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题JIANGXI DAILY4 2021年5月25日星期二

地址：南昌市红谷中大道1326号 邮编：330038 电话总机：86849114 自律热线：86847458 广告部：86849125 广告经营许可证：3600004000008 发行中心：86849176 总编办：86849545 出版部：86849226 九龙湖时政新闻中心：86849506 经济部：86849086 零售：每对开张0.70元
政教部：86849270 理论评论部：86847291 民生部：86849541 副刊部：86849116 文体部：86849195 记者通联部：86849289 86849045 86849395（传真） 视觉中心：86849056 夜班编辑室：86849790 声明:本报记者稿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投稿 文字 jxribao@vip.sina.com
邮箱 图片 jxrbsyb@vip.sina.com

近年来，全省中医药工作者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中医药强省的决策部署，坚定信
念、履职尽责，涌现出一大批德高望重、医术精湛，为提高
全省人民健康水平做出重要贡献的优秀中医药工作者。

为表彰他们的突出贡献，弘扬大医精诚的医德医风，中共
江西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西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江西省中医药管
理局开展了第二届江西省国医名师的评选表彰工作，评

选出10名国医名师。这是江西省中医药行业唯一的表彰
项目，同时“国医名师”称号是江西省中医药行业的最高
荣誉，该评选表彰项目从 2017年开始启动，目前已开展
两届，共评选表彰了20名国医名师。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了解和学习第二届江西省国医名
师的主要事迹和成就，感受他们精益求精，开拓进取、敢
于担当的精神，以此激励广大中医药工作者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奋力开创中医药工作新局面。

严东标 1961年6月生，九江武

宁县人，现任九江市中医医院党委委

员、副院长，三级主任中医师，擅长于内

分泌疾病、肿瘤、内科杂病的诊治。担

任九江市中医药学会会长、江西中西医

结合学会内分泌委员会常委、江西中医

药学会慢病管委会副主委、世界中医药

联合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中

医药促进会内分泌专委会副会长等。

获得九江市卫生“百名人才”工程中医

内科学科带头人、市专业技术拔尖人

才、市首届名医、市“双百双千”人才工

程领军人才、江西省名中医、全国优秀

中医临床人才等荣誉称号。

主持承担省厅科研课题 3项，参加

省部级科研课题 1 项和国家重大课题

子项目临床研究 2项，获市卫生局新技

术应用奖 1 项；在国家、省级专业杂志

发表论文 30篇，作为副主编出版著作 3
部，特别是《糖尿病诊疗全书》具有行业

标准化指导意义。

作为江西省糖尿病重点专科的学

术带头人，创建“脾虚湿困、气化失司”

致消瘅，自制“太平糖克浓缩丸”2012年

通过省制剂审批，疗效显著，此药年均

收入近 50余万元。在他担任大内科主

任和分管大内科 24 年期间，培养学科

带头人 10多名。成功创建了国家重点

学科1个，国家重点专科2个、省级重点

专科11个。

饶旺福 1953年9月生，江西临

川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江
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中西医结合
神经科专业委员会常委、江西省中西医
结合神经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第一批全国 200名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
承指导教师，江西省名中医。在中医治
疗中风和重症肌无力方面有比较独特
的经验，此外对失眠、三叉神经痛、头
痛、眩晕都有很好的疗效。

在临床与学术方面，其长期在内科
临床一线工作，外埠病人达到42%，对中
西医结合救治中风及中医治疗中风有一
定临床经验，创制了中风1号、2号、3号，

于临床均取得较好的疗效；在中医治疗
重症肌无力方面，主张脾肾双补，重益气
的方法，让不少患者摆脱了激素或免疫
抑制剂的困苦。其单纯用中医治疗头
痛、三叉神经痛、失眠，使不少患者免除
止痛药、安眠药的烦恼。其第五批全国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教师接
受传承生 2名，均已结业。2017年国家
中管局批准建设“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
饶旺福传承工作室”，接受传承生2名，已
结业，传承学员根据其经验，撰写了《重
症肌无力治验录》，今年3月已由中国中
医药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先后承担省厅
级科研课题3项，主编和参编论著2部，
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培养硕士研究生
13人，培养国家级学术继承人4人。

黄存垣 1939年7月生，江西赣

州人。中共党员，主任医师，教授，硕
士研究生导师，江西省名中医。行医、
执教、科研达 56 年。擅长中医内科、
常见多发病及疑难杂症。曾多次应邀
为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外国友人
诊治。

1964 年毕业实习期间，经组织选
留到江西中医药研究所跟随我省名
医姚荷生。期间参加了湖口地方病
的研究。用中医药治疗流脑、白喉、
乙脑等。总结并发表《辩证治疗“乙
脑”13 例》等文章。在省中医院开设
了用中医药治疗肠伤寒病的专科病
房，让人们认识到中医也能治疗急性
病、传染病。

担任江西省中医院院长、书记期
间，与全院职工共同努力，医院病床数

从 80 张扩建成 500 张。重视优秀中医
人才的培养，增添现代化检测设备，将
省中医院建设成为江西省中医药人才
的培养基地。曾多次带队下基层巡回
医疗，治疗血吸虫病，防洪抢险、培训人
才等。任学院中医系主任后，接收了三
批五名硕士研究生。通过几十年的中
医临床实践，出版了《中医四大经典学
习指导》《杏林耕耘录》《中医养生金钥
匙》等著作。

黄存垣是中医战线的老黄牛。耄
耋之年仍深入基层一线，到多个基层社
区进行讲座、义诊，服务于数万人。退
休后招收了一名中医学徒。他被《老
友》杂志聘为医疗保健顾问，迄今 25
载。发表了200余篇科普文章，为《卫生
保健》栏目修改稿件达300余件，回复稿
件已逾千封，深得群众的好评。

龚千锋 1952 年 12 月生，江西

南昌人，江西中医药大学首批二级教
授，博导，53 年来一直坚守教学、科研
一线。1997 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2004年获全国优秀教师，2011年获
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2013 年获江西
省突出贡献人才称号，2017 年获批第
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工作指导老师，2018 年获江西省名中
医称号。2008 年、2009 年先后获批建
设全国中药炮制学首个国家精品课
程、首个国家级教学团队，2010年入选
首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带头
人；担任“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
三五”国家级本科及“十一五”“十三
五”研究生规划教材主编。2020 年任

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江西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5 年获中国药膳大师称号，2014 年
至今任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药饮片质
量分会副会长、《中国实验方剂学杂
志》常委编委。负责建设省级传统、特
色中药炮制技术科研平台 2个，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5项、国家中医药行业
专项 7 项、国家中药标准化行动项目 1
项等各级各类课题 20余项，2个品种收
载为国家标准，先后获江西省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等 6项省部级奖励，发表
科研论文 371 篇，主编、副主编出版论
著 25 部，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指导
博士后 1 人、博士 9 人、硕士生 110 人，
带教“樟帮”“建昌帮”传承人42人。

熊墨年 1953年8月生，江西新

建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恶性肿瘤“益
气清毒”重点研究室负责人，二级主任
中医师。江西中医药大学硕导、博导、
兼职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传
承博士后合作导师，南昌大学客座教
授。第四批、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名老
中医传承工作室专家，江西省名中医。
曾任江西省肿瘤医院副院长，江西省中
医药研究院院长，著名中医肿瘤专家。

创立“益气清毒”法，治疗中晚期肿
瘤，能够控制疾病进展，延长生存期，提
高生活质量，实现“控瘤生存”。历任中
华中医药学会第五届、第六届理事，中
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顾问，中国中医

肿瘤防治联盟常务理事，江西省中医药
学会副会长，江西省康复养生协会会
长。在全省乃至全国中医肿瘤学术界
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先后被授予江西省名中医，全省
“九五”期间中医工作先进个人，全省中
医系统先进工作者（市厅级劳动模范），
全省卫生人才工作先进个人，中共江西
省卫生厅直属机关委员会授予的优秀
共产党员称号。

坚持中医临床，不断提高疗效。全
省各地以及不少其他省市的患者慕名
而来，许多患者通过治疗后延续了生
命，得到了康复，了解了中医，相信了中
医，甚至成为中医粉丝。良好的医德医
术受到广大患者的好评。

弘岐黄之道 展赣医风采
第二届江西省国医名师简介

邓运明 1953年 12月生，江西

樟树人，农工民主党员，江西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主任中医师、教授，1977年
9 月江西中医学院毕业留校，第四、第
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指导老师，江西省名中医，历任两届省
政协委员常委、两届省人大常委，2014
年被聘为省政府参事。

从事中医骨伤专业医疗、教学、科
研工作 40余年，专攻骨伤疾病，对内、
外、妇、儿均有涉猎，擅长运用经方辨
证治疗骨伤疾病，尤擅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颈椎病、膝骨性关节炎、痛风
性关节炎病。创新“筋骨并重”理念，
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及颈椎病方
面，独创“四步九法”和“米字操”，采

用自拟“补肾活血汤”治疗膝骨性关
节炎，延缓关节退变，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在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病上有
独到见解。在“三妙散”基础上，自拟
验方——加味四妙汤，该方已制成院

内制剂，疗效显著，大大解决了痛风患

者的病痛，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及

经济效益。“温通止痛贴”及“骨疏痛消

膏”院内制剂，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

的专利认证。

近年来，主持完成省科技厅科研课

题 2 项、卫生厅课题 3 项，发表论文 12
篇。邓运明名中医工作室培养博士 2
人、硕士1人，完成老中医著作《邓运明

骨伤经验荟萃》。培养学术传承人 70
余人，其中国家级4人、市厅级1人。

张建华 1953 年 3 月生，安徽

庐江人，中共党员。系鹰潭市中医院推
拿科主任按摩医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十一五”国家级重点专科—推拿科的
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
突出贡献专家。张建华同志有着传奇
的人生经历：他是盲人也是名医；他有
着精深的学科知识、专业的技术手段，
从一双手、一张床起步，开创了鹰潭市
中医推拿的历史先河；他有着许多闪耀
的荣誉，先后获得“全国自强模范”“江
西省劳动模范”“江西省名中医”和“鹰
潭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张建华通过数十载中医推拿临床
经验积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推拿理

论和手法—张氏推拿法。他重视中医
整体观，提出了独到的“腰痛病完整治
疗观念”，对腰痛病的中医推拿治疗尤

其擅长。强调治疗与功法并重；手法

上独创了“指振、指压、指拨、提转”等

特色手法，临床多使用复合手法，讲

究揉拨点按一气呵成，点用指尖按用

指腹，加上指振，通过力能信息的转

化达到最佳疗效，同时对于复合性手

法施术时间也各有严格要求。在治

疗内科疾病中，他严格辨证施治，灵

活地运用手法治疗。运用捏脊法治

疗婴幼儿腹泻，揉拨法治疗小儿先天

性斜颈、推摸刮法治疗急性乳腺炎等

疾病，疗效显著。

洪广槐 1941 年 8 月生，江西

婺源人，中共党员，上饶市第二人民医
院主任中医师，江西省名中医，江西省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
师。1957年7月起，至今从事中医药工
作64年。

擅长运用中医药诊治疑难疾病，尤
其对男性疾病（男性不育症、前列腺疾
病）、女子不孕症、肺系病（慢阻肺、哮
喘）等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经验。创新
性地提出了“男性不育不应一概从补
论，应从肝从湿论治”；“前列腺疾病应
以升清降浊，提壶揭盖为论治”等学术
观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

对其他各科疾病也有较丰富的经

验。如：治疗急症、热症，主张“腑以通
为用”，擅用伤寒论经方治疗，运用“痰
瘀同治”和“百病多因痰作祟，怪病多属

瘀”的理论指导临床诊治；在肺系疾病

的诊疗方面，能将国医大师洪广祥教授

“治肺不远温”的学术思想灵活应用。

洪广槐充分发挥学术成就的作用，

有力地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1987 年

在上饶卫校附属医院开拓了全省第一

个中医男科，1988 年创建了江西省首

个中医男科医院——上饶地区男科医

院。其业绩及事迹曾受到《健康报》《中

国中医药报》《江西日报》等全国 20余

家新闻单位报道，被载入《中国当代中

医名人志》。

曹正柳 1949 年 3 月生，江西

都昌人，中共党员，主任中医师，教授，
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较高的学术造
诣；用药以辨证施治为宗旨，若可心疗
则不药疗，牢记为患者服务的初心使
命；对肿瘤、痞证、哮喘、顽固性失眠等
疑难杂症具有独特经验；补充完善痞证
疫疠致痞及不内外因致痞的病因，提出
了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

曹正柳自 1964年 9月成为中医药
学徒以来，已从事中医药临床及教学临
床工作 57 年，现仍返聘于南昌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一线临床工作。曹正柳先
后师从程运祖药师、雷正官医师、张志
钧教授，系统学习中医经典及名家医

籍，被评为江西省名中医、江西省中医
先进工作者，现为第六批全国名老中医
学术继承指导老师。曾先后担任江西

省中医药学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男性病

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西医结合学会

虚证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近年来，曹正柳门诊病人逐年递

增，2020 年门诊工作量约为 13500 人

次。病人来自全国各地，近两年外埠病

人约占门诊人数的37.69%，临床疗效卓

著，深受患者及家属的高度赞誉。临床

辨证用药以饮片为主，2020年中药饮片

量达2800万，为发扬和发展中医药事业

做出了应尽的贡献。历年来参编15部

医学论著。发表医学论文60余篇。

谢 强 1953年10月生，江西临

川区人，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二级教授，主任中
医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名中医。
1974年始在江西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
院工作，历任江西中医药大学嗓音言语
听力医学研究所所长及中医五官科学
硕士学位授权点主任，江西省中医院耳
鼻咽喉科主任。2011年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批准建设“谢强全国名老中医药专
家传承工作室”。

历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耳鼻
喉口腔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华中医
药学会耳鼻咽喉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曾受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继续教育委
员会学科组及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
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

传承旴江医学谢氏五官及魏氏针

灸，倡导五官科针灸疗法，以及五官升
阳祛霾、转移兴奋灶学说；创研谢氏针
刀刺营治疗咽炎伴鼾症、扁桃体炎及针
刺治疗创伤性喉炎等新技术，被列为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适宜技术向全国
推广。设立北京中医医院、深圳市中医
院“旴江五官科流派谢强名医工作室”。

开创教师嗓音中医学研究新领域，
开设国内首个嗓音言语听力医学研究
所。主持国家级、部省级等科研课题12
项，如其复方草珊瑚含片国家中药保护
研究、亮嗓胖大海清咽糖等研究，获国
家发明专利及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开展旴江医学史调查考证研究，新
发现旴江医学起源于公元前西汉，有医药
家2016人、医籍815种，发掘出众多秘技、
秘方，拓宽了旴江医学研究的时空，为江
西省中医药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原动力。

专家按照姓氏笔画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