大师 中华中医养生名店  李
氏整脊第七代传承人  国家一级保健按摩师 中国中医药学会首席养生专家 特邀讲师 中医康复科医师  国家中医药民
族医药传承人  医药技术行业影响力人物  中国中医高级脊柱调理师  全国中医脊柱养生名师名家 全国中医养生委员
会云南分会副主席  全国脊柱健康学术委员会云南分会副主席 全国徒手塑形专业委员会云南分会长 中国中医学会理
事  2015中国唯一五位脊柱健康中医养生功勋人物奖获得者之一。
演讲主题：《神奇的脊柱信号学》演讲主题：《神奇的脊柱信号学》

邓飞 邓飞 
全国徒手塑形委员会副主席、DF国际美妆徒手塑颜祛皱创始人、禧年DF国际美妆徒手塑颜祛皱联合创始人、北京金
鑫尚谷美妆有限公司董事长，经常求学世界各国顶级导师及国内民间高人，融合十几位导师的各方面的精髓，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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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安全、无痛、舒服、有效可以睡眠的徒手抗衰祛皱纯手法技术倍受各界人士名媛明星欢迎最具代表性人物奥运冠
军傅园慧等。  
演讲主题：《徒手整形—纯手法无痛一次祛除法令纹30%—50%》演讲主题：《徒手整形—纯手法无痛一次祛除法令纹30%—50%》

俞芳华  俞芳华  
高级针灸推拿师、整脊师、道教全真教龙门派十八代传人王力平先生嫡传弟子、 全国中医养生专业委员会副主席、
老子学院丹道养生讲师、武当易学高峰论坛特邀嘉宾 、金华市太极养生文化研究会会长 、国际社会健身涉外特级指
导老师、上海睿缘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余自幼喜武好医龙门派第十八代传人王力平先生真传，习道家传
统文化。 
演讲主题：道家传统养生文化之－《食经》演讲主题：道家传统养生文化之－《食经》

白祺安 白祺安 
台湾推拿研究发展协进会常务理事兼总执行长，台湾台中传统整复职业工会研究委员，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顾问专家，中国中医特色疗法师，全国整脊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中医养生专业委员会执行秘书长，全
国徒手整型专业委员会理事。
演讲主题：《骨骼平衡与健康的重要性》演讲主题：《骨骼平衡与健康的重要性》

陈友生  陈友生  
温州徒手整形第一人，全国徒手塑形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康复科医师，面部精雕师，高级正脊调理师，先后到世
界各地研习进修，在徒手整形方面颇有成就，为国内外上千名顾客实施过五官及脸型精雕重塑、脊柱矫正，疗效显
著，顾客满意度极高。
演讲主题：《徒手整形之收颧骨大小》演讲主题：《徒手整形之收颧骨大小》

吴德利   吴德利   
全国中医养生专业委员会辽宁省分会理事、高级整脊师、特效针灸师跟随父亲从事中医二十余年。结合中外整脊手
法和临床经验。总结出自己的一套整脊推拿针灸刺血等手法。主要对治疗颈肩腰腿痛等疾病有特殊效果。
演讲主题：《腰腿演讲主题：《腰腿疼痛疼痛诊断及手法展示》诊断及手法展示》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参会费用：
参会每人980元
10月10日之前缴纳参会费享受9折优惠
（包含：会务费、午餐1人/50元、晚宴1人/200元、资料费、摄影费、场地租赁费、礼品一份、T恤一件等综合性费
用）住宿费自理（住宿统一安排）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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