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彭龄名医传承工作室自成立以
来，已为多名眩晕、消渴痹症、心衰病、
喘证、 胃脘痛等患者制定了全面的诊
疗方案， 取得了显著的治疗效果， 让
西城区及辖区广大患者在家门口即可
享受到国内顶尖专家的诊疗服务。

让工作室负责人张其慧主任医师
难忘的一个案例： 患者无明显诱因发
热20余日， 体温最高40℃， 持续高热
不退， 患者精神日差， 恶心， 食欲不
振， 口渴不欲饮， 既往有支气管哮喘
史6年。 许彭龄教授会诊后对其进行
综合评估， 根据患者高热多日无阴虚
之象， 汗出不解， 热势渐高， 且口渴

不欲饮、 苔腻脉滑的特点， 辨其证属
湿热内蕴， 热郁三焦， 且湿重于热，
应法当清宣和化， 佐以淡渗利湿。 处
方二剂水煎服， 并嘱患者清淡饮食，
勿食生冷。

2日后复诊， 体温恢复正常， 至
就诊时36小时未发热， 患者精神好，
食欲增加， 药后感觉周身轻松， 上下
畅通。 3日后再诊无发热， 咳嗽无痰，
口干欲饮， 舌暗， 无苔， 脉滑虚。 许
彭龄教授认为此乃热伤气阴之象， 开
调理药方即可。 他强调， 日常保养要
从顾护脾胃入手， 注意饮食调节， 做
到有规律有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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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彭龄名医传承工作室获评北京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师徒传承 培养杏林精英

2011年9月， 北京中
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
医医院的许彭龄名医传
承工作室成立 。 在工作
室领军人许彭龄的带领
下， 开展了多项传承研
究并应用于临床 ， 为患
者提供便捷医疗的同时，
培育了一大批专业技术
突出的中医人才。 工作室
自成立以来，通过“师带
徒” 传帮带，让广大市民
享受到名医优质的医疗
服务， 增强了辖区职工
群众对健康的获得感 。
2019年 ， 许彭龄名医传
承工作室被评为北京市
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工作室创建了 “一对多、 开放式、
互动式” 的传承模式， 制定了 “理论研
究—学术访谈—临床实践传 承—个 人
再实践 ” 的学术传承计划， 充分体现
传承的时效性、 动态性、 广泛性、 交互
性。 工作室通过北京中医药大学针推
系 、 国际学院授课、 带教工作传播老
中医学术思想， 还与内蒙古清水河、 张
北中医院、 河北文安县中医院对口帮
扶 ， 工作室多名成员曾多次至当地授
课， 开展学术交流。

“工作室做好人才梯队建设和培养
工作， 以 ‘师带徒’ 传授技艺、 用 ‘传
帮带’ 发展队伍， 择优培养热爱中医事
业的优秀人才 ， 使我们的队伍不断壮
大。” 张其慧主任医师告诉笔者， 通过
建立多学科、 多层次的人才梯队， 从多
角度总结名老中 医的 学 术 思 想 和 临
床经验， 开发名医验方， 将许彭龄教
授的学术思想转化为临床诊疗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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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优势病种
形成诊疗方案

张其慧主任医师介绍， 许彭龄教授
每周带着工作室成员 进 行 日 常 门诊
带教， 不定期开展讲座、 教学查房等工
作， 并积极开展新技术、 新项目。 同时
采取多样的工作方法， 除了常规的学、
研、 用途径 ， 工作室还通过举办全国
名医论坛、 创办会刊、 兴建网站， 既
让工作室的成果惠及同道、 惠及大众，
又让学界的新知充实、 壮大工作室。

据了解， 目前工作室已编写 《许彭
龄名医传承谱系图》； 举行脾胃病中医
诊治各家学说暨许彭龄学术思想研修班
（市级继续教育项目）、 脾胃病中医诊治
名家学说暨许彭龄教授和化理论高级研
修班 (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等； 陆续
出版工作室会刊， 出版专著 《中国现代
百名中医临床家—许彭龄》 等； 举办了
“许彭龄和化理论学术思想及技术经验
体系” 研修班， 通过理论授课与临证实
习相结合的方式培养了40多名来自北京
各基层社区的医师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 工作室还整理出治
疗眩晕、消渴痹症、心衰病、喘证、胃脘痛
6个优势病种并形成诊疗方案，应用于内
科、 急诊科和针灸科的临床中。 制定了
协定处方———和化汤， 在北京中医药科
技发展基金项目 《许彭龄和化理论在慢
性胃炎中的应用特点及传承研究》 中得
到验证， 并已开展临床推广工作。

1934年出生的许彭龄， 是国家级名
老中医、中医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指导
老师、 全国名医传承工作室及北京中医
药薪火传承3+3名医传承工作站指导老
师。 其幼承家学， 熟读经典， 理论功底
深厚， 在60余年的临床实践中， 积累了
丰富的临床经验 ， 逐渐形成了独 特的
辨证用药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

经过早年潜心医籍， 随父诊疾， 耳
濡目染， 他形成了临证处方药少而精，
配伍得当的特点。 受其父理脾法影响，
许彭龄教授临证尤重调理脾胃功能。 他
拓展性地继承了前贤父辈的医理医法，
强调理脾治病当用 “和化” 之法。 主张
“治病求和， 以化治之”， 即以运化、 推
化、 生化及合化之功， 达到调和脏腑气
血阴阳、 虚实寒热之用。

许彭龄教授在临床中强调治病求
和， 因邪有兼并， 应明确寒热之多寡、
禀质之虚实、 脏腑之燥湿， 法在变通，
以 “和其不和” 为治疗的总目标， 临证
结合具体辨证可配合多种兼治法。

许彭龄教授认为， 通过调和之法，
全面调整脏腑功能， 调整和解矛盾对立
的双方， 使之趋于平衡。 一方面可使人
体气血阴阳之虚得补， 另一方面又能使
郁滞之气得行、 痰瘀污浊得下， 此可谓
寓补泻温清于调和之中。

笔者了解到， 许彭龄名医传承工作
室成员共13人， 分别来自于中医内科、
神经内科、 急诊科、 妇科， 有长期的临
床工作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基础， 能够进
行知识互补， 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许彭
龄的学术思想、 用药原则以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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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彭龄教授与名医工作室成员进行病历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