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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治疗，助您回家
闫彦宁

河北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 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WFOT)

成立于 1952 年，是目前唯一权威的作业治疗师全球性机构，其使命是在全球推广作

业治疗，支持作业治疗的发展，在作业治疗师教育、执业能力和道德规范等方面发

表了一系列的相关文件。WFOT 还制定了作业

治疗教育最低标准，并对各国的作业治疗教育

项目进行认证，以确保毕业生具有进行作业治

疗实践所必须的基本技能。

2018 年在中国作业治疗发展史上注定是

不平凡的一年! 5 月 18 日在南非开普敦举行

的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WFOT)理事会会议

（WFOT Council Meeting）上，经过理事会表

决通过中国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专委会成为其

正式会员（Full membership），这是我国第一

个加入国际专业组织的康复治疗团体，是中国

作业治疗专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

志着中国作业治疗师进入了国际大家庭。

作业治疗是康复治疗中十分重要的学科之

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现代康复医学而引

入，至今在我国已经有了 30 多年的发展，对国内康复医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国康复医学会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国内的作业治疗专业发展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了顺应广大患者的需求，与国际的专科化发展方向接轨，许

多医院已经将原来的综合康复治疗师，逐步向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言语治疗



4

师的专科化方向发展。2017 年教育部已经批准上海中医药大学、2018 年又批准了 3

所大学招收“康复作业治疗学”专业，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启了作业治疗专科化的

高等教育，作业治疗专业走向了专科化的发展的轨道。2011 年中国康复医学会在康

复治疗专委会成立了作业治疗学组；特别是在 2017 年 12 月成立了作业治疗专业委

员会，为我国作业治疗从业者搭建了更高的平台，把作业治疗专业的发展推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也为我国作业治疗专业与国际相应专业组织接轨，推动中国的作业

治疗师队伍走向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目前为止，国内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国

际作业治疗研讨会、八届作业治疗师资培训班、八届全国作业治疗论坛和首届全国

作业治疗学术年会；临床作业治疗从业人员和作业治疗专业教师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已经有 5 所高等院校的康复治疗学专业（作业治疗方向）课程和一个作业治疗硕士

课程已经得到 WFOT 的认证，2018 年 3 月首都医科大学、昆明医科大学的作业治疗

课程又通过了 WFOT 的复认证；还有多所院校正在准备启动申请 WFOT 的课程认证的

程序。

作业治疗是康复医学的重要手段，是提高生活自理、工作、学习能力，促进病

（伤）友回归家庭、重返社会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在康复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 WFOT2012 年的最新定义，作业治疗是以服务对象为中心，通过有意义和目的的作

业活动促进健康与幸福的一

门医疗卫生专业，作业治疗

的主要目标是协助人们参与

到日常生活活动中去，作业

治疗师通过与个人和社区的

合作，或者通过活动调整或

环境改造来提高服务对象的

参与能力，支持他们更好地

参与其想要做、必须做或期

望做的作业活动，实现治疗

目标。

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从2010年起，将每年的10月27日定为“世界作业治疗日”

（World Occupational Therapy Day），2018年10月27日，是第9个世界作业治疗日，

主题是“Celebrating our global community”（全球社区同庆）。为庆祝中国加入WF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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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第一个世界作业治疗日，中国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专委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

“作业治疗，助您回家”活动的倡议，得到了全国各地作业治疗从业者的积极响应，

在近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多家机构进行了多种形式和题材的宣传活动，不仅体

现了作业治疗专业的内涵，也促进了大众对作业治疗的了解，受到了广大患者/家属

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好评。

作为本期责任主编，我将把这次活动情况给大家做一个展示，以期为临床作业

治疗师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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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为庆祝 2018 年第 9 个“世界作业治疗节日”，北京市五所医院响应“作业治疗，

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其中有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康复

医院、首都医科大学、中日友好医院等。

10月 19 日到 21 日，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OT 科组织香港理工大学与首都医科大学

的老师与学生们共同参与了一次为期三天的社区康复行。

本次社区康复行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精心策划，共探访并帮助了三个案例，从脊髓损

伤长达二十年的女生到刚刚发病不久康复愿望极其强烈的男孩，他们存在着各式各

样的功能与能力障碍，各种原因造成他们不能到医院去做系统的康复训练，所以如

何让患者在家中、在社区还能继续康复训练，达到最佳的生活质量，是本次 OT社

区行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点。

患者家内访谈及评估 设计改良笔并进行书写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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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患者转移方式及家居安全 家中现场改良矫正

家中测评肌力，教予减压技术 轮椅测量，选择轮椅

案例结束后小组讨论（中康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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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0月 24日，解放军总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作业治疗室在肖红雨主任的指导下，

全体治疗师和患者在治疗室里共同参与了一场以“作业治疗，助您回家”为主题的游戏活动。

每位患者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球抛到对方手中，他们之间的配合很有默契，在肖红雨主任

以及治疗师的鼓励下，他们更加有信心赢得比赛，每一次的努力，每一滴的汗水，同样也是在

自己康复的道路中赢得完美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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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复医院康复诊疗中心于 10月 24日举办了“作业治疗，助您回家”主题宣教活动。

本次活动宣教的理念是，即使身体有各种疾病或功能障碍，生活本身依旧还是精彩缤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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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还针对门诊、住院脑卒中患者开展了一次“作业治疗助您回家”主题

讲座活动。此次活动旨在帮助广大脑卒中患者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适应家庭生活，解决从

医院延伸到家庭康复中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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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康复医学科于 2018年 10月 27日赴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举办义

诊活动。通过此次义诊活动，能够极大程度的为艰苦地区的患者提供作业疗法康复指导，足不

出村就能接受到专业作业治疗团队的服务，从而改善其生活质量。本次义诊活动旨在向广大村

民宣传作业治疗如何帮助患者生活自理、提高生存质量，回归家庭、重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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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医院康复医学科作业治疗组成员举办以“作业治疗，助您回家”为主题系
列活动。

活动第一项，“2018 回家”创意贺卡制作。

活动第二项：日常生活用品价格竞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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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第三项：辅具介绍

我们给患者及家属介绍了回家后常用的日常生活类辅具，帮助患者完成穿衣进食及工作休闲，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难题。

活动第四项：奖状颁发。认真努力的患者们，拿到属于自己的奖状后，纷纷笑开了花。

我们解决很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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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为庆祝 2018年第 9个世界“作业治疗节日”，广东省四所医院响应“作业治疗，祝您

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工伤康

复医院、深圳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由广东省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师分会主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科承办的“重

建生活为本作业治疗服务开展”学术沙龙活动，于 2018年 10月 14日在中山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举行。来自广东省内外多个地区医疗机构的作业治疗师以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员共

8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梁国辉会长、吴丽君推广大使和林国徽组长就本次学术活动的主

题，和参与活动的治疗师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使大家对重建生活为本的作业治疗理念有

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增加了大家付诸实践的信心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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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3 日，临近中秋佳节，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白云院区康复作业治疗区，举办

了以“作业治疗，助您回家”为主题的制作冰皮月饼的作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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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伤康复中心开展了一系列以“作业治疗，助您回家”为主题的宣教活动

治疗师正在进行指导



17



18

深圳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于 10 月 27 日举办一场职业能力评估活动。

 中国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少贞主任和常务

委员危昔均博士、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作业治疗学组委员

周晶老师、广东省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师分会理事邓秀珍老师联合众多专业

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在广州发起成立了“复健社”（全称：广州市阳光关爱脑

卒中患者康复志愿者协会）在广州市的三个社区（海珠区的罗马家园，黄埔

区的黄埔花园和怡港花园）开展了作业治疗服务的推广工作。提供居家康复、

环境改造、辅具使用等咨询和指导等服务。同时，该活动还有现场义工招募

和脑卒中人士进行登记和签约环节，以后会对义工进行专业培训，并定期由

义工为签约人士提供上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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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

为庆祝 2018 年第 9 个“世界作业治疗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两所医院响应“作业治疗，

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江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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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江滨医院作业治疗科举办以“作业治疗，助您回家”为主题系列活动，活动包括

外出超市购物和包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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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为庆祝 2018 年第 9 个“世界作业治疗日”，河南省 4 所医院响应“作业治疗，祝您回

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其中包括河南省儿童医院、河南省中西医综合儿童康复中心、郑州

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省儿童医院康复中心四个作业室集体举办“让作业治疗师，带您的孩子回家”这

一主题活动。手指画游戏，锻炼手口眼协调能力的同时也让小朋友知道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陶冶情操，激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热爱。助孩子们逐步掌握生活技能，尽快回归家庭，

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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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儿童康复中心特举办“让作业治疗师，帮您把孩子带回家”主题活

动。手捏着吃，拿勺吃饭，拿筷子吃饭，自己穿脱衣服、鞋袜，自己拉拉链，自己扣扣子，

体现全人康复的理念，让孩子们自己体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在体验自己做的同时增加学

习和尝试的兴趣，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而让孩子们尽快的回归家庭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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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积极响应专委会号召，开展了以“作业治疗，助您

回家”为主题的小组活动。

活动设计一是在治疗师和家属的帮助下，小组病人共同合作制作出庆祝展板，二是，

针对于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ADL）中的做饭技能，帮助病人更好的回归家庭，带领

病人一起制作水果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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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举办了以“快乐康复，作业治疗带你寻找秋天”为主题的活动，

为了宣传作业治疗在儿童康复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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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为庆祝 2018 年第 9 个“世界作业治疗日”，黑龙江省三所医院响应“作业治疗，祝您

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其中包括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黑龙江省农星总局总医院。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康复中心举办了一次集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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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康复科 OT室以“作业治疗，助宝贝回家”为主题举办以下活

动：

1、一对一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指导

2、别开生面的日常生活能力（ADL）竞技游戏

3、带作业治疗师回家（优秀的作业治疗师和你回家解决你家中出现的康复问题）

4、首届辅助器具比赛（辅助器具走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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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康复医学科科作业治疗部开展了

以“作业治疗，助您回家”为主题的康复宣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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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为庆祝 2018 年第 9个“世界作业治疗日”，湖北省两所医院响应“作业治

疗，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十堰市太和医院、武汉科技大学附

属天佑医院。

十堰市太和医院康复科为了让患者更有家的感觉，我们让患者和医护人员

聚在一起，看一部电影，品百味人生。大家一起进入光影的世界，感悟多彩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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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康复医学科组织了床旁 ADL训

练以及手工、联欢等小组活动。

精 心 准 备

讨论成立创意绘画小组和精彩活动小分队培养了学生的活动动手能力，使学生更加明白了

作业治疗的意义

创意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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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旁 ADL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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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纸飞机——放飞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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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鼓传球 才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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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动物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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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拼盘 生活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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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

为庆祝 2018年第 9个“世界作业治疗日”，吉林省两所医院响应“作业治疗，祝您

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吉林省春光康复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

院。

吉林省春光康复医院组织的活动是利用生活化的场所医院的食堂，日常的活动——摘

菜，提升患者生活能力及生活意志，调节生活环境，帮助食堂工作人员减轻工作压力，从

而重建患者成功、幸福、愉快及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以维持身体及精神健康。以作业表现

为主要途径，以作业能力为治疗目标，以作业活动为治疗手段，让患者勇敢的迈出去，参

与生活，找回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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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脑病康复科作业治疗室组织

为期一个月的各项活动，由作业治疗师、作业治疗实习学生、患者及

家属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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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为庆祝 2018 年第 9 个“世界作业治疗日”，青海省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响应“作业治疗，

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

10 月 24 日到 10 月 25 日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南院区开展了辅助器具制作的培训课程、

并与病人家属一起进行了一次作业训练手工制作活动。



51

山西省

为庆祝 2018年第 9个“世界作业治疗日”，山西省两所医院响应“作业

治疗，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山西大医院、长治医学院附属和

平医院。

山西大医院康复医学科举办“作业治疗，助您回家”宣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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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从穿衣、洗脸、进食、转移等方面进行了 ADL的

小组治疗活动，在治疗师和病友的鼓励和帮助下，患者完成了系列活动，不仅

提高了自理能力，还大大提升了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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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为庆祝 2018 年第 9 个“世界作业治疗日”，上海市五所医院响应“作业治疗，祝您回

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上海市瑞金医院、上海阳光康复中心、上海市养志康复医

院、岳阳医院、华山医院。

上海市瑞金医院康复医学科作业治疗部在 2018 年 10 月 24 日举办“作业治疗，助您回

家”病例分享活动。活动对象来自全国各大医学院校康复专业的医学生 30 余人。由作业治

疗师肖梓豪为大家分享作业治疗在卒中患者全面康复中的实施及疗效。各位同学在听后都

受益匪浅，他们更了解 OT 的丰富内涵，OT 在康复中的意义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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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阳光康复中心举办了一次“病友心得分享”活动向大家普及

作业治疗知识，分享回归家庭心得体验，同时推广人性化、现代化、

国际化的作业治疗理念，帮助大家理解患病与回归家庭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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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医院康复科组织了一次包馄饨的小组活动。此活动包括了食物的准备，

进食，清洁整理等患者会在回归家庭生活中遇到的日常生活活动。在活动过程

中，观察患者上肢及手部运动的控制与协调能力，患者在团体中的交际能力等

等，与此同时给予患者引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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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医院东院作业治疗室询问了住院病友们的兴趣，发

出邀请函，准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活动：沙拉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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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为庆祝 2018 年第 9 个“世界作业治疗日”，湖南省四所医院响应“作业治

疗，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湘雅博爱康医院、湖南省工伤康复中心。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康复科举办了一次以患者为中心的烹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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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举办了世界作业治疗日系列活动，包括宣教、义诊等。



81

湘雅博爱康医院举办了多种形式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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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工伤康复中心 OT 团队以脊髓损伤患者为目标群体策划了系列活动以

增进患者的活动参与，促进其回归家庭回归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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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为庆祝 2018 年第 9个“世界作业治疗日”，四川省十四所医院响应“作业

治疗，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其中包括逆遂市中心医院、宜宾市第二人

民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第二中医院、绵阳市中心医院、成都市第二

人民医院、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安岳县人民医院、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雅安职业技术

学院附属医院、南充市中医医院。

遂宁市中心医院康复中心作业治疗部开展了以“作业治疗，助您回家”为

主题的活动，活动的内容是包饺子和日常生活技能比赛，参与人员有医务人员、

患者及家属。活动的目的是让患者重拾生活希望，坚持康复治疗，相信自己：

我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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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举办“作业治疗，助您回家”超市模拟购

物活动，以激发患者的内在潜能，让其重燃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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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医院的作业治疗师为患者及家人安排了一场关于回归家庭，家

居环境改造的主题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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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第二中医院、绵阳中心医院、核工业 416 医院、双流区第一人民医院、崇州康

复智能医院积极从“生活意志、能力和方式”等方面的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通过

该活动使患者能积极主动参与作业活动，让患者在作业活动中体验到成功和快乐，同

时让患者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为患者回归家庭社会建立坚实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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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以“重建生活为本”康复理念定期举行各种治

疗性活动，开展了家居与社区生活治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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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康复治疗师协会作业治疗分会会长曾真，秘书王孝云，副会长刘波，

晏梓宴，张晗，刘静及各位主任委员，委员代表作业治疗师分会发出活动倡

议。全省各地作业治疗师们纷纷响应，各单位积极配合，开展了以“作业治

疗，助您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丰富多彩的世界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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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为庆祝 2018 年第 9个“世界作业治疗日”，浙江省两所医院响应“作业治

疗，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其中包括温州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浙江省人

民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新桥院区针对患者及家属做了主题为“认识作

业治疗”的科普宣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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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作业治疗部门在 25 号上午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作业治

疗，助您回家”主题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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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为庆祝 2018 年第 9个“世界作业治疗日”，重庆市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及重庆市优抚医院响应“作业治疗，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科作业治疗师走进重庆市优抚医院（原重

庆市精神病医院），组织其精神康复科治疗师开展了“清洁家园，环保行动”主

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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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为庆祝 2018 年第 9 个“世界作业治疗日”，河北省地区河北省人民医院响应

“作业治疗，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

河北省人民医院举办了一系列以“作业治疗，助您回家”为主题的宣教、

集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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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闹闹包饺子，治疗也能展笑颜

饺子是中国传统美食，今天我们将包饺子和患者作业治疗结合在一起 。患

者在欢快的氛围里功能转化为能力，为回归生活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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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大赛，紧张有序

患者娴熟有序的进行每一步穿衣的步骤，互相展示自己的学习经验，每一

位患者都成为穿衣大赛的胜利者！顺利穿好衣服，为独立生活自理打下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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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障碍路训练，让出行无障

碍

障碍路的行走训练，有效

加强了患者对不同路面条件的适

应能力，让患者在离开医院的无

障碍环境后也能够自如应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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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为庆祝 2018 年第 9 个“世界作业治疗日”，海南省三所医院响应“作业治疗，

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其中包括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海南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海南省妇幼保健医院。

海南医学院第一、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团队联合开展了“作业治疗，助您回

家”为主题的活动。在此活动中，康复团队将与患者一同前往假日海滩出游。



107



108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于2018年10月26日举办了"作业治疗 祝

宝贝回家"的主题系列活动。在全体康复治疗师及家长的协助下参加活动的儿童

完成了“水果拼盘”“DIY 祝福卡片”“手工花束”等系列游戏。这次活动不

仅把欢度节日融入到小组活动中去，让儿童在游戏中训练，而且还增加了儿童、

家长、治疗师之间的互动和情感交流，让我们携手共进，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布置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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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下与希望的约定

DIY 卡片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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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花束

水果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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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为庆祝 2018 年第 9 个“世界作业治疗日”，陕西省两所医院响应“作业治

疗，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其中包括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

省康复医院儿童康复中心。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举办了三个系列活动，分别于 10 月

24 日―26 日在康复医学科治疗大厅内举行面对治疗师、面对患者及家属以及面

向护理工作者们的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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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康复医院儿童康复中心举办了“作业治疗 助小朋友回家”的主题活

动，带领小朋友们到公园游玩，让他们感受大自然，同时也为了让他们融入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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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为庆祝 2018 年第 9 个“世界作业治疗日”，辽宁省盛京医院响应“作业治疗，

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

 盛京医院康复中心举办了以“作业治疗，助您回家”为主题的特别活动，包

括作业治疗知识的普及宣教，还有一场特殊的马拉松“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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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为庆祝 2018 年第 9个“世界作业治疗日”，安徽省九所医院响应“作业治

疗，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皖南医学院附戈矶山学院、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安徽省皖南康复医院、淮南东方医院、阜阳市人

民医院、宁国市人民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科治疗师、护士、

实习团队、规培医生、部分患者及家属齐聚在康复医学科小教室，共同参与活

动。此次专题活动由孙宗雷医生主持并主讲作业治疗、环境改造内容，自助具

展示体验，并由张兆平护士长进行 ADL（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演示等，让患者进

一步了解及体验作业治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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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康复医学科治疗中心吴鸣主任组织

安徽省 9家医院参与世界作业治疗日活动，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

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附属弋矶山医院、蚌埠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安徽省皖南康复医院、淮南东方医院、阜阳市人们医院、

宁国市人民等医院康复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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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为庆祝 2018 年第 9 个“世界作业治疗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响应“作业治疗，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新疆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组织了一次师生共同参与的外出家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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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为庆祝 2018 年第 9个“世界作业治疗日”，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响应“作

业治疗，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

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科举办了专题讲座，以脑血管病，作业疗法，轮椅的

选择与使用以及环境改造内容， 着重讲解及演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让患

者能够了解作业疗法，提高自信心和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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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为庆祝 2018 年第 9 个“世界作业治疗日”，福建省三所医院响应“作业治

疗，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其中包括福建医科大学、福建省第三人民医

院、福建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

福建医科大学康复治疗学系师生从学校出发，抵达福州市鼓楼区安泰社区

居家养老中心。在学系作业治疗教研室主任林诚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运用所

学的作业治疗知识，结合 PPT 的形式，通过知识宣讲和互动，深入浅出地为老

人讲解如何通过作业活动保护膝关节以及提高日常生活能力的各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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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点坐标：福州闽候上街若干小区

OS：距离不合适的步道，迈大步不是小步也不是

OS:楼梯台阶高度太高易摔 太低也易摔

OS：踏面缺乏明显提示，摔倒风险高 OS：按个电梯好吃力 走进无障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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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为庆祝 2018 年第 9 个“世界作业治疗日”，江苏省三所医院响应“作业治

疗，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南京医科大学康定学院作业治疗系、

无锡样旺康复医院、无锡同仁康复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作业治疗系在全体领导和老师的支持下，举办以

“作业治疗，助您回家”为主题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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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同仁康复医院作业治疗部在 10月 26-10月 31日积极开展“世界作

业治疗日”系列活动。

活动内容包括：

1.“最美 OT”摄影作品展；

2.“康乐生活”必备秋品 DIY手工坊；

3.“关注健康，快乐生活”康复义诊活动。

“最美 OT”摄影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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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生活”必备秋品 DIY 手工坊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除了努力康复训练，还有那份热忱和情怀。OT，

一个有爱有温度的专业，一门帮您参与生活感受生活的艺术课

必备秋品 DIY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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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健康，快乐生活”康复义诊活动包括康复宣教、日常康复训练指导、

运动损伤防护、亚健康调节、测血压心率及市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类健康

问题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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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为庆祝 2018 年第 9个“世界作业治疗日”，江西省两所医院响应“作业治

疗，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办了“作业治疗，助您回家”主题系列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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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开展“作业治疗，助您回家”宣教活动，主

要包含了环境改造讲解、自助具展示体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训练演示，

然后进行了轮椅使用的讲解和轮椅技能展示，本次活动受到了患者及家属的一

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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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为庆祝 2018 年第 9个“世界作业治疗日”，甘肃省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响应“作
业治疗，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举办了以“作业治疗 助您回家”为主题的活

动，由治疗师、医生、患者和家属共同参予的超市购物体验活动，充分增加了

患者和家属对作业治疗的了解，为患者早日回归家庭、融入社会做好铺垫与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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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

为庆祝 2018 年第 9 个“世界作业治疗日”，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响应“作业治疗，祝您回家”开展了系列活动。

2018年 10 月 23日，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康复治疗中心成功开展了第

九个“世界作业治疗日”宣教活动，此次活动以《偏瘫患者的早期体位摆放及转移

训练》为题，旨在预防偏瘫患者发病早期的各种并发症，并为其功能恢复提供

正确指导，帮助患者早日实现生活自理，回归家庭及社会。

世 界 作 业 治 疗 师 联 盟

（WFOT）从 2010 年起，将每

年的 10月 27日设定为"世界作

业治疗日"。这个节日的设立是

为认可及肯定作业治疗师为患

者及其社区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与成绩，同时鼓励治疗师能更

好的提高专业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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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活动，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支持早期正确康复指导的

倡导工作，让更多需要接受康复指导的患者少走弯路，早日回归家庭与社会。

希望通过多方的配合和努力，让更多生命完成阳光下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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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治疗会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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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专委会第二届全国学术年会

会议相关信息

一、名誉主席

方国恩、牛恩喜、刘 骏

二、顾问

郑洁皎、陈文华、Kit Sinclair（中国香港）、林克忠（中国台湾）、

黄锦文（中国香港）、张瑞昆（中国台湾）

三、主席

闫彦宁、乐永林

四、组织委员会

主 席：翟 华

副主席：祁 奇、刘 璇、李恩耀、刘 岩、陆佳妮

委 员：蒋慧慧、李贤文、王权、张子未、夏伟力、罗 伦、洪永锋、徐 丽、

蔡素芳、薛燕萍、张裴景、徐悦莹、沈 莉、谢晓峰

五、学术委员会

主 席：李奎成

副主席：林国徽、胡 军、陈少贞、李恩耀、杨永红、况伟宏、刘晓丹、

徐艳文、胡 岱

委 员：（排名不分先后，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志强、王勇军、卞 立、田 晶、

邢 剑、朱 琳、伊文超、危昔均、危 静、许志生、芦剑峰、

肖红雨、吴 鸣、何爱群、何 璐、应德霞、张培珍

六、秘书处及联系方式

秘书长：李奎成

秘 书：芦剑锋，手机 15103215230

会务组：

缴费咨询：刘美彤,18310834939

会务咨询：蒋慧慧,13512170776

住宿咨询：崔娟红，1891076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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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咨询：张洪玲，13651288998

谢 萌，13401172207

江淼淼, 17719829386

作业治疗创新及创业大赛（详细通知另行发放）

投稿邮箱： yuqiuhua9@163.com

联系人：余秋华

作业治疗科普作品大赛（详细通知另行发放）

投稿邮箱：597233285@qq.com

联系人：左京京，18081199794

七、论文征集

欢迎各位同道进行论文交流，文章体裁格式不限，未经正式发表的作业治

疗相关论文均可投稿论。投稿可以是摘要，也可以是全文，中英文均可，类型

不限。内容包括：作业评定、作业治疗、学科管理、新技术新理论应用等。届

时会进行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论文投稿截止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注：只接收邮件投稿）

投稿邮箱：839574221@qq.com

联系人：阚来弟，18838004996

八、会议主要议程及内容

日期 时间 内容

4 月 26 日
13:00~17:00

作业治疗创新及创业大赛

作业治疗科普作品大赛

19:00~20:30 作业治疗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

4 月 27 日

8:00~12:00 开幕式及主论坛

12:00~13:00
上海市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专委会全委

会

13:00~17:00

神经 OT 学组成立会议及分论坛

社会心理 OT 学组成立会议及分论坛

职业康复学组成立及分论坛

19:00~21:00
OT 青委会成立会议及青年 OT 科研沙龙、

《作业治疗指南》定稿会

4 月 28 日 8:00~11:30

儿童 OT 学组成立会议及分论坛

感统治疗学组成立会议及分论坛

手外伤 OT 学组成立会议及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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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00 闭幕式

九、会议费用

会议注册费 1000 元/人；3 月 30 日前注册者享受优惠价 800 元/人。参加作

业治疗创新创业大赛、作业治疗科普大赛的选手必须缴纳会议注册费，不另行

收取比赛费用。在校学生凭学生证可享受五折优惠价。注册费缴费方式有两种：

①扫下面的会议二维码完成缴费（注：3 月 30 日前注册扫左边二维码；3 月 30

号后注册扫右边二维码；②现场缴费。发票在会议期间到指定地点领取。

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或回单位报销。

3 月 30 日前扫此码（优惠价） 3月 30 日后扫此码（全价）

十、酒店信息

会场周边酒店参考信息如下，会议不安排统一预定，请自行联系预定。

序

号
酒店名称

参考房价
地 址 路 程 公交路线

大床 标双 早餐

1

上海雅居

轩精品酒

店公寓

280 260 无早

上 海 松 江

区 广 富 林

路 658 弄

255 号

1.3 公里

步行 10-15

分钟

步行 770 米-光星路银泽路站上车

乘松江 21 路至光星路广富林路站

下车-步行 350 米到达酒店

用时 26 分钟

2

上海三迪

华美达酒

店

438 400 双早

上 海 松 江

区 广 富 林

路 600 弄 7

号

1.2 公里，

步 行 约 20

分钟

步行 210 米-光星路茸盛路站上车乘松

莘 线 b 线 ( 或 松 江 21 路 ，

松江 66 路外圈)至光星路广富林路

站下车-步行 660 米到达酒店

用时 20 分钟

3
上海松江

世茂睿选
400 400 双早

上 海 松 江

区 广 富 林

1.5 公里，

步 行 约 25

步 行 210 米 - 光 星 路 茸 盛 路 站

上车乘松莘线 b 线 (或松江 21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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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路658号松

江 万 达 广

场

分钟 松江 66 路外圈)至光星路广富林路站

下车-步行 660 米到达酒店

用时 25 分钟

十一、会场交通

（1）上海站-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地铁：上海火车站乘 3 号线至宜山路站下车，乘地铁 9 号线至松江大学城站下车，换乘公

交 21 路至光星路银泽路下车，步行 790 米

驾车:39 公里，约 1 小时 20 分钟

（2）上海虹桥站-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地铁： 虹桥枢纽 10 路九亭区间上车至沪亭北路沪松公路站 下车 ，九亭站上车乘地铁 9

号线至松江大学城站下车，换乘公交 21 路至光星路银泽路下车，步行 790 米

驾车: 24 公里，约 40 分钟

（3）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地铁：虹桥 2号航站楼站上车乘坐地铁 10 号线至交通大学站下车，换乘地铁 11 号线至

徐家汇站下车，换乘地铁 9 号线至松江大学城站下车，换乘公交 21 路至光星路银泽路下

车，步行 790 米

驾车：25公里，约 40分钟

（4）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地铁：浦东国际机场上车乘坐地铁 2号线东段延伸段（广兰路方向）至世纪大道站下车，

换乘地铁 9号线至松江大学城站下车（4号口出），换乘公交车 21 路至至光星路银泽路

下车，步行 790 米

驾车：72公里，约 9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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