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心潮
男，1951年8月生，海南文昌人，

中共党员，大学普通班学历，文昌市
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2015 年全国
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指
导老师。1991年、1993年两度被评
为“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2009年
被评为“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
2007 年荣获第二届海南省“医师
奖”，2012年被授予文昌市委市政府
直接联系重点专家奖。重视中医经
验的传承工作，积极把中医的价值理
念“仁、和、精、诚”和热爱中华文化、
热爱中医事业的热忱传给中医后人，
通过剖析典型病例，让学员悟得如何
运用中医思维辨证施治。他从医50
年，擅治内科、伤科、妇科疾病，尤其

深耕胃病，博采众长，治病力求精准
辨证，用药轻重有度，遇奇难杂病
时，每每独辟蹊径，出奇制胜，为同
仁及群众所盛赞。

辜孔进
男，1947年8月生，海南海口人，

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海南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针灸主任医师，
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临床硕士生导
师。海南医学院中医学院名誉院长，
省优专家，全国第三批、第四批老中医
药专家学术继承人导师。辜孔进全国
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传承专
家，国家重点（培育）专科学术带头
人。1998年被海南省政府批准为海
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2003年
被海南省委授予海南省优秀共产党
员，2004年被国家二部一局授予全国
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2007年被中
管局评为全国师承优秀指导老师。
2020年获中国老科协奖，2021年获中

国民族医药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
奖。一直致力于子午流注学说的研
究。在研究生阶段就创制了应用子午
流注纳甲法、纳子法、灵龟八法等。

林丹
女，1957年3月生，海南儋州人，

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
师承类博士生导师。第五批全国老中
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教师、全国
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专家，2016年获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
学专业委员会颁发的人文医生荣誉称
号。学术观点及辨治思想的形成源起
《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
典，尊仲景之辨治体系，旁及张景岳、傅
青主、叶天士等各家之说。注重整体观
念，强调辨证论治；提倡中西合璧，辨病
综合治疗；宏观微观辨证，倡导病证结

合；临证顾护脾胃，用药注重气机；组方
精简便廉，注重养生调护。

林月华
女，1963年6月生，海南海口人，

大学本科学历，医学学士学位，海口市
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广州中医药大
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海南医
学院兼职教授。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2009年被海南医师协会评为第三届
海南省医师奖；2012年被海口市卫
生局评为十佳医生；2013年被中共海
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评为海口市
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临床注重天人合
一，善于结合地理应用风药，常以“风
药治之”内以升脾气，去湿浊，外可散
风邪。并总结提出“治脾胃调气为先，

补益为主，时佐通下”的用药方法来调
理脾胃治疗内伤杂病。

张汉洪
男，1962年5月生，湖北洪湖人，中

共党员，大学本科。海南省中医院主任
中医师、兼职教授。第六批全国老中医
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领军人
才。2018年被海南省总工会授予“海南
省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获得国家三
部门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
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和获得中央文
明办、国家卫健委授予“中国好医生”抗
疫特别人物称号。2021年被海南省卫
健委评为“百姓身边好医护——抗疫特
别人物”。临床重视“七情”致病，尤其擅
长胸痹、眩晕、头痛、心悸等心身性疾病
的诊治及真心痛、脓毒血症、喘证、血证、
中风、昏迷等急危重症的救治。主张中

医治学既要溯本求源，勤求古训，更要与
时俱进，融汇新知；充分借鉴和利用现代
科学、医学成果，辨病辨证相结合，运用
方证相应思维遣方用药。

陈美雄
男，1964年4月生，海南万宁人，

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海南省中医院主
任医师、兼职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
骨伤分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脊柱
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南省医学会骨
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中
医药学会骨科分会荣誉主任委员、海
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分会副主任
委员等。2006—2008年度及2012—
2014年度被评为中共海南省卫生厅
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014—
2016年度被评为中共海南省卫计委
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总结制定了

“正骨八法”，在研究解剖、力学基础
上，根据中医“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理
论提出纠正人体生物力学的偏移达到

病损部位的长期康复效果。在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治疗上提出“筋为骨用、三
期辨证”理论，提出了调结构、通经络、
补气血、理脏腑的理念。

牛向馨
女，1972 年 10 月生，宁夏盐池

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琼海市
中医院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徒弟，
2009 年被中华中医药学会授予“全
国优秀基层名中医”称号，2019年获
海南省人才发展局颁发“海南省南海
乡土人才”称号；2019年经海南省人
才发展局评定为“高层次人才”。
2021 年被琼海市人才发展局评为

“优秀高层次人才”。学习并继承了
海南省陈达天老中医的宝贵经验，总
结老师概括不孕不育病因病机为

“虚、瘀、湿”三字；突出“温阳不劫
阴、除湿兼活血”用药特色。临床中
擅长中医中药治疗不孕症、月经

病、多囊卵巢综合症等疾病，尤其
在月经病诊治过程中，总结了宝贵
的经验，富有创新性，广泛应用于
临床。

卢保强
男，1968年3月生，海南乐东人，

中共党员，海口市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
内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教授，海南
省基层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
作指导老师。2014年被评为“海口市
十佳人民满意医生”，2015年荣获第六
届海南省医师奖，2019年被海口市人
民政府授予“海口市拔尖人才”称号，
2020年被海口市卫生健康委评为“海
口市优秀学科带头人”。勤求古训，博
采众方，融贯中西医理论和技术，遵循
中西医结合、三因制宜，辨证求因三大
治疗原则，擅从情志方面诊治疾病，巧
用经方时方，用药轻灵和缓，不求新
奇。提倡“补脾土宗东垣，理脾阴崇吴
澄，养胃阴效天士”，根据“肺为贮痰之

器中，脾胃为生痰之源”，提出“肺脾为
核心的脏腑整体辨证观”，常用补脾益
肺、培土生金之法整体辨治肺病，创立
了若干疗效显著的中医药治疗方案。

杨华
男，1959 年 10 月生，海南万宁

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海南省中医
院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广州中医药
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临床师
承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老年病科
重点学科建设的学术带头人之一，海
南省领军人才。围绕脾胃病、老年病
等常见病及内科疑难杂症开展临床
和科研攻关，提出“上下交病治其
中”和脾胃病应“肝脾胃同治、调气理
血并用”的学术思想，在同行中有较
大的影响力；运用升清降浊法治疗脾
虚气陷型胆汁反流性胃炎，补气提陷
佐活血法治疗气虚血滞型萎缩性胃

炎，养血柔肝散结法治疗血虚瘀滞肝
络型肝硬化，疏肝扶脾法治疗肝郁脾
虚型慢性结肠炎，均取得满意的临床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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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零的突破 我省1人入选国医大师
2人入选全国名中医；省内同步表彰14名海南省名中医

国医大师

林天东
男，1947 年 12 月生，海南万宁

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海南省中医
院主任医师、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第三、六批全国老中
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教师，全
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2017
年被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评为全国名中医。在数十年的临床
经验中，结合南方人的体质，首次提
出“南方以阳虚、寒病者多，宜用伤寒
方”的观点，掀起琼州经方使用热潮，
在治疗冠心病、老年病、泌尿系疾病、
肝胆病等疑难杂症也颇有特色。牵
头成立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黎医药
分会，通过对黎医药理论体系、特色
疗法和黎族医常用药材开展抢救性

挖掘，并吸收黎族医特色诊疗技术和
用药经验应用于中医临床，成为推动
中医药与黎医药融合发展创新与实
践的典范。

全国名中医

萨仁
女，1967年 1月生，内蒙古呼伦

贝尔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研究
生学历，三亚市中医院主任医师，长
春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广
州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第六批全国
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
老师，2021 年被中央保健局评为

“中央保健工作先进个人”，2021 年
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个人先
进”典型，2020 年被海南省人才发
展局认定为“领军人才”“南海名
家”。长期工作在临床一线，潜心研
究、精益求精，根据不同地域、体质，
从气血、经络、腧穴等多方面入手，
提出临床应“调神为首，整体施治，
阴阳平衡”的治疗理念。开拓创新

“中医国际疗养游”思想及模式，把
中医、旅游、治疗、康养与三亚独特
自然环境相结合，成功打造三亚中
医国际旅游品牌。

张永杰
男，1956年12月生，山东海阳市

人，硕士研究生，海南省中医院主任中
医师，第四、第五及第六批全国老中医
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2018年批准设立张永杰全国名中医
传承工作室。海南省中医药学会常务
副会长，海南省药学会副理事长，海南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药卫生科
学技术委员会委员，海南省药品审核
认证管理中心药品注册工作检查员，
海南省中医院首席中医专家，海南南
海健康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首席中
医康养专家。临床中提出冠心病“心
脾同治”观点，创立调脾益心法的治疗
思路；针对顽疾痹症分期论治，内服外
浴，双管齐下，直达病所；基于对早期
糖尿病肾病病因病机认识，提出“脾

（阴）虚血瘀”的致病观点，并确立“从
脾论治—滋脾通络”的基本大法，创立
滋脾通络方，开发医院制剂“滋脾通络
胶囊”，并开展科研攻关，获省部级科技
成果奖。2021年入选全国名中医。

蔡敏
男，1966年1月生，海南乐东人，

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海南省中医院
党委书记、主任中医师、教授、硕士
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
领军人才、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
秀专家、海南省委联系服务重点专
家、海南省 515 人才工程第二层次
人选、海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获得
海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海南省第
七届政协委员，海南省科协常委，中
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
会脾胃病分会常委，海南省中医药
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海南省医学
会副会长，海南省脾胃病专业委员会
主委。临床上，结合海南地域人群特
点，在消化系统疾病救治中充分融入

“治未病”理念并善于辨证论治使用

经方，在消化、肝胆疾病的治疗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摸索总结出了具
有海南地方特色的诊治思路和方法；
带领医院肝病科创建国家卫生部临
床重点专科。

戴海青
女，1962年8月生，甘肃静宁人，

九三社员，本科学历，海南省中医院主
任中医师，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继承导师，海南省C类人才。
2015年被海南省总工会评为“海南省
五一劳动奖章”；中华全国总工会评为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2017年被中华
全国妇女联合会评为“全国三八红旗
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计
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全国卫生
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从事临床一
线、教学科研38年，热爱中医事业，以
中医特色与现代医疗技术的完美结合，
为不孕家庭带去希望；在复发性流产方
面，提出了“以动养胎”创新理念；采用
中西医融合、内外合治的治疗方法，取
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矢志推进中西

医结合创新，研制出三大类五个品种的
院内制剂，创新中药剂型改革，研发特
色：汤、散、丸、煲、茶、膏。“补血安神丸”
获海南省食药监局批准（琼药制字
Z20100014），临床疗效满意。

人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评选出第四届国医大师和第二届全国名中医，并进行表彰。其中，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林天东入选国医大师，为我省唯
一，实现零的突破。同时，还有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杨华和三亚市中医院主任医师萨仁2位专家入选全国名中医，包括去年入选的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张永杰在内，我
省目前共有3名全国名中医。此外，省人社厅和省卫健委评选出了14位首届省名中医（含上述入选国医大师和全国名中医人员）。

以上专家是我省卫生健康领域杰出代表和宝贵资源。多年来，他们奋战在中医药临床、教学、科研一线，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彰显了大医精诚、仁心仁术的风范。

受表彰人员个人简介

省名中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