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中医学院第二届国际论坛 

中医西传暨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 

Lavier 与“甲骨文中医” 

 

 

主办：云南中医学院 

承办：云南中医学院中医西传研究所 

协办 

广西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扶阳法学术流派重点研究室 

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湖南省中医药文化研究基地 

云南中医学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人类学、中医儿科学重点学科 

获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专项基金资助 

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医在法国传播的研究”、“中医在英国传播的研究”资助 

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文化学”、“中医药对外合作管理学”支持 

 

 

云南 昆明 

2014．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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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组委会 

主    席： 王翠岗 

副 主 席： 熊 磊、钱子刚、刘 虹 

执行主席： 贺 霆 

秘书组：周 青(组长)、 张云富、 戴 翥  

会务组：贺 霆(组长）、 陈林兴、黄孝平、马学成、赵宗翼、王 燕、

傅燕春、吕 峰、 肖 兵、 罗 兵、吴 凯 

学术组：王 寅(组长)、吴永贵、王志红、孙永林  

 

 

 

 

 

论坛地点：云南中医学院呈贡校区 

中国云南昆明呈贡雨花路 1076 号，邮编 650500 

论坛时间：2014.6.20-21 

下榻宾馆：昆明医科大学东校区 国际交流中心 

地址：昆明市呈贡新区呈贡新城雨花街道春融西路 1168

号，电话：0871-65922396 

联系电话：86-(0)871-65918858、86-(0)871-65918882 

86-135 7705 0100    86-136 29699357   

网   址：http://www.itcmw.ynutc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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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上午 9:30-22:30 报到、入住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 

14:30-16:30 何清湖教授讲座 呈贡校区翰墨楼 1 楼报告厅 
16:30-17:30 参观博物馆及校园 云南省中医药民族医药博物馆/校园 下午 

17:30 欢迎晚宴 呈贡校区桂香园餐厅 

6 月 19 日 
星期四 

晚上 19:00-21:00 张其成教授专题讲座 呈贡校区兰茂堂 
7:30 早餐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餐厅 
8:30 乘交通车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 

8:45-9:20 
Lavier 纪念廊剪彩、参观

中医西传博物馆、合影 
云南中医药民族医药博物馆 

上午 

9:30-12:00 开幕式及主旨发言 呈贡校区翰墨楼 1 楼报告厅 
12:10 午餐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餐厅 

下午 
14:00-18:00 “甲骨文中医”专题发言 呈贡校区翰墨楼 1 楼报告厅 

6 月-20 日 
星期五 

晚上 19:00-23:00 仲夏音乐节、冷餐会 
云南中医学院校园岐伯路 
如遇雨改在教学楼群走廊 

7:30 早餐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餐厅 
8:45 乘交通车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 上午 

9:00-12:00 “甲骨文中医”专题发言 呈贡校区翰墨楼 1 楼报告厅 
12:10 午餐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餐厅 

14:00-17:30 圆桌会议 呈贡校区崇德楼 123 会议室 下午 
17:30-18:00 闭幕式 呈贡校区崇德楼 123 会议室 

6 月 21 日 
星期六 
 

晚上 18:30 欢送宴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餐厅 
6 月 22 日 
星期日 

上午 8:30 早餐后送机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 

 

 

交通车 

日期 时间 出发 到达 
16：30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 呈贡校区博物馆 

6 月 19 日 星期四 
19：00 呈贡校区桂香园餐厅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 
8：30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 呈贡校区博物馆 

12：00 呈贡校区翰墨楼前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 
13：50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 呈贡校区翰墨楼前 

6 月 20 日 星期五 

23：00 呈贡校区远志楼前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 
8：50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 呈贡校区翰墨楼前 

12：00 呈贡校区翰墨楼前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 
13：50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 呈贡校区崇德楼前 

6 月 21 日 星期六 

18：00 呈贡校区崇德楼前 昆医大国际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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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议程 
6 月 20 日（周五） 上午 

（博物馆、翰墨楼 1 楼报告厅） 
8:45  Lavier 纪念廊揭幕、参观中医西传馆、合影 

 

9:30  开幕式（主持：云南中医学院特聘教授、中医西传研究所所长 贺霆） 
论坛主席、云南中医学院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王翠岗致欢迎辞 
协办单位代表、湖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何清湖致贺辞 
中国哲学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南致贺辞 
世界各地中医学会、中医院校贺信 

 
10:00 主题 1：腊味爱医生生平及其师吴惠平医生（点评：云南中医学院贺霆教授） 
 
10:00 雅克·安德烈·腊味爱: 为中医倾注一生心血 

Marie-Christine LAVIER，腊味爱之女、法国埃及学学者 
 
10:30 我与雅克•安德烈•腊味爱的会面 

Cécile CAIRE，法国执业医生、针灸师 
 
10:55 雅克•腊味爱对中国针灸学说传播所做贡献（现场视频） 

Peter Eckman，美国旧金山医生、中医史学家 
 
11:25 鍼灸大師吴惠平博士对欧美中医針灸西傳之历史貢献 

吴安祥，吴惠平之长孙、台湾中華美容養生学会理事長 
 
11:45 世界著名针灸学家吴惠平早期在常州从医经历考证 

李夏亭，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6 月 20 日（周五）下午 

（翰墨楼 1 楼报告厅） 
14:00 主题 2  甲骨文中医：传授与应用（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张金岭博士） 
 
14:00 针灸穴位名称给予我们的启示 

Pierre SALAUN，法国执业医生、针灸师 
 
14:30 传统：接受与传递 

Jean-Pierre GUIRAUD，法国执业医生、针灸师 
 
 



 5

15:00 雅克.安德烈.拉威尔的教育法：激励研究 

Serge DESPORTES，法国执业医生、针灸师 
 
15:30 经验分享：中医诊断, 结构重建或患者身上的“主客”规律 

Jérôme LACAS，法国执业医生、针灸师 
 
16:00-15 茶歇 

 

16:15 训诂呓语 

吴晓锋，云南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 
 
16:45 雅克-安德烈•拉维耶：中医理论与实践 

Guy PIERRON，法国执业医生、针灸师 
 
17:10 中国传统针灸中的“针”，针灸定位中的“寸” 

Nadine MOUTON，法国执业医生、针灸师 
 
17:35 中医风湿病学--温针治疗外风湿 

Didier GIRARD，法国执业医生、针灸师 
 

6 月 21 日（周六） 上午 

（翰墨楼 1 楼报告厅） 
9:00 主题 3：天文中医及其它（点评：云南中医学院贺霆教授） 
 
9:00 中国天文学原理，或者天文，关于天的学问 

Dominique C. Ottavi，法国执业牙医、针灸师 
 
9:25 天文学针灸：头部赤道冠穴位与牙齿尖端的关系 

Henry Payet，法国执业牙医、针灸师 
 
9:50 安德烈•雅克•拉威尔-智慧的传递者 

Georges Mercury，法国执业医生、针灸师 
 
10:15 学习五行针灸有感 

雷鸣，执业针灸师、同有三和中医五行针小组学术带头人   
 
10:35-50 茶歇 

 

10:50 易经与切脉 

Patrice SANCHEZ，法国执业医生、针灸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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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50 年：研究“MOKA”的漫长过程 

Alain Mestrallet，法国执业妇产科医生、针灸师 

 
11:40 经络疏通与络脉 

Francis GASQ，法国执业医生、针灸师 
    

6 月 21 日（周六）下午 

（崇德楼 123 会议室） 
14:00  圆桌会议：从甲骨文中医学派看人类学西方中医研究 

对话（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陈 斌、陈 刚、贺 霆、林超民、王志红、严暄暄、杨

煦生、徐祖祥、张金岭、张 南 
 
17:30  闭幕式 （主持 王翠岗） 
 

论坛期间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 高温 26℃ 无持续风向  微风  
19 日 星期四 

夜间  多云 低温 19℃ 无持续风向  微风  

白天  中雨 高温 23℃ 无持续风向  微风  
20 日 星期五 

夜间  中雨 低温 18℃ 无持续风向  微风  

白天  小雨 高温 25℃ 无持续风向  微风  
21 日 星期六 

夜间  小雨 低温 18℃ 无持续风向  微风  

白天  小雨 高温 26℃ 无持续风向  微风  
22 日 星期日 

夜间  小雨 低温 19℃ 无持续风向  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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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图 
1，机场到昆明医科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2，昆明医科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到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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