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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 《中
医 药 发 展 战 略 规 划 纲 要 （2016-
2030 年）》，明确了未来十五年我
国中医药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并
描绘出高达 8 万亿元的中医药市场
的蓝图。

2016 年 8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颁布 《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
划》，明确了今后五年中医药发展
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
标，其中提出“到 2020 年实现人
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颁布 《“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纲要中预测 2030 年健康
产业规模将达到 15 万亿元，而中
药及相关产业市场接近 5 万亿元，
约占三分之一。

2016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中医药的地
位、发展方针和扶持措施，为中医
药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2017 年 6 月，科技部、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颁布 《“十三五”中医
药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完善中医

药国际标准，形成不少于 50 项药
典标准和 100 项行业标准，实现 20
个至 30 个中成药品种在 EMA 或者
欧盟成员国作为传统药物注册，完
成 5 个至 10 个中成药品种在欧美等
发达国家作为药品注册。

2019 年 8 月，国务院颁布《“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实施中
医药传承创新工程，重视中医药经
典医籍研读及挖掘，全面系统继承
历代各家学术理论、流派及学说，
不断弘扬当代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
思想和临床诊疗经验，挖掘民间诊
疗技术和广药，推进中医药文化传
承与发展。

2019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颁布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意见》，内容主要包括：
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发挥中医
药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独
特作用；大力推动中药质量提升
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中医药
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中医药传承与
开放创新发展；改革完善中医药管
理体制机制。

（陈敏 整理）

中医药产业主要政策盘点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千百年来在保障老百姓健康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很多患者笃信中
医，生了病特别是慢性病，爱看
中医，认为中医虽然疗效没有西
医来得快，但副作用小、“治
未病”。然而，随着现代科学的
发展，传统的中医药事业，今天
面临着传承与创新的问题。如何
传承发展好中医药事业，已成为
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历史上宁波中医人才众多，
尤以陆氏伤科、钟氏内科、董氏

儿科、宋氏妇科四大家最为出
名，有关他们的传奇故事，至今
仍在“老宁波”中口口相传。说
起现代的名中医，钟一棠、王
晖、董幼祺等，很多宁波人也是
耳熟能详。

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命脉所
在。没有传承，就失去了中医药
的未来；没有传承，中医药的创
新就失去根基。趁着一些名老中
医尚健在，我们要将他们的优秀
中医诊疗经验和学术思想传承

好、利用好、发展好。成立名老中
医工作室，就是传承发展好中医药
事业的有效举措。

王晖已 80 岁高龄，且不说他
丰富的诊疗经验，就他的学术思想
和医者仁心，已堪称大医。他没有
传统中医的门户之见，提倡中西医
结合，善于学习掌握与中医学科相
关的现代西医理论的新兴学说；他
带徒倾囊相授，没有丝毫保留，连
基层医院的医生都可以通过视频学
习；他不守旧，善于创新，借助现

代化科技手段发展中医，还与宁大
教授合作计划研制造福人类的中医
机器人；更让人敬佩的是他的“既
定医业，必先民医”思想。可以
说，做王晖学生的医生是幸运的，
有这样的大医引导，在他们今后的
从医生涯中必定受益匪浅。

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迎来大
好时机，希望宁波有更多的名老中
医，像王晖那样开设工作室，把自
己的诊疗经验和学术思想传承下
去，造福百姓。 （李国民）

传承发展好中医药事业

9 年时间，王晖名老中医药传
承工作室培养的学生遍布宁波及周
边的三甲医院、基层医院。2016
年，工作室接受评估验收时被评为

“优秀”。
传承是中医发展之根，创新是

中医发展之魂。“工作室之所以取
得这么大的成绩，关键在于不断创
新。”工作室秘书、市中青年名中
医张业介绍，工作室的创新主要表
现在三方面：创新带徒模式、坚持
中西医结合、探索中医现代化。

虽然学生多，但王晖坚持亲自
带教，他带教徒弟不只是让学生抄
处方，而是创新性地实施专家会诊
式的探讨模式。

6 月 17 日上午，宁波市中医院
王晖门诊室。正是看病高峰期，主
诊室内放着一张可供 8 至 10 人使用
的长桌，桌上摆着 4 台电脑，王晖
和 6 名徒弟围坐在桌旁。

“患者属于功能性疾病，还是

器质性疾病？”“望而知之谓之神，
该患者望之属于何种体质？”“归纳
患者的基本病机、阶段病机、兼夹
病机、潜伏病机、即时病机分别是
什么？”⋯⋯王老刚刚看完一个病
人，但他没有急着开处方，而是开
始考问 6 名徒弟。

徒弟颖杰告诉记者，每次门
诊，王老师都会一边为病人把脉问
诊，一边给徒弟们讲解：为什么要
这样问诊、把脉、施治、用药等。
若是遇到一些疑难杂症，他就带着
徒弟对药物的剂量和病情的诊治共
同进行讨论，有时候，围绕一个疑
难病例，他们会探讨 1 个多小时。

“每看一次病，就是老师对我
们这些徒弟的一次现场带教。”如
今已是宁波市中青年名中医、主任
医师的龚文波深有体会地说，正是
在一次又一次的师生探讨中，他们
从王老师那儿学会了如何通过望、
闻、问、切来灵活处理病理临床证

不断创新

名老中医传承发展的关键

王 晖 正 在
给徒弟们授课。

（宁波市中医院提供）

从王晖团队
看中医的传承与创新
——一个国家级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样本意义

6月18日，王晖 （右一） 带
着徒弟门诊。 （徐能 摄）

记者 陈 敏 通讯员 张琳玲

“三药三方”、中西医结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医药发挥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让
世人认识到其独特的价值。目前，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疫情治疗方案开始走出国门，使得各
国人民对于中医药有了新的认同。

近年来，中医药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目前面临中医药人才尤其是高层次
中医人才缺乏问题，继承不足、创新不够，成为中医药事业发展一大障碍。为培养多层次中
医药骨干人才，破解中医人才培养难题，全国许多城市纷纷成立名老中医工作室，以此推进
中医药传承和创新。

2011年，王晖名老中医药传承工作室成立，这是宁波首个国家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
作室。9年来，王晖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在人才培养、中西医结合、借助现代化科技手段等
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和创新。最近，记者走访了王晖名老中医药传承工作室，对王晖领衔
的中医团队进行深入采访，以期为宁波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一些启示。

“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对医院
来说是宝贵的财富，如何挖掘好传
承下去，并发扬光大，一直是我们
中医院面临的重大课题。”宁波市
中医院院长崔云在接受采访时说，
名老中医工作室就是一个很好的载
体，传承是创新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没有全面完整的继承就谈不上
创新发展。因此，王晖工作室成立
以后，他们就结合王晖学术思想、
临床专长开展研究型继承工作，并
以此作为打响名老中医药传承工作
室品牌的第一步。

王晖从事中医临床和教学工作
50 余载，在长期的临床实践过程
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辨证治疗
体系，尤其擅长应用 《内经》“气
学”理论，并将其升华为“气化之
道生命观”和“气病学说”，结合
临床创立了“调畅脏腑特异气机”

“推动机体气化”的治疗方法，在
治疗糖尿病、冠心病、高脂血症、
眩晕综合征、更年期综合征等内科
疑难杂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为中医临床诊治开拓了新思路。

王晖根据 《内经》“气学”理
论结合临床实践，针对糖尿病中医
病机病理提出“治未病”学术思
想，在临床采用“四期辩证”法治
疗 2 型糖尿病疗效显著，这一中医
辨证方法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十一五”中医重点专科临床路径
专家组的高度评价，在国内引起了
较大的反响，成为宁波市中医院国
家临床重点专科 （中医） -内分泌

科的重要科研方向。
据了解，王晖名老中医传承工

作室成立 9 年来，参与国家中医药
行业科研专项课题“基于临床科研
一体化技术平台的 2 型糖尿病并发
症中医药临床诊疗研究”，以及多
项省市级课题研究；获得浙江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1 次，浙江省
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 次，
浙江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创新奖三等
奖 2 次；发表专业论文 50 多篇，出
版专业著作 3 部，还整理了多个诊
疗方案、临床治疗样本⋯⋯

据介绍，王晖工作室的这些科
研成果，以及带教看门诊的部分典
型病例，同步传到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网络平台上，以供更多同行或学
医者了解、学习。

在整理、传承王晖学术思想的
同时，王晖工作室还培养了 4 位省
市级名中医，而且有继承人还建起
了自己的传承工作室，陈霞波就是
其中一个。

陈霞波师从王晖以来，先后被
评为第二届全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
师、宁波市首批优秀中青年卫生技
术人才、宁波市名中医、浙江省名
中医，其间主持及参与国家、省市
重大科研课题多项，发表论文 50
余篇。如今，她已成为内科杂病及
疑难病，尤其是中医药防治内分泌

（糖尿病） 疾病的专家，并于 2018
年设立了浙江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
承工作室，目前工作室带教了一批
徒弟。

研究型继承

传承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在王晖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有
一副对联：“为人处事不忘牢记你
我 他 ， 诊 病 治 病 虚 怀 灵 变 一 二
三”，横批“做人做医”。这是王晖
教导激励学生的对联，也是他己身
奉行的座右铭。

为让更多基层患者在家门口能
看上名中医，王晖老中医传承工作
室积极响应“双下沉两提升”，先
后在宁海县中医医院、贵州黔西南
州中医院、江北区中医院建立了 3
个二级工作站。其中贵州省黔西南
州中医院和宁海县中医医院以该工
作室分站建设为依托，结合当地常
见病种，分别成立了糖尿病专科及
内分泌科，为两家医院的专科专病
建设发展、中医优秀人才的培养提
供了强有力保障，为当地百姓提供
了优质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这些二级工作站成为王晖工作
室服务基层患者的基地，王晖或工
作室骨干定期到这三个基地坐诊、
查房、培训，不仅方便了基层患者
在家门口看名中医，同时还将王晖
的学术思想、诊疗体系辐射到了基
层。

“王老师经常教育我们，‘既定
医业，必先民医’。”学生周开告诉
记者，几年前，王老师因一场车祸
几次手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但他坚持每周 3 次专家门诊，每年
门诊逾万人，坚持每周 1 次病房查
房。尽管已 80 岁高龄，但王晖坚
持早上 7 点不到开始门诊，他说：

“我早到一刻，就能多一刻诊察病
人，还能多看一个病人。”慕名找
他看病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对于
没挂到号的患者，王晖往往会给他
们加号，所以常常坐完诊已是下午
一两点钟。

“王老师身体力行，让我们明
白 ， 为 医 就 要 心 系 苍 生 。” 2010
年，陈靓成为姚江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一名中医医生，并开始师从王
晖，2013 年成为王晖工作室的一
员。在王晖手把手的教导下，陈靓
很快成长起来，年纪轻轻的她已在
江北区拥有不小的名气，一天的门
诊量常常有 100 多人次。陈靓曾有
机会上调到市区大医院，但是她放
弃了。“基层原本就缺医生，这里
的患者需要我。”陈靓笑着说。

服务民众

中医传承发展的落脚点

候，如何辩证地看诊、治疗疾病。
不同于很多老中医，王晖摆脱

传统中医的门户之见，提倡中西医
结合。他善于学习掌握与中医学科
相关的现代西医理论的新兴学说，
并用于中医理论的推陈出新和指导
临床诊疗。他认为，人的生命是非
常复杂的，单用中医的宏观观察或
西医的微观研究都有失偏颇。未来
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中西医
优势互补、扬长避短，让中医由约
到博的归纳领悟思维与西医返约的
切割还原思维交互融合，才是医学
发展的创新之路。每次，王晖到病
房查房，总是用中西医两套理论分
析诊断病情，常常令一些资深西医
大为叹服。

“主体发展、开放兼容。”王晖
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一直致力于中
医现代化的探索。

在主诊室的对面设有一个示教
室，示教室里装有视频。经常是王

晖在主诊室接诊患者，一群前来
观摩、学习的医生全神贯注地盯
着屏幕，王晖在主诊室如何问诊
搭脉、如何开方，都实时在屏幕上
显示。“王老师虽已年过八旬，但
他热衷于借助现代化科技手段。”
张业告诉记者，这几年随着远程视
频的推广，宁海、象山等一些基层
医院的医生在当地就可以参加视频
实时学习。

王晖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还尝
试跨学科合作，目前正在与宁波大
学“冲击与安全工程”重点实验室
合作，尝试从中医整体观出发，视
人体生命为“脏腑、经络、阴阳、
气血”运变的“现象状态模型”，
结合波传播理论，最终实现将生命
能量以波的形式在血液中传播的整
个系统。王晖和宁大教授还计划研
制造福人类的中医机器人，这一跨
学科合作的成果已经引起国内外相
关学者的高度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