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将于2016年09月在苏州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艾灸保健推广委员会主办、北京大医堂国康科技有限公司承办，北京灸道堂中医研究院独
家赞助的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将于2016年9月9日～13日2016年9月9日～13日在苏州太湖国际会议中心苏州太湖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

鉴于当前艾灸养生热潮和灸疗产业的蓬勃发展，在本届国际灸法大会期间，预计将有来自国内外近5000名艾灸专
家、灸界名家、中医药学者及全球艾灸企业、灸疗机构、灸疗师、灸法爱好者等相关人士齐聚苏州，共同分享近年
来在灸法科研、灸法临床和教育培训中的最新成果和临证经验，针对艾灸产品的新发明、新创造、新技术等方面进
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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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面向国际灸疗界一次高水平、高层次学术大会，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特设：灸法临床学术专题报告会、大型艾
灸养生用品博览会、国际艾灸产业高峰论坛、艾灸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国家灸疗师年会、特色灸法传承与演示
会、全汉服大型颂天火仪式、民间艾灸工作坊体验馆、特色主题分论坛、艾灸公益义诊活动区等多个专业板块，以
搭建一个全球性的艾灸学术交流与合作平台，大力推进艾灸学术和产业的繁荣与发展。

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得到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苏州太湖文化论坛、中日文化经济交流协会、人社部CETTIC灸
疗师全国课程发展中心等机构的大力支持！届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等相关领导将出席本
次盛会，与我们共同见证国际艾灸史上一次辉煌的灸疗盛会，共同展望并把握世界艾灸产业的未来趋势及行业走
向！

在此，我们诚邀您拨冗莅临！

大会组织机构大会组织机构

大会时间大会时间
2016年09月09日～11日  
VIP会员/VVIP会员9月8日报道；企业参展9月8日布展；特展企业9月7日布展。
从即日起接受参展企业和个人报名登记，截止时间：2016年8月20日。

大会地点大会地点
中国苏州太湖国际会议中心

大会宗旨大会宗旨
艾灸产业化与技术普及化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艾灸保健推广委员会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北京大医堂国康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江南会健康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学术支持学术支持
北京灸道堂中医研究院

荣誉赞助荣誉赞助
北京灸道堂中医研究院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苏州太湖文化论坛
中日文化经济交流协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华养生保健》杂志社
人社部CETTIC灸疗师全国课程发展中心

参会对象参会对象

1、各省、市、县医院、乡(镇)卫生院、中医院、特色中医药机构、中医院灸法临床学术带头人；

2、国家职业灸疗师、艾灸生产企业、艾灸馆、养生馆和美容院负责人；

3、民间中医、特色中医药传承人及专利持有人；

4、中医养生、化妆美容、健康理疗机构；

5、从事灸疗行业的企业和个人等。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第1天议程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第1天议程

盛大开幕式盛大开幕式

2016年09月09日 上午2016年09月09日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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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全体嘉宾大合影（千人共庆灸界盛典纪念照）

02、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宣传片（日本神舞衣制作）

 

03、灸界名家红地毯：嘉宾、领导入席

04、开幕式：领导发言、重要贵宾发言

05、官方发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保健艾灸师”项目新闻发布会及全国基地签约仪式

06、品牌发布：国家地标保护品种:九头仙艾全球品牌发布会

07、官方发布：《首届世界艾草产业大会》新闻发布会 

08、官方发布:《第二届亚洲艾灸高峰论坛（日本）》新闻发布会

09、官方发布:《第三届亚洲艾灸高峰论坛（韩国）》新闻发布会 

10、官方发布：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第十三届世界中医药大会（新西兰）新闻发布会

11、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艾灸保健推广委员会

会长工作报告及新入选会员、理事授牌仪式

12、官方仪式：国际灸法大会金牌会员授牌仪式

13、庆典仪式：太湖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全体会员大合影

大会特邀主持人大会特邀主持人

央视《星光大道》商演御用主持央视《星光大道》商演御用主持

湖南卫视《大咖秀》商演特邀主持湖南卫视《大咖秀》商演特邀主持

 

艾灸产业高峰论坛艾灸产业高峰论坛

2016年09月09日 下午2016年09月09日 下午

 

赵立冬：艾灸文化产业园运营模式浅析赵立冬：艾灸文化产业园运营模式浅析

嘉宾简介：赵立冬，北京养生文化创意产业协会会长、世界创意实验室中国区副主任、清华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华养生高级研修班兼职教授。

孔繁立：艾灸产业投资前景与可行性分析孔繁立：艾灸产业投资前景与可行性分析

嘉宾简介：孔繁立，金茂资本合伙人、副总裁。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西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主任医师、副教
授。历任大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益康医药集团CEO。现专注于大健康、医疗领域投资，并成功投资健
康领域多个项目。

纪   凯：灸道堂艾灸全产业链与垂直运营初探纪   凯：灸道堂艾灸全产业链与垂直运营初探

嘉宾简介：纪凯，国际灸法大会创始人、会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艾灸保健推广委员会会长；北京大医堂集团
总裁、国内高端艾灸品牌“灸道堂”创始人、九头仙艾国际艾灸文化产业园首席架构师。

邓   勇：艾灸品牌化发展之路的三大核心要素邓   勇：艾灸品牌化发展之路的三大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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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邓勇，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艾灸保健推广委员会秘书长； 禧灸堂品牌创始人，国内资深艾灸从业人
士，中医药文化传播者。

范长伟：十年艾灸，十大体会范长伟：十年艾灸，十大体会

嘉宾简介：范长伟，国内资深艾灸从业人士，灸草堂创始人；艾灸公益活动者。其人其事受到北京电视台、《北京
晚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信息导刊》《新京报》《中国保健营养》《养生大世界》《中华养生保健》等知名
媒体的广泛关注。

陈珞珈：中国艾灸产业良性发展需具备的条件陈珞珈：中国艾灸产业良性发展需具备的条件

嘉宾简介：陈珞珈，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会长，中医药界该领域内造诣较深的知名专家。国务院政府津
贴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学科带头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和湖北中医药大学兼职教
授。

玄振玉：艾灸相关产品的研发现状及评价玄振玉：艾灸相关产品的研发现状及评价

嘉宾简介：玄振玉，教授、中医学博士，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首届苏州工业园区科技领军人才、姑苏创新创业
领军人才。玉森新药、吴淞江制药、添年堂连锁中医馆的创始人。

嘉宾简介嘉宾简介

 

赵立冬:艾灸文化产业园运营模式浅析赵立冬:艾灸文化产业园运营模式浅析

嘉宾简介：   嘉宾简介：    

       赵立冬：北京养生文化创意产业协会会长、世界创意实验室中国区副主任、清华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

中华养生高级研修班兼职教授。

       2011年起带领他的专家团队受北京中医管理局、北京旅游发展委员会委托完成了《北京中医药文化旅游示范基地评定标准》、

《北京中医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的起草编制工作。至今参加了三批北京中医药文化旅游示范基地评审工作。并做为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国家旅游局共同聘请的专家，参加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建设工作。近年来，带领专家团队策划规划了20个养生文化产业

园。其原创的中医药文化产业概念已转化为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健康服务规划中的重点任务。 

--------------------------------------------------------------------------------

http://pic.huodongjia.com/events/2016-08-27/1472263808.96.jpg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0/


孔繁立:艾灸产业投资前景与可行性分析孔繁立:艾灸产业投资前景与可行性分析

嘉宾简介：  嘉宾简介：    

       孔繁立：金茂资本合伙人、副总裁。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西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主任医师、副教授。1984年-1998年，

任焦煤集团总医院内科主治医师、副主任、主任；1998年-2000年，任以岭药业(SZ.002603)市场部经理；2001年-2006年，任大隆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06年-2013年，任益康医药集团CEO；2013年-2015年7月，任江苏金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2015年7月至今，任股份公司副总裁。

--------------------------------------------------------------------------------

纪凯：灸道堂艾灸全产业链与重度垂直运营初探纪凯：灸道堂艾灸全产业链与重度垂直运营初探

嘉宾简介： 嘉宾简介：    

       纪凯：国际灸法大会创始人、会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艾灸保健推广委员会会长；北京大医堂集团总裁、国内高端艾灸品

牌“灸道堂”创始人、中国艾灸职业化培训领航人、国内第一个提出艾灸全产业链模式的实操者，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品种“九头仙

艾”国际艾灸文化产业园首席架构师。

--------------------------------------------------------------------------------

http://pic.huodongjia.com/events/2016-08-27/1472263809.46.jpg
http://pic.huodongjia.com/events/2016-08-27/1472263809.96.jpg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447/
http://pic.huodongjia.com/events/2016-08-27/1472263810.59.jpg


邓勇：艾灸品牌化发展之路的三大核心要素邓勇：艾灸品牌化发展之路的三大核心要素

嘉宾简介：    嘉宾简介：    

邓勇：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艾灸保健推广委员会秘书长； 禧灸堂品牌创始人，国内资深艾灸从业人士，艾灸馆经营管理实战者、

中医药文化传播者。

--------------------------------------------------------------------------------

陈珞珈：中国艾灸产业良性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陈珞珈：中国艾灸产业良性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

嘉宾简介：    嘉宾简介：    

        陈珞珈：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会长，研究员技术职称。中医药界该领域内造诣较深的知名专家，曾被团中央授予“

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荣誉称号。论文曾获“全国中青年中医优秀论文一等奖”。

      历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处长和副司长、中国中医科学院信息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院长（兼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骨伤科研究所所长）、中国民间中医

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会长等。为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学科带头人（中医药管理学

科），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和湖北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同时兼任国家卫生计生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家咨询组专家”、国家卫生计生委医药价格改革协调小组成员、国家

卫生计生委“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组部、劳动人事与社会保障部“千人计划评审专家”、北京市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等职。 

--------------------------------------------------------------------------------

范长伟：十年艾灸，十大体会范长伟：十年艾灸，十大体会

嘉宾简介：  嘉宾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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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长伟：国内资深艾灸从业人士，灸草堂创始人；艾灸公益活动者。其人其事受到北京电视台、《北京晚报》《中国日报》《

人民日报信息导刊》《新京报》《中国保健营养》《养生大世界》《中华养生保健》等知名媒体的广泛关注。

----------------------------------------------------------------------------------------------------------------

玄振玉：艾灸相关产品的研发现状及评价玄振玉：艾灸相关产品的研发现状及评价

嘉宾简介：嘉宾简介：  

     玄振玉：教授、中医学博士，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首届苏州工业园区科技领军人才、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兼任世界中医

药联合会制剂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中成药分会理事、中国中药协会新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毒理学会中药与天

然药物分会常务理事等社会职务。担任上海市科委、苏州市科技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评委，主讲上海中医药大学研究生课程《

中药新药开发学》。共主持科技部创新基金、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上海市、江苏省等科研课题13项，申请国家技术发明专利70

余项、国际专利3项。对中药新产品开发及经典中医学有较深的研究，为玉森新药、吴淞江制药、添年堂连锁中医馆的创始人。

--------------------------------------------------------------------------------

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开幕式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开幕式VIPVIP庆典晚宴庆典晚宴

 

01、开幕式庆典晚宴·启动仪式

02、文娱专场：苏州评弹联唱《茉莉花》系列

03、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冠名赞助单位致辞

04、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重要嘉宾发言

05、时装表演：多次获国际金奖·神舞衣改良和服及欧星丝绸服装模特表演

 

06、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帠助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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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第二天议程2016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第二天议程

艾灸与肿瘤康复主题论坛

2016年09月10日 上午

01、黄金昶：01、黄金昶：肿瘤疾病如何艾灸

02、02、李志刚：李志刚：艾灸辅助治疗肿瘤的临床及机理研究

03、倪光夏：03、倪光夏：艾灸治疗肿瘤的临床研究进展

04、王廷峰：04、王廷峰：化脓灸对肿瘤治疗的积极意义与临床评价

05、现场提问与专家答疑05、现场提问与专家答疑

临床问题——顶级专家面对面“把脉问诊”

嘉宾简介嘉宾简介

 

黄金昶：肿瘤疾病如何艾灸黄金昶：肿瘤疾病如何艾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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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专家简介：

     黄金昶：主任医师，教授，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针灸微创肿瘤科主任。兼任

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中医促进会养生保健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北京中西医抗癌联盟副理事长、中医在线联盟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药品价格评审专家、中国科协学科决策层专家

、《中国临床医生》、《光明中医》《中国当代医药》等杂志编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课题5项、国际合作局课题1项，北京市科委课题1项，中日友好医院院级课题3项，参加卫生部、

国家“十五”攻关课题等课题8项。已培养硕士、博士生近30人，其代表著作为《黄金昶中医肿瘤辨治十讲》《黄金昶中医肿瘤外治

心悟》《黄金昶中西医结合肿瘤思辨实录》。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SCI收录文章4篇。

--------------------------------------------------------------------------------

李志刚：艾灸辅助治疗肿瘤的临床及机理研李志刚：艾灸辅助治疗肿瘤的临床及机理研究

 

专家简介：专家简介：

     李志刚：三级教授，主任医师，针灸学博士，针灸推拿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

学院副书记兼副院长、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处副处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校工会委员。

     中华中医药学会神志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针灸学会脑病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针灸学会刺法灸法分会常务理事、

中国针灸学会循证针灸学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针灸分会副会长、北京针灸学会刺法灸法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针灸学

会现代针灸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中医刮痧师专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

杂志编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灸学重点学科后备学科带头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教育部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和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终审专家。

 

--------------------------------------------------------------------------------

http://pic.huodongjia.com/events/2016-08-27/1472264240.16.png


倪光夏：艾灸治疗肿瘤的临床研究进倪光夏：艾灸治疗肿瘤的临床研究进展展

专家简介：专家简介：

      倪光夏：江苏省中医药领军人才 (首批)， 医学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党委书记、针药结合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原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

        主要学术兼职：中国针灸学会理事、中国针灸学会临床分会秘书长、中国针灸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

会艾灸分会副会长、江苏省针灸学会常务理事及急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美国“朱氏头皮针”教育与研究基金会兼职教授。应邀

多次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国讲学访问。

        承担国家、省、厅级科研课题近二十项，获国家专利一项，部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部、省级以上科技成果五项，发表相

关学术论文五十余篇，作为副主编编写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教材《针灸学》等6部，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50余名。

 

--------------------------------------------------------------------------------

王廷峰：化脓灸对肿瘤治疗的积极意义与临床评价王廷峰：化脓灸对肿瘤治疗的积极意义与临床评价

 

专家简介专家简介：

       王廷峰：安徽省阜阳东方针灸医院院长，安徽省师带徒指导老师，安徽省阜阳市颍淮基层名中医，安徽省灸法研究会理事，王

氏热透灸的研发者，自幼跟随宗祖伯父学习中医针灸，后投师于灸学泰斗谢锡亮门下，并尽得真谛真传，认为“灸法扶阳，多灸重

灸”，化脓灸疗法对疑难杂症往往能获得顿起沉疴,升阳祛病的奇效。曾出版：《扶阳化脓灸法》、《扁鹊灸法治顽疾》；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出版《中国灸法》（副主编）；在中国中医药报上连载化脓灸系列文章。从事针灸20余年，擅长化脓灸疗法、王氏热透灸

疗法治病。

 

--------------------------------------------------------------------------------

颂天火颂天火

 

护艾使者全汉服方阵！引上天之火，为自己祈福！

2016年9月10日 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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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与美容抗衰主题论坛艾灸与美容抗衰主题论坛

2016年09月10日 下午2016年09月10日 下午

抗衰美容中国区的推广    抗衰美容中国区的推广    

欧洲著名抗衰护肤品牌总裁／国际著名抗衰老美容专家。

艾灸与国际知名抗衰老品牌的结合艾灸与国际知名抗衰老品牌的结合

瑞士VALMONT抗衰老专家

抗衰老精密疗法抗衰老精密疗法

辻村勇（TSUJIMURA ISAMU）：日本著名抗衰老免疫疗法专家，固朗苏尔奈良医院副院长，日本最高设计奖（GOODDESING大

奖）获奖者。

女性抗衰美容灸法与实际操作女性抗衰美容灸法与实际操作

光本朱美：日本美容针灸ハリジェンヌ院長；法国美容名校留学、法国CAP美容資格取得鍼灸師。美容国際資格CIDESCO取得。日

本、法国及美国等美容国際大会、講演、実際手技指導。至今為此、接受海内外100社以上的電視台、雑誌採訪。

扶阳实按灸法与抗衰美容三穴运用扶阳实按灸法与抗衰美容三穴运用

范长伟：国内资深艾灸从业人士，灸草堂创始人；艾灸公益活动者。

艾灸产业圆桌论坛艾灸产业圆桌论坛

—参展商答谢晚宴暨艾灸圆桌论坛—

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第3天议程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第3天议程

灸界首席、大师专场灸界首席、大师专场

2016年09月11日 上午·第一场2016年09月11日 上午·第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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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吴焕淦：论艾烟和艾火的临床作用01、吴焕淦：论艾烟和艾火的临床作用

02、田从豁：中国传统特色灸法理论与实操

03、金南洙（韩）：无极保养灸与长寿

04、中韩灸界泰斗巅峰对话

嘉宾简介嘉宾简介

--------------------------------------------------------------------------------

吴焕淦：论艾烟和艾火的临床作用吴焕淦：论艾烟和艾火的临床作用

专家简介：专家简介：

        吴焕淦：两届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教授、博导，上海市名中医。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所长，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针灸推拿学科学科带头人、上海市一流学科中医学学术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灸免疫效应重点研究室主任。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针灸学会会长；2012年被评为“第五届全国优秀科

技工作者”。

        200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3-2004年度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5年上海市针灸推拿学重点学科带头人、

2005年上海市医学(针灸学)领军人才、2006年上海市领军人才、2007年教育部国家重点（培育）学科针灸推拿学科组织者，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十届、第十一届生命科学部专家评审组成员。

--------------------------------------------------------------------------------

田从豁：中国传统特色灸法理论与实操田从豁：中国传统特色灸法理论与实操

专家简介：  专家简介：  

http://pic.huodongjia.com/events/2016-08-27/1472264244.3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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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从豁：中国灸界泰斗，现年86岁，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广安门医院针灸科主任，国际培训中心教授，中国针

灸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北京市针灸学会常务理事，系全国500名著名中医师带徒导师。曾任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研究室副主

任、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副主任。

         祖传中医，曾在国内外发表论文70余篇。“冬病夏治消喘”治疗哮喘的研究，曾获部级成果奖。著有《针灸医学验集》、《中

国灸法集粹》、《针灸百病经验》（西文版）、《古代针灸医案释按》、《前列腺疾病治疗绝技》等著作计数百万字。带有研究生

，为国内外培养了大批针灸人才。自50年代始，曾以针灸专家身份赴朝鲜、阿尔及利亚、法国、罗马尼亚、瑞士、波兰、日本、泰

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进行医疗、教学工作。多次出席国际针灸会议并作学术报告。

--------------------------------------------------------------------------------

金南洙（韩）：无极保养灸与长寿金南洙（韩）：无极保养灸与长寿

专家简介：  专家简介：    

       金南洙：韩国灸界泰斗、百岁老人，现年102岁。从父辈起传授、研究汉学及针灸学，1943年开设南洙针灸院。首尔盲人学校

教科书制定委员及审议委员；中国北京针灸骨伤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前任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WFAS）针灸医师

考试委员及教育委员；前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WFCMS） 主席团执委；社团法人大韩针灸师协会立法推进委员长；社团法人

大韩针灸协会盲人团长；现职：世界中联无极保养灸国际联盟总裁，无极保养灸创始人。

日本灸法专场日本灸法专场

2016年09月11日 上午·第二场2016年09月11日 上午·第二场

 

天野聪子（日）天野聪子（日）:押棒灸（日本の灸）实操演示 

演讲说明：押棒灸灸法能将温灸的热度更深入的导入体内，对缓解肌肉疼痛，消化不良，失眠症等具有明显效果。现场将使用两种

尺寸的棒灸，为观众详细展示日本的押棒灸的灸法理论和实际操作。

松熊秀明（日）松熊秀明（日）:直接灸（日本の灸）の抗炎症効果

演讲说明：日本灸的疗效多种多样，其中抗炎症的效果尤为显著。可是目前临床上并没有太多关于其抗炎作症作用机理的研究说明

。演讲者使用患有关节炎的小鼠组群，并在小鼠的足三里穴位进行施灸，反复观察，对比施灸组与未施灸组的炎症部位的反应情况

，总结出日本直接灸治疗法对身体免疫系统的影响机制，为灸法的临床理论提供了有力佐证。

王晓明（日）王晓明（日）：：坤灸——女性不同阶段的特色灸法

演讲说明：灸法历史悠久，简便易行，适应症广，尤其适应女性的健康保健，女性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在本次大会上，详细介绍女

性生理特点，女性青春期，中年期与老年期的特色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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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嘉宾简介

--------------------------------------------------------------------------------

天野聪子（日）：押棒灸（日本の灸）实操演示天野聪子（日）：押棒灸（日本の灸）实操演示

专家简介：专家简介：

    天野聪子：针师，灸师。日本兵库县尼崎市あい针灸院院长森ノ宮医療大学保健医療学部针灸学科讲師、客座研究员担任临床灸

实技特殊针灸治疗学（刺络）。

个人履历：

2000年　関西鍼灸短期大学（現：関西医療大学）鍼灸学部鍼灸

2002年　大阪医科大学麻酔科ペイン诊疗院研究生

2002年　兵田堺東诊疗院康复室勤务

2004年    阪神医療生協 中国医学研究所鍼灸院勤務

2002年～現在　あい鍼灸院院长（兵庫県尼崎市）

2007年～現在　森ノ宮医療大学保健医療学部鍼灸学科兼任講師、客員研究員，担当授業　臨床灸実技　特殊鍼灸治療学（刺絡）

--------------------------------------------------------------------------------

松熊秀明（日）：直接灸（日本の灸）の抗炎症効果松熊秀明（日）：直接灸（日本の灸）の抗炎症効果

 

专家简介： 专家简介：   

    松熊秀明：针师、灸师，柔道整復師。明治鍼灸大学博士后，近畿大学医学部免疫学教室　博士研究員，森ノ宮医療大学以及森

ノ宮医療大学大学院保健医療学研究科　准教授。

个人履历：

1999年　针師、灸師資格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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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针師、灸師資格取得

2000年　明治鍼灸大学卒業

2002年　明治鍼灸大学大学院博士前期課程修了　修士（鍼灸学）取得

2005年　明治鍼灸大学大学院博士後期課程修了　博士（鍼灸学）取得

2005年～2007年　近畿大学医学部免疫学教室　博士研究員

2008年　AMS柔道整復師養成学院卒業　柔道整復師資格取得森ノ宮医療大学　講師　

2012年～現在　 森ノ宮医療大学以及森ノ宮医療大学大学院保健医療学研究科　准教授

 

--------------------------------------------------------------------------------

王晓明（日）：坤灸——女性不同阶段的特色灸法王晓明（日）：坤灸——女性不同阶段的特色灸法

专家简介：专家简介：

    王晓明：医学博士，医师(中医专业)，针师，灸师。日本国际传统医学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日本埼玉东洋医疗专门学校教师，铃鹿

医疗科学大学针灸学部针灸学科教授，大学院教授，学科长。现任日本帝京平成大学针灸学科教授，大学院教授。 

--------------------------------------------------------------------------------

 

一代灸师：承淡安专场一代灸师：承淡安专场

2016年09月11日 下午2016年09月11日 下午

 

CCTV：《CCTV：《大国医承淡安》

夏友兵：夏友兵：承淡安与澄江针灸学派

张建斌：张建斌：承淡安游学经历及对中国灸法的贡献

梅家真梅家真：承淡安故居现状及回忆录

周才生：周才生：我在师母师父身边的学习经历

谢延杰谢延杰：一代灸师：承淡安的灸法学术精髓

 

 

CCTV：《大国医承淡安》 CCTV：《大国医承淡安》 

 

专家简介：  专家简介：  

        承淡安：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幼接受中医启蒙。承淡安把西医解剖的知识结合到经络的穴位中，使针灸理论和术语通俗易懂。1

930年夏天，承淡安发起成立了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由此开启了我国近代针灸教育的先河。抗战爆发后，承淡安西行避难。在他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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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年时间里，除去函授学生，共培养针灸学员达千名。1954年，承淡安被任命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校长，为国之瑰宝针灸医技的

复兴奋斗终生。（CCTV10《人物》 20160519 大国医 承淡安）。

 

--------------------------------------------------------------------------------

夏友兵：承淡安与澄江针灸学派夏友兵：承淡安与澄江针灸学派

专家简介：  专家简介：  

       夏有兵：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针灸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针灸学会流派研究与传承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江苏省针灸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针灸及中医流派研究与传承，针灸辅助

生殖临床效应及机理研究。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2项。专著《承淡安研究》一书于2012年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

张建斌：承淡安游学经历及对中国灸法的贡献张建斌：承淡安游学经历及对中国灸法的贡献

专家简介：  专家简介：  

张建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澄江针灸学派传承工作室负责人；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副院长、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副院长；中国针灸学会学术流派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南京针灸学会副理事长。

擅长从督脉诊断和治疗颈肩腰腿痛，及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内科疾病等，对抑郁症、失眠症、偏头痛等有深入系统的研究

。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973、科技部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级课题15项；先后获江苏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江苏省科

技进步三等奖、中国针灸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医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等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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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家真：承淡安故居现状及回忆录梅家真：承淡安故居现状及回忆录

专家简介：  专家简介：  

       梅家真：承淡安外孙女，承淡安著作及文献继承人，承淡安故居守护人。

--------------------------------------------------------------------------------

周才生：我在师母师父身边的学习经历周才生：我在师母师父身边的学习经历

专家简介： 专家简介：  

        周才生：承淡安妻子徒弟/苏州市来恩骨伤科门诊部创始人。2013年曾随由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泰国卫生部以及泰国华侨中医

学院主办中国中医手法专家团赴泰讲学与义诊，并为泰国的医生做了两天的演讲。国际著名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称其为“神医”。

       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骨伤科疑难杂症方面卓有建树，20年来累计治疗约70余万患者,患者遍布江苏、浙江、北京、上海、安徽、

河南、新疆、辽宁、江西、云南、福建、台湾等地区，及部分来自美国(加州、田纳西州)、新加坡、日本、泰国等海外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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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延杰：一代灸师：承淡安的灸法学术精髓谢延杰：一代灸师：承淡安的灸法学术精髓

专家简介：专家简介：

       谢延杰：澄江针灸学派再传第子，祖父谢锡亮曾师承于承淡安，系山西省名老中医，中国灸界泰斗，著述丰硕，成果卓著，德

高术精。出身中医世家，针灸医术已祖传四代，幼承庭训，绍衍祖学，熏陶积渐。经祖父口传心授，耳提面命，精心栽培12年，亲

炙至深，尽得真传，以秉承祖训，沿袭家传绝技为己任。临床20余年，擅长直接灸（麦粒灸），隔物灸（隔药灸），雷火神针（太

乙神针），悬灸，新铺灸，毫针，火针，针挑，刺血，火罐等自然疗法。并将上述诸法有机结合，提高疗效，随症加减，灵活变通

。

--------------------------------------------------------------------------------

闭幕式VIP欢送酒宴闭幕式VIP欢送酒宴

 

01、闭幕式欢送酒会领导致辞

02、养生太极表演（吴门医道太极教学中心）

03、苏州慧宁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美琴女士致辞

04、时装展示：多次获国际金奖日本神舞衣改良和服／中国知名品牌艾尚雪／盘古羊绒模特表演

05、国际灸法大会 赞助商答谢

06、全体VIP会员名片交换与酒宴合影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李志刚——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书记兼副院长李志刚——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书记兼副院长

潘泳安——健康养生专家潘泳安——健康养生专家

谷惠萍——普云五行艾灸堂堂主谷惠萍——普云五行艾灸堂堂主

金南洙——世界中联无极保养灸国际联盟总裁，无极保养灸创始人金南洙——世界中联无极保养灸国际联盟总裁，无极保养灸创始人

尹明锡—— 韩国正统针灸学会北京分会会长尹明锡—— 韩国正统针灸学会北京分会会长

邓勇——北京禧灸堂堂主邓勇——北京禧灸堂堂主

赵吉平——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针灸科主任、针灸教研室主任赵吉平——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针灸科主任、针灸教研室主任

吴中朝——中央保健会诊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主任医师吴中朝——中央保健会诊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主任医师

田从豁——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主任田从豁——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主任

赵百孝——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院长赵百孝——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院长

刘保延——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针灸学会会长刘保延——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针灸学会会长

单桂敏——单氏艾灸疗法创始人单桂敏——单氏艾灸疗法创始人

王雅——中国禅灸创始人王雅——中国禅灸创始人

范长伟——苏州同里传艾书院创办人、苏州艾济公益发起人范长伟——苏州同里传艾书院创办人、苏州艾济公益发起人

杨金生——中国针灸学会秘书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副所长杨金生——中国针灸学会秘书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副所长

王宏才——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王宏才——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

李维衡——中国针灸学会原会长李维衡——中国针灸学会原会长

沈志祥——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秘书长沈志祥——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秘书长

邓良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邓良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

许志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司长许志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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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吴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个人参会费用个人参会费用

VIP会员：个人参会 VIP会员：个人参会  
VIP会员费：999元/人（现场报名1299元）  
VIP会员费用含：  
三天会议全部议程、开幕式庆典晚宴、VIP会员参会荣誉证书、VIP会员集体合影及大合影照、VIP礼品大礼包、大
会会刊等。  
01、大医堂北京第42期后CETTIC灸疗师学员：VIP免费；  
02、大医堂北京第42期前CETTIC灸疗师学员：VIP500元；  
03、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艾灸保健推广委员会会员：免VIP会员费（须持有“国际灸法大会礠许会员”证书）；  
04、团体报名：10人九折；30人八折；50人七折；100人以上六折。

VVIP会员（颂天火护艾使者）VVIP会员（颂天火护艾使者）
VIP会员费：1599元/人（VIP会员费999元）+600元颂天火专场费）
VVIP会员费用含：
开幕式晚宴、VVIP嘉宾苏州特色文娱专场、VIP会员参会荣誉证书、颂天火丝绸般纪念证书、VIP会员集体大合影
照、大会会刊、VVIP会员超级礼品大礼包、颂天火合影照、颂天火服装、颂天火订制版青花瓷U盘、颂天火艾灰纪
念品、颂天火令牌、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纪念版纯棉帆布包。
养生体验游门票：999元/人
9月12-13日：苏州两天旅，一晚星级住宿、用餐、景点门票、专车接送等。

注册会员：4000元/四年注册会员：4000元/四年
01、获得“国际灸法大会注册会员”铜牌+注册会员证书；
02、尊享连续四年国际灸法大会VIP会员免费参会资格；
03、参加国际灸法大会注册会员授牌仪式，在大会主席台上获得领取铜牌和会员证书的荣誉；
04、在国际灸法大会官网公示会员信息：照片、简介、擅长领域或特长主治、联系方式等；
05、享受人社部CETTIC灸疗师职业培训学费9.5折优惠待遇；
06、享受国际灸法大会注册会员专属坐席和特制礼品；
07、享受国际灸法大会门票代理优先权；
08、享受国际灸法大会学术报告分会场发言优先权；
09、赠送国际灸法大会“艾灸工作坊”VIP体验券；
10、个人临床案例或作品收录进国际灸法大会年度论文集；
11、享受国际灸法大会海报定点投放合作单位权益；
12、享受国际灸法大会全国工作站特许授权权益；

艾灸工作坊：灸法演示工作室艾灸工作坊：灸法演示工作室
费用：50000元/间（3米*3米）
全国仅限10名（家）灸法技术推广工作坊。
01、免费赠送3张VIP门票（价值2997元）；
02、免费提供施灸床一张+问诊桌一张+椅子三张；
03、赠送专访新闻稿一篇，协助个人或企业灸法宣传推广；
04、在国际灸法大会官网公示灸法简介、临床特色等信息；
05、有机会入选下一届国际灸法大会主会场“特色灸法”演示专场，面向全球推广；
06、授予“国际灸法大会縠碂适宜推广技术”铜牌；
07、赠送参会荣誉证书一套（丝绸卷轴+实木框）；
08、为工作坊免费设计、制作宣传海报，并张贴在主会场进行技术推广和宣传。

企业参展及分论坛费用企业参展及分论坛费用

一、企业参展（展位仅限80个，先到先得）一、企业参展（展位仅限80个，先到先得）
参展费：25000元起/展位（3米*3米）；2个展位40000元（3米*6米）
01、免费赠送3张VIP门票（价值2997元）；
02、提供工作证6张；
03、免费提供工作桌两张，椅子两把；



04、赠送企业参展荣誉证书一套（丝绸卷轴+实木框）。

二、新产品新技术推广   （推广企业仅限3个，先到先得）二、新产品新技术推广   （推广企业仅限3个，先到先得）
推广费用：10万（主席台20分钟专题报告）
01、含3米*3米展位1个（价值25000元）；
02、VIP门票10张（价值9999元）；
03、技术或项目推广说明会20分钟；
04、大会日程表公示推广主题；
05、大会会刊、论文集刊登推广报告内容；
06、获得大会“艾灸行业科技创新奖”候选资格；
07、在国际灸法大会官网公示灸法简介等信息；
08、开幕式红地毯，主持人介绍；
09、开幕式晚宴嘉宾席位；
10、赠送主会场宣传海报一副，并张贴在主会场进行技术推广和宣传。

三、学术专场报告推广（合作企业仅限3个，先到先得）三、学术专场报告推广（合作企业仅限3个，先到先得）
合作费用：10万元（主席台20分钟专题报告）
01、含3米*3米展位1个（价值25000元）；
02、VIP门票10张（价值9999元）；
03、大会现场提供30分钟学术报告时间；
04、大会日程表公示学术报告主题；
05、大会会刊、论文集刊登推广报告内容；
06、享受大会“灸法学术贡献奖”候选资格；
07、颁发第四届国际灸法大会嘉宾主题演讲荣誉证书；
08、开幕式红地毯，主持人介绍；
09、开幕式晚宴嘉宾席位；
10、提供学术报告视频及照片集。

四、主题分论坛/分会场合作（分论坛仅限三个，先到先得）四、主题分论坛/分会场合作（分论坛仅限三个，先到先得）
合作费用：50万
01、含3米*3米展位2个（价值50000元）；
02、VIP门票100张（价值99900元）；
03、100人分会场一个（价值100000元）；
04、VIP门票代理七折；
05、企业领导享受活动主席台嘉宾席位；
06、开幕式红毯，主持人介绍；
07、开幕式晚宴致辞，贵宾席入座；
08、大会日程表公示分论坛主题；
09、大会会刊、论文集刊登分论坛内容；
10、大会广告袋体现分论坛标识；
11、获得大会“灸法文化传承奖”候选资格；
12、颁发国际灸法大会“荣誉证书”；
13、赠送主会场宣传海报两副；
14、所有大会印刷宣传物料体现分会场标示；
15、享受国际灸法大会协办单位荣誉。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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