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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学法律、计算机科学和医学信息科学等。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Ｉｅｓ，ＵＣＬＡ）东西医学中心由许家杰博

与其他建立在美国高等医学院校中的结合医学

士于１９９３年创立，隶属于ＵＣＬＡ医学中心。

中心不同，ＵＣＬＡ东西医学中心是唯一的自我定位

ＵＣＬＡ是美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据美国新闻和世
界报道（ＵＳ 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的２００７年年度

成从事中西医结合，集医疗、教学和科研于一体的医

排名，ＵＣＬＡ医学中心连续１９年名列美国西岸之

的精华，吸收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成果，立足于临床，

ａｔ

学机构［３］。中心的宗旨是结合传统西医学和中医学

首，位居全美医学中心排行榜前３名［１］。为促进结

采用有效、经济、安全、实用的优化诊疗措施，以良好

合医学的发展，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ＵＣＬＡ校内所有与结

的临床疗效，寻求和获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合医学相关的医疗机构自动组合在一起，形成

的效果；提供不同层次的医学教育，进而推广结合医

ＵＣＬＡ结合医学合作中心，得到校方的支持，共有

学作为医学的一种新模式；开展和探索多学科的科

８个学术中心参与，成员包括５４名教授，涉及神经、

研合作，从生物医学、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研究等多

肿瘤、疼痛、儿科、营养、公共卫生和卫生政策等多个

角度探讨结合医学在医疗系统中的作用。
本文拟从教育、临床、科研以及与中国合作等角

学科，许家杰博士为现职主任［２Ｊ。
东西医学中心是ＵＣＬＡ结合医学合作中心的
核心机构，共有员工２０多名，由临床、科研和管理人

度来介绍东西医学中心。
ｌ

教育项目

员组成。临床人员包括５名在中心接受进一步结合
医学教育的西医师，其中两人还在工作之余攻读洛

开展不同层次的教育是推广中西医结合医学的

杉矶当地中医学院的中医学位；４名针灸师均在中

有效途径。东西医学中心的教育项目涵盖面广，从

国或美国接受中西医双重教育且具有良好的学术背

医学院学生教育和住院医师轮转，再到高级中西医

景。科研人员除掌握中医学和结合医学的知识外，

结合专科医生两年制培训和普通民众健康教育，乃

还兼具其他学术背景如公共卫生、社会学、医学人类

至最近新开设的本科生医学入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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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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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ＵＣＬＡ医学院批准，东西医

理论培训和实践操作；第二年主要是参与结合医学

学中心于１９９４年首先在美国高等医学院校开设了

科研设计和医学生教学，进一步完善、丰富中西医结

中西医结合教育选修课程，对ＵＣＩ。Ａ医学院四年级

合的临床经验。培训的医生毕业后到其他大学或者

和一年级的学生进行结合医学的试点教学［４］，后来

医院的结合医学中心担任重要职位，或到政府机构

又为三年级医学生增设了系列讲座和临床见习。针

从事结合医学管理工作，或在其他的领域和机构继

对各个年级医学生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

续从事相关的结合医学工作，以进一步壮大结合医

法。例如，医学院一年级学生医学知识尚少，教学以

学在美国的队伍。

启发兴趣为主。从现场示教入手，辅以病例分析，融

此外，从２００７年开始，该培训项目扩大招收高

会中医的基本概念和诊疗手段。医学院三年级的学

级执业护士，也是为期２年的专科培训，目的在于将

生已进入临床见习阶段，教学主要以临床实习和讲

结合医学的概念引入护理行业。

座为主，辅以概念和理论的解释。医学院四年级的

１．４

学生为在校学习的最后一年，其特点是他们已基本

来，东西医学中心不仅提供不同形式的课程和临床

完成了医学院校的课程，易于应用现代科学和医学

实践机会，还通过学术年会、研讨会、学习班以及讲

知识去理解中医学的概念，教学安排注重实用，不是

座来增进各界对结合医学、传统中医药的关注和认

单纯地学习中医基本理论，而是通过病例分析讲授

识，并就学术界所关注的医疗保健问题为广大研究

基础知识和进行临床操作，并辅以现场示教。

者提供信息交流和政策发展的论坛。

本科生、普通民众及其他的健康教育

多年

医学生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医学院的学生了

２００８年暑期，东西医学中心与刚成立的ＵＣＬＡ

解中医学和结合医学，使他们产生兴趣，然后进入这

孔子学院合作，针对全球的本科学生，开设相关课程

个领域推动结合医学在美国的发展。这十几年来，

介绍美国结合医学。学员除来自美国的大学以外，还

有些学生从医学院一年级到四年级，再到住院医师

来自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地。

和高级中西医结合专科两年培训，一路走来，最后留

在校外，针对美国医学现状并结合社会需求，特

在中心继续工作，或者奔赴其他重要的工作岗位，已

为政府官员、保险行业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慈善

培养了大量对结合医学饱含感情的西医师，东西医

家以及普通大众主办结合医学防治疾病的普及讲

学中心对此深感欣慰。

座，提供宣教资料和咨询服务，让他们了解结合医学

１．２

住院医师和年轻教授的结合医学教育

自

１９９６年以来，东西医学中心开始在ＵＣＬＡ校内外

接收临床医生培训，中心诊所给实习医生和住院医
师提供临床轮转机会，从实践中获取中西医结合的
临床经验。

是安全、有效、经济和实用的医学模式，应该在当前

的医疗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２

临

床

临床诊所由西医师和针灸医师负责日常门诊。

近期，东西医学中心也扩展了针对年轻医师和

中心的西医师和针灸医师均具有良好的中西医学双

教授的结合医学教育。如利用ＵＣＬＡ结合医学合

重教育背景，中西医联合诊疗病人，针对每个患者的

作中心开设关于身体一意识的学术讲座，为年轻教授

不同病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采用针刺、推拿、痛

的科研思路提供新的认知ｃ５ ３；与家庭医学系合作提

点封闭、自我按摩、辨证药膳和太极气功锻炼等治疗

供系列结合医学讲座，让家庭医生和全科医生了解

和自我保健方法，实行从临床医疗到预防康复系列

结合医学的优点，使其在普通门诊和家庭医生诊所

化和综合性医疗服务，使得许多患者摆脱了长期依

加入结合医学的内容，优化临床诊断和治疗；与不同

赖药物或者手术缓解病痛的困境。同时以ＵＣＬＡ

的临床医学系开展针对具体项目的结合医学系列专

医学中心强大的技术、设备和共享的医学资源为依

题讲座，开拓视野。

托，成功地解决了许多西医临床治疗无效或棘手的

１．３

两年制高级中西医结合专科培训

高级医师

内外科和妇科等疑难病症。目前每年门诊患者约

０００人次，预约但需要等候门诊的患者

中西医结合专科培训始于１９９９年，为期２年。此项

１２ ｏＯＯ～１４

目专为在美国已完成住院医师训练而且准备在补充

通常保持在１５０人左右。就诊患者大多是经校内外

替代医学领域，尤其是在中西结合医学上做出贡献

医院的神经科、内科、骨科、肿瘤科、痛症专科和家庭

的执业医生设立。宗旨是培养结合医学临床和教学

医学专科等很多有名的专科医师推荐且是治疗棘手

的学科带头人。教学标准采用美国高级专科医师的

的疑难杂症病人。医疗费用管理主要采用西医的医

培训模式：第一年主要是在教师指导下学习，进行临

疗保险结算方法，其中普通保险占１０％，Ｍｅｄｉｃａｒｅ

床和理论培训，参加中心提供的为期２个月的密集

（一种为老年人支付的医疗保险）保险占２０％～

·１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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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内部管理式医疗组织占３０％～４０％，其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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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些认识，东西医学中心专门发展了以下与中国
中西医结合相关的合作项目。

现金支付。

除常规门诊以外，东西医学中心还在发展新的

４．１

第一代结合医学专家影像历史

该项目采访

专科门诊如炎症专科、压力管理专科和乳腺癌幸存

了在现代中西医结合发展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第

者专科等。此外，东西医学中心还为ＵＣＬＡ医学中

一代“西学中”专家和与之密切合作的其他专家以及

心的其他科室提供临床咨询和会诊服务。

该专业和部门当前的决策者。目前已经采访了

儿位结合医学先行者。预期这个项目包括３个方

３科研工作

面的终产品：一是将采访的录音和录像资料作为原
东西医学中心科研工作以临床研究为主，宗旨

始文本存放在ＵＣＩ。Ａ图书馆系统，供感兴趣的研究

是在现代西医健康体系中引入中医的概念和诊疗技

人员使用；二是根据采访的原始资料，按照专业来编

术，为建立中西医结合新的健康模式提供理论指导

辑医学专题和案例，作为教材供医学院学生和住院

和科学依据。科研工作集中在疾病防治、康复和促

医师学习和了解结合医学；三是综合结合医学专家

进健康等中医学大有发展的领域，包括在卫生系统

和国际医学发展决策者的采访记录，完成一部关于

中推广结合医学，重点研究课题如下。

结合医学的纪录片，在美国的公共电视台如Ｐｕｂｌｉｃ
已经完成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和

的包括传统中医治疗手段（针灸、推拿）对干眼综合

Ｈｉｓｔｏｒｙ中放映，使其面向普通民众，以引起政策制

症治疗效果的探讨，以及采取随机对照研究练习太

定人和市场的关注。

极对紧张性头痛的缓解作用［６］。新近完成的还有一

４．２

项由美国和加拿大多中心合作的针灸治疗颈肩疼痛

国四大区域图书馆之一，在当前结合医学迅猛发展

３．１

科学和系统地验证传统中医疗法

结合医学信息中心

ＵＣＬＡ医学图书馆是美

的大型临床研究。

的前提下，临床医师需要循证医学的支持。洛杉矶

３．２探讨一些临床多发病的最佳结合医学疗法

地区也是美国针灸和替代医学的重镇，约有

东西医学中心获得多项资助来研究中西医结合疗法

３

对一些常见多发病的疗效。探讨结合医学治疗疾病

求。ＵＣＬＡ图书馆作为公众图书馆可满足此类需

的新模式。已完成一项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求，而现代电子资源的发达，更能使这个项目为全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ＮＩＨ）资助的针灸

界的结合医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共享。认识到其先进

对心血管疾病的研究，研究课题为针灸对心衰患者

性和迫切性，东西医学中心、ＵＣＬＡ图书馆系统和

抑郁症导致的心功能改变的作用＂］。

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中医药情报所联合在ＵＣＬＡ图

正在进行的还包括一项由ＮＩＨ资助以探讨不
同中医证型肠易激综合征（ｉｒｒｉｔａｂｌｅ

ｂｏｗｅｌ

ｓｙｄｒｏｍｅ，ＩＢＳ）生理学特性的研究，还有一项是也由
ＮＩＨ资助以探讨全身肌肉疼痛综合征和ＩＢＳ神经

４００名针灸师和５所中医院校，有相当的阅读需

书馆下设结合医学信息中心，建立结合医学咨讯，向
有兴趣的医务人员、科研人员及公众开放，促进结合
医学信息的共享。
４．３

访问教授项目

主要是邀请国际上卓有成就

内分泌特性的研究。另一项研究是由柯曼（Ｓｕｓａｎ

的结合医学专家来洛杉矶加州大学访问，安排专门

Ｋｏｍｅｎ）癌症基金会专项资助，采用结合医学和社

的讲座和会议，讲授其在结合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会医学的模式，改善乳腺癌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

同ＵＣＬＡ的结合医学研究人员沟通，探讨合作的方

从公共卫生和医疗系统角度探讨结合医学对

式和机会，记录他们在ＵＣＬＡ的活动，并作为第一

３．３

结合医学在公共卫生系统和医疗

代结合医学专家影像历史采访资料的一部分。陈可

行为中的作用方式也是东西医学中心的研究兴趣。

冀呻］、韩济生和李恩教授分别在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８年

已经完成的包括提高疾病防治过程中西医师与针灸

到访，反响热烈。英国著名结合医学专家Ｅｄｚａｒｄ

师间协作的研究，正在进行的还有对结合医学在基

Ｅｒｎｓｔ也曾受邀来访。

层医疗服务中作用和运作方式的探讨。

４．４

卫生系统的作用

４与中国合作的若干项目

东西医学中心自１９９３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与

结合医学人才培训计划

国际社会意识到传

统医药，特别是中医药的健康观念、医疗实践与现代
医学结合将可能为人类提供医疗卫生保健新模式。

但是目前在中国的中医和结合医学临床和科研实践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术界的密切交流，既能受益于中

中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法和理论体系，大多尚未得到

西医结合５０年以来的成就和国际社会对中西医结

国际社会的正确评价和应用，中医药的科学内涵也

合日益提高的信任度，也能深刻了解其局限性。根

未被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接受。究其原因，主要在

中西医结合学报２００８年ｌｏ月第６卷第ｌｏ期

Ｊｏｕｍ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８。ＶｏＪ＿６。Ｎｏ．１０

。１０９７·

于科研方法和手段不被国际上广泛认同；医学研究

同领域来促进结合医学在美国这个文化多元的社会

的通用语言——英语的沟通方法欠妥，导致中医药

的发展。

与现代医药和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存在一定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障碍。东西医学中心针对亚洲结合医学学者，主要
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ｕｓ

家和地区的学者，组织了一个培训项目，内容包括美

１５］． ｈｔｔｐ：／／ｈｅａｌｔｈ．ｕｓｎｅｗｓ．ｃｏｍ／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ｂｅｓｔ—

国结合医学发展、医疗服务和法规制定、现代临床研

ｈｏｓＤｉｔａｌｓ．
ＵＣＬＡ

究基础、语言和专业素质训练以及美国医学环境熟

Ｂｅｓ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２００８一０９—

是中国大陆，也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和台湾等国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８一０９—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ｉｍ．ｍｅｄ．ｕｃｌａ．ｅｄｕ／．

悉等，以帮助结合医学人员充分掌握目前国际结合

ＵＣＬＡ

医学和替代医学发展的前沿。了解西方社会在此领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８一０９—１ 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ｗｍ．ｍｅｄ．ｕｃｌａ．ｅｄｕ．

域的法规和政策，吸取现代科学的先进技术和方法，

Ｈｕｉ

ＫＫ，

Ｌ，

Ｚｙｌｏｗｓｋａ

Ｈｕｉ

ＥＫ，在口Ｚ．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促进中医药在国际范围内开展研究、教育和合作交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流，向世界公众完整准确地介绍和传播中医药知识。

ｒｅｓｊｄｅｎｔｓ．Ｊ Ａｌｔｅｒｎ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ｄ．２００２；８（４）：５０７—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ｏ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５１５．

５工作机会

．

０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为在不同学科领域扩展结合医学的临床研究，

ｆｏｒ

兴趣的范围包括痛证、口腔卫生、康复、预防心脏病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ＭＪ。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露

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口Ｚ．
ｍｉｎｄ—

ＵＣＬ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ａ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Ｂｒｏｄ５ｋｙ

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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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炎症研究、精神疾病、治未病和癌症幸存者生活

５４９．
，

作经验，申请文件包括个人自述（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ｂｂｏｔｔ ＲＢ，Ｈｕｉ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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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ｒｅＩｔｚｅｒ

ｂｏｄｙ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目前东西医学中心还设有几个博士后工作机会，感

质量等。申请者需博士毕业后有３年临床或科研工

ＶＳ，

Ｓｉｅｒｐｉｎａ

ＫＫ，Ｈａｙｓ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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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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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结

语

Ｒ

ｖｉｓｉｔ

ＵＣＬＡ东西医学中心的长远目标是在ＵＣＬＡ
Ｙｉ

这个综合性大学的平台上，建立一个类似小型结合
医学学院的功能齐全的医疗机构，既有先进的结合
医学临床和丰富多彩的医学教育项目。又有强大的
科研团队，可以从医学、法律、社会学和信息学等不

ＷＪ．

Ｚｈａｎｇ
ｔｏ

Ａ 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ａｎ Ｃ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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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

Ｋｅ－ｊ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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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军．陈可冀院士访问洛杉矶加州大学纪实．中西医
结合学报．２００７；５（２）：２２３—２２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