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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三代名中医
“抗癌世家”的传承接力

作为成都第一个成立“全国名老中
医传承工作室”的名中医，“传承”二字在
王晓东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身为川
内享有盛誉的名老中医药专家王文雄之
子，王晓东不但继承了父亲开创的中医
治疗恶性肿瘤的宝贵经验，并在自己的
影响下，儿子又毅然从外科医生“半路出
家”继承中医衣钵，将中医继续发扬光大。
如今父子俩共同坐诊，每天要接待从全
国、甚至全世界慕名而来的患者，其中
大部分都是肿瘤病人。

王晓东记得，父亲是在成都最早开
始中西医结合的医生，他坐诊带听诊器、
用温度计，还要看西医化验单。受父亲的
影响，王晓东也一直坚持中西医结合的
诊疗风格，在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之
余，他要求患者都要提供现代化的检查
报告。“充分了解肿瘤患者的病情后才能诊
疗开方，西医这方面有优势，应该借鉴。”

“文武”兼修的医生
会帮病人把鞋放好

孙蓉德诊病待人，温言细语，引经
据典，这是“文修”。常年的推拿按摩功
夫，考验医生的指力、腰力、颈椎力量，此
为“武修”。今年10月，67岁的孙蓉德成
为“成都市第三批名中医”，实至名归。

1992年，他公派去尼泊尔工作，时
常为皇室治病，有了“尼泊尔御医”名号。
2000年前后，经常前往日本进行学术交
流及诊疗，回国后，多位病人跟随他来
蓉，以便长期接受他的治疗。

在孙蓉德的工作室，他要求学生：
一定要将病床下，每位病人的鞋放整
齐。他说，骨伤病人，下床最麻烦，找鞋
穿鞋动来动去，对伤情不利。看似与治
疗无关的细节，仍然与治疗紧密相关。
对这些细节，孙蓉德说，行医之人，当
拿病人当自己，换位思考，更能考虑周
全，更有利于诊治效果。为患者考虑周
全之际，医德也尽蕴其中。

怀孕难？
“赖孃孃”助你“好孕”

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推进，因各种原
因求子若渴的不孕患者也越来越多，“一
号桥有个“送子孃孃”的传说也开始在成
都人中流传开来。赖玉琴医生助好孕的
名气到底有多大？大到不少西医名专家
都会点名推荐患者去找“赖孃孃”调理。

怀孕无小事，患者的家庭关系、饮食
习惯、心理状态等，都是赖玉琴会细心留
意的诊断依据。她表示，女性不孕不育可
能是身体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做好怀孕
准备的一个现象，因此生活方式、饮食都
是她考虑的范围。中医对不孕不育的调
理和治疗，也获得西医名专家的认可，常
有患者经由西医知名不孕不育专家的介
绍，特意找到“赖孃孃”求孕的，很多人都
在她的帮助下圆了做父母的梦。

此外，赖玉琴在不少棘手的妇科疾
病上也有“妙招”，摸索研究出一套中
医外治方法，解决很多女性的困扰。

“治肺名医”挑战高难度
为重症患者带去希望

在医院里，张勇的病人可能是最
好辨认的一群：即使是静坐时，他们大
多数人也是呼吸气急、不时干咳，脸色
痛苦。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疑难肺病
患者，在长期求医无望后，慕名找到张
勇来寻求希望。张勇热衷挑战高难度
的疾病。他运用中医“扶正”观念，治疗
包括肺间质纤维化、肺癌在内的多种
疑难肺病，蜚声国内外。

张勇称，肺间质纤维化是由多种原
因引起的一种肺间质炎症性疾病，发病
原因尚不明确。张勇运用“辨证施治”
的方法来治疗肺间质炎症性疾病，有
其独到之处。他的专家号有 60%左右
都是被来自全国的病人抢走，甚至还
有外国领导人邀请他远赴海外出诊。

只开中药，零西药、零中成药是张勇
开处方的特色。“病人经济负担已经很大
了，我不想给他们带来额外的负担。”

从放牛娃到全国名中医
他的桃李满天下

作为全国名老中医，陈天然的主要职
责有三样：上门诊、带学生、指导评审中医
工作。治病，他坚持让患者用最少的钱把
病看好。授徒，他强调要想病人所想，急病
人所急，怀一颗仁爱之心。从剑阁县一个
偏远乡村的赤脚医生，到四川省十大名
医，勤、苦二字是陈天然的秘诀。

他出生在偏远乡村，少年时的陈天
然一边放牛，一边苦读中药古籍，凭借
勤奋努力，推开了医学殿堂大门。1969
年，自学成才的他成为一名村卫生站医
生。他的方子药到病除，乡亲们从四面
八方涌来找他看病。后来他调入剑阁县
中医院，师从川北名医王炳如。即使是
成为剑阁县中医院院长后，陈天然依然
坚持上门诊。对学生，陈天然毫无保
留。收徒弟，陈天然首先的要求就是人
品和医德。至今，他已经带出一名国家
继承人，10名省继承人，8名市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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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给病人施针的时候绝不说话，
全神贯注。一针一刺之间，像是在进行艺
术品的创作。“针灸是在用医者之气调病
者之气，所以我要全心体会针下的感受，
去体会病人的精气神，虚实变化。”

面对病症，她下针准而快，针到之处，
病痛便会缓解几分。而对于她擅长的面瘫
病症，一针一刺，这不仅是治病，还是治
心。有一名老师患面瘫20余年，由于后遗
症改变了容貌，这位老师常常郁郁寡欢，
不愿意再教学。刘军用自己独到的方法细
心给这位老师诊治，面瘫症状得到了明显
改善，让她能够自信地重返讲台。

早在 1993 年，刘军就探索出电针
国际标准头针穴治疗血管性痴呆，可以
明显改善重度痴呆患者的认知功能及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填补了国内的空
白。她还探索出针对三叉神经痛，运用
中药和独特的“微针-围针”针刺手法
温经通络，及时缓解病人疼痛。

针刺之间
“面瘫高手”为美而战

作为一位名中医，他把中医“治未
病”的丰富内涵凝炼为老百姓耳熟能详
的两个字：调理，独创“调理门诊”为患
者更好地服务。作为成都市第一家中医
名医馆的负责人，他说最高兴的就是看
到成都有更多的“名医馆”“国医馆”正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2004 年，刘耀在中医名医馆（北
区）创立了“调理门诊”，这个门诊类别
在当时对老百姓来说还十分新鲜，属
于全国首创。“调理和中医‘治未病’的
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刘耀介绍，“调
理”是对患者进行个体化辩证分析后，
通过对患者饮食、起居习惯的指导，辅
以药膳、心理疏导等，来让患者身体逐
渐回归到健康的状态。为了让患者更
好地了解中医调理的作用，刘耀还特
地为调理门诊设计了水土不服、高考
前考生情志调理、功能性疾病调整等8
个特定的主题，引导市民就诊。

“调理名医”的治院梦想：
“名中医馆”遍地开花

出身中医世家的陈云凤，擅长中西医
结合治疗内科病，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的
诊治。她说，中医药治疗呼吸病的优势在于
辨证论治，特别是对慢性肺系疾患稳定期
的肺康复，在病情控制后减少复发方面。

“每个人的病情都是不一样的，而中
医辨证论治就是个体化治疗的典范。”陈
云凤说到，呼吸内科的特点一是常见病
多，二是危重症多，三是参加全院会诊多，
因为呼吸科跟各种危重疑难病都可能有
关联，作为中西医结合呼吸科医生，必须

“学贯中西”，才能在会诊中准确辨症。
除了对疾病的“歼灭战”，陈云凤还

注重“治未病”，即未病先防和既病防
变。在诊疗中，她还特别喜欢结合病人
体质，开不要钱的“饮食处方”，这体现
了中医药食同源的精髓。她推荐病人在
冬季食用萝卜、生熟藕、杏仁、苡仁、百
合、银耳等来达到养肺、润肺、健脾、化
痰、止咳等功效。

爱开不要钱的
“饮食处方”

对于名中医，刘宇有着自己的理
解。他认为，真正高水平的医生是对常
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做到得心应手，比
如小儿肺炎、扁桃体炎、过敏性咳嗽
等。成都娃娃心中的“刘叔叔”，也是治
疗儿童呼吸道疾病的高手。每年冬季，
诊断室都是他的“战场”。身为儿科主
任，他一周要上六天门诊，平均每天诊
治近200个患儿。

他强调中医讲究的是整体，但每个
医生应有自己的专长。刘宇先后在内
科、急诊科、外科都工作过，最后选择了
儿科，师从有“王小儿”美誉的国医大师
王静安，临床工作已有26年，国家卫生
部、人事部、中管局授予他“王静安学术
经验继承人”的荣誉。对治疗，他推崇
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刘医生称，中
医的特点是“量体裁衣”，为每一个孩
子制定个体的治疗方案，因而治疗更
有针对性，效果也好。

中医“呼吸高手”
平均每天治疗近200患儿

治未病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
两千年前，《黄帝内经》就提出了“上工
治未病，不治已病”的概念。“海归专家”
王莉从瑞士交流返蓉后，极力推广治未
病观念，从最初一间小小的诊室，到现
在 14 人的团队，治未病的理念逐渐传
播开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2001年，受国家传统医学交流中心
派遣，王莉赴瑞士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工
作。在瑞士7年的经历让王莉意识到，中
医疗法在亚健康和慢性病管理上有很多
优势。许多西医体检查不出的疑难问题，
都能在中药和针灸的配合下，得到解决。

一回国，她向医院提出开展治未病
工作的愿望，获得医院响应。2009年，第
一间治未病诊室在医院体检部开门，几
年间，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治未病的好
处，纷纷慕名而来。如今，治未病中心14
名医护人员为患者提供中医体质调理、
妇幼保健、脊柱保养等方面的专业建议。

治未病的
“推广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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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寻诊地图已正式上线，第一
批主城区82个中医馆，覆盖百余位省
市名中医。

对于成都市民来说，我们身边有
什么样的名中医？到哪里去寻找这些
名中医？自己的病症，应该找什么样的
中医机构、名中医诊治最合适？一图在
手，这些问题全部解决。

昨日，成都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
员会、成都市中医管理局联手成都商
报四川名医，权威推出成都首个“名中
医/中医馆寻诊地图”，运用互联网的
手段，“一图”解除市民在中医就诊中
的难题。这也是成都率全国之先开展

的“中医创新服务”。
这张地图汇集了成都各级医疗机

构的百余位名中医，方便市民寻医问
药，就近享受名中医、中医馆提供的优
质中医药服务。

据市卫计委中医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市在 1998 年、2003 年先后评选
了两届市级名中医，2007年以市政府
名义命名了首届“成都市十大名中
医”。今年，市人社局、市卫计委、市中
医管理局又联合开展了第三届名中医
评选工作，10月21日，成都市召开的

“成都市第三批名中医”命名大会，正
式评选命名名中医 60 位。三批“成都

名中医”共计 147 人，来自全市“市县
乡村”各个层级的医疗机构。

如今，这些名中医（除去已故名中
医）已展示在寻诊地图上，既方便市民
寻医问药，也是成都中医文化、名中医
名片对外展示的窗口。

昨日，成都“名中医/中医馆寻诊
地图”已在“健康成都官微”以及“成都
商报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上线，关注
后可进入底部菜单查找“中医地图”，
简便快捷地进行医生查找。

为方便老百姓能够对症选择最适
合自己病情的中医，地图上的“蓝色地
标”不仅展示了该点位名医的就诊时

间和地点，还首次按照科别展示名中
医最拿手的擅长领域。市民通过地图
可以一目了然地浏览查找，点击离自
己最近的图标便可进行选择。

下一步，地图还将进行优化升级，
加入“搜索科别”等功能，让市民可以
根据自己的病情来寻找名中医。

据了解，近年来，市卫计委积极构
建“市县乡村”四级中医药一体化管理
体系，持续努力加强全市中医“两馆一
角”的建设：即着力打造市县中医医院
的名医馆、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中医馆及村卫生室（社区卫生
服务站）的中医角。

为进一步提档升级，今年市卫计
委开展了成都市基层医疗机构“示范
中医馆”建设工作，制定了《“示范中医
馆”建设标准》，从中医医疗人才、服务
能力、质量水平、设施设备、环境氛围
等多个层面提出高要求。截至目前，全
城已经建成31个示范中医馆，而这些
中医馆下一步将装进“寻诊地图”中。

近年来，成都市中医药服务体系
进一步健全，中医药人才队伍素质大
幅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全覆盖进
程不断深入推进。市民就近方便地享
受中医药服务的同时，中医药文化也
不断融入到百姓生活中，中医养生和

保健的理念浸润全城。成都市中医药
服务的持续努力，必将有力助推“健康
成都、幸福蓉城”的建设。

成都商报记者 饶颖
王欢 张若微 王柳 摄影 郭敬之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健康成都官微

成都“名中医/中医馆寻诊地图”所涉及的名中医，来自全市“市县乡村”各层级的医疗机构。
今日，成都商报四川名医推荐来自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10位名中医，一展他们的风采。

一图掌握全城名中医
成都推出“名中医/中医馆寻诊地图”

王
晓
东

名医名片：主任中医师、教授，从事
中医临床工作 40 余年，擅长治疗恶性
肿瘤、脾胃病、失眠及妇科诸病。1988
年获得“首届四川省名中医”称号，2011
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成立“王晓
东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

孙
蓉
德

名医名片：主任中医师，擅长治疗
四肢骨折、关节损伤、脊柱骨折、尾椎骨
折、急慢性软组织损伤；中医经穴推拿
手法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退
变性膝关节炎、肩周炎、网球肘、偏瘫
及脑血管疾患所致的肢体功能障碍等。

赖
玉
琴

名医名片：主任中医师/四川省名
中医/成都市首届“十大”名中医之一，
从事中医妇科临床工作 30 余年，擅长
各种不孕症、妇科炎症、慢性盆腔炎、月
经失调、各种白带异常、更年期综合症
的中医中药内服外治疗。

张

勇
名医名片:主任中医师/博士研究生

导师/教授/国家级名中医。擅长治疗中
医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治，尤其以中医补
肾提高免疫力为主，佐以开肺逐瘀化痰
治疗肺间质纤维化，以及中医扶正保肺
遏制癌细胞的转移治疗肺癌等方面。

陈
天
然

名医名片：主任中医师/第二届四
川省十大名中医，擅长于治疗慢性胃
炎、胃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肠炎、肝硬
化、脂肪肝等。2013年由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批准成立“陈天然名老中医传承工
作室”。

陈
云
凤

刘

宇

王

莉
名医名片：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

师/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擅长采用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支气管哮喘、支
气管扩张、肺炎、肺纤维化、肺癌等。

名医名片：儿科主任/教授/主任中医
师/四川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哮喘、支气管
炎、毛细支气管炎、儿童胃炎、厌食、各类腹
泻、心肌炎、抽动症、各类鼻炎、各类儿科
皮肤疾病，各类出血性疾病。

名医名片：治未病中心主任/主任中
医师/四川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偏头痛、睡
眠障碍、抑郁症等。尤其擅长采用针灸配
合中药、中医养生指导等综合调理方法，
纠正人体内环境平衡失调，提高免疫力。

刘

耀
名医名片：副院长/成都市中医名医

馆副馆长/主任中医师。擅长运用中医理
论治疗感冒、咳嗽、慢性咽炎、慢支炎、肺
气肿、肺心病、脂肪肝，便秘、失眠、月经不
调、带下病、更年期综合症、男科疾病等。

刘

军
名医名片：主任中医师，省、市名中

医。擅长治疗中风、面瘫、失眠、耳鸣、头
痛、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颈、腰椎病、
老年痴呆症等，尤其对神经科疑难病具
有针刺、中西医结合综合诊治能力。

如何使用中医地图？手机扫描下
方二维码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微
信公众号，点击底部栏目条的“中医地
图”；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健康成
都官微”，点击底部栏目条“微信矩阵”
中的“中医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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