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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只有小学学历，却凭借自身努力，长期奋战在
临床一线，成为大学教授；

每天早上六点半开始坐诊，下午两点半结束，中间
仅仅休息十五分钟，迄今为止看过的患者已超百万，还
曾为外国元首看过病；

不用手机，也不会打字，却在临床与教学之余，笔
耕不辍，公开发表著作20部……

他便是湖南省名中医、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湖南
中医药大学附一医院特聘中医学术顾问熊继柏教授。

日前，第三届国医大师表彰活动在北京举行，全国
30位中医名家被授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继孙光
荣、刘志明、刘祖贻后，熊继柏成为我省第四位获此殊
荣的中医大家。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毛丹 周思悦 罗翠 通讯员 张觅

熊继柏不用手机，也不会打字，却笔耕不辍，公开发表医学著作20部

只有小学学历的他被授予“国医大师”

据介绍，“国医大师”评选
工作于2008年启动，由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和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评出，迄
今为止已评选出三届共90人。
“国医大师” 是中医药行业的
最高荣誉，其人选必须是省级
名中医或全国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从事中医临床或鉴别、炮制等
中药临床使用相关工作50年
以上。

本届“国医大师”年龄最
大的96岁， 最年轻的66岁，平
均年龄82岁。30位“国医大师”
中男性25人， 女性5人。 当选
“国医大师” 后将享受省部级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待遇。

本届“国医大师”平均年龄82岁链接

1978年， 中央推行一项
新政策， 通过严格的考试在
民间选拔一批有真才实学的
中医充实到国家医疗单位，
从事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
熊继柏参加了省里组织的两
轮考试，名列前茅。

第二年， 他调到了湖南
中医学院工作， 教授中医经
典。在学校，他当了13年内经
教研室主任和中医经典教研
室主任， 被评为8届优秀教
师。他讲课时，连隔壁班的学
生都会站到走廊里听讲，讲
座时更是座无虚席。

有一次， 他受邀在学校
开学术讲座， 原本只能容纳
六七百人的学术报告厅被挤
得水泄不通。 面对学生们的
热情，他只得分两场来讲。如
今， 他已经培养了一百多个

高级学徒， 带出一批名医、教
授。

熊继柏不用手机， 不会打
字。但在临床与教学之余，依然
笔耕不辍。 他公开发表学术论
文一百三十余篇，著作二十部。
其独撰著作《内经理论精要》一
书，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
英博物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列
为藏书。任副主编的《黄帝内经
研究大成》一书，为我国历代以
来研究《黄帝内经》最大型、最
完备、 最系统的工具书，1999
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图
书一等奖， 并获国家中医管理
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其中个人
独立著作有十本， 将近五十万
字， 全部都是老先生一笔一笔
写在纸上，不断修改再出版的，
还有六本书再版了三版， 依然
难以抢到。

熊继柏是湖南省石门县
人。1954年，12岁的熊继柏小
学毕业，但因家庭原因，他无
法升学，只得回家。第二年，
他拜当地一名老中医胡岱峰
为师，正式开始学医。

1958年，16岁的熊继柏
开始行医。熊继柏说，他的成
功诀窍是八个字：“勤奋刻
苦，坚持不懈”。他只有小学
学历，起点很低，但他将《药
性赋》、《脉诀》、《医学三字
经》、《汤头歌诀》、《时方妙
用》 五本医学典籍全部用草
纸抄下，废寝忘食地捧读。如
今，75岁的熊继柏仍能背诵
十多本医学古籍。

16岁起， 熊继柏在石门
县维新中医院望闻问切，乡
人称“小郎中”，历时21个春

秋，足迹踏遍石门的山山水水，
各种病他都接诊， 积累了丰富
的基层诊疗经验，“我的经验都
是从实践中反复摸爬滚打出来
的”，回忆自己的从医路，熊继
柏如是说。

2006年，熊继柏受国家某
部邀请赴阿尔及利亚， 为布特
弗利卡总统治病， 取得良好疗
效， 是国内至今为外国元首看
病的为数不多的中医之一。当
然， 他诊治的更多患者是平民
百姓。从医近60年，他已接诊
患者超百万人次。

他专门诊治疑难杂症，有
不少病人是被担架担着或者轮
椅推着来到门诊。 由于抬担架
的患者进出不方便， 他所有的
门诊“门永远要比别人宽一
尺”。

从小熟读中医经典 长期从事临床实践

教学名师，致力传授中医文化

本报7月6日讯 日前，长沙
县2017年中招工作会议召开，
中招录取具体实施办法也随同
出炉。 今年该县普高招生4456
人，职高招生3600人左右。整个
中招工作共分6个批次，前一批
次录取完了才开展下一批次录
取工作， 大约将持续到8月上
旬。 放弃该批次录取以及不填
报志愿的， 学生和家长必须签
署承诺书。

今年长沙县初三考生共有
8078人。等第成绩5A上线人数
997人，5A上线人数占比达到
13% 。4A1B以上累计人数有
1606人，3A2B以上累计人数有
2042人。5A学生只公布等第，
不公布分数成绩； 其他学生成
绩既公布等第又公布分数。

该县7所高中学校今年共
招收高一新生4456人（纯文化
生4235人，特长生221人），其中
县一中和县实验中学共计招生
1783人（纯文化生1650人、特长
生133人）。今年跟去年一样，继
续全面取消高中择校生， 高中
阶段严禁违规借读。

今年划分到校的指标生比
例为50%。 指标生即根据各初
中学校的参考人数占参考总人
数的比例分配招生指标， 这意
味着本校学生只需和本校学生
凭成绩竞争到校指标， 有助于
城乡初中学校均衡发展。 今年
职业高中招生总计3600人左
右， 其中长沙县职业中专招生
1600人。

据悉， 长沙县高中新生招
生工作将实施按批次录取的程
序， 共分为提前批和第一批—
第五批5个批次。各个批次均不
进行补录， 整个中招录取工作
大约将在8月上旬结束。

■通讯员 潘东晓 杨宁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张靖雯 罗翠

长沙县中考录取
将持续到8月上旬

本报7月6日讯 暑假到
了， 不少学生奔波于各个补习
培训班之间，而有9名长沙的初
三学生， 用9天时间奔走2000
多公里，从湘江源头蓝山县，一
路探索至母亲河入洞庭湖口湘
阴县， 与母亲河来了一次亲密
接触。

绿色游学 一拍即合

7月5日傍晚， 记者在烈士
公园见到了游学归来的初三学
生唐嘉宣，“走读湘江后对这次
洪灾也有了更多的感悟， 还帮
着社区街道发过救灾物质。”唐
嘉宣告诉记者， 这次走读湘江
绿色游学的9名初中生分别来
自青竹湖湘一外国语学校、长
雅学校、 长郡双语实验中学等
学校， 几个小伙伴都对母亲河
饱含深情。

队员曾晨希小学5年级时
就因热心环保公益活动荣获长
沙市优秀青少年志愿者。 今年
她看完《黄河之旅》后，萌发了
探寻湘江的念头， 得到了母亲
程蓓的支持。 程蓓在朋友圈中
发出倡议， 没想到两天关注人
数破2000， 于是她联系了湖南

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 共同
策划这次“走读湘江”活动。

说走就走，6月22日，在橘子
洲景区“湘江宣言”雕塑前，9名
中学生开启了“走读湘江”之旅。

直呼过瘾“不下课”

该活动的负责人何建军介
绍， 队员们展开了湘江流域的
生态环境变迁、 历史文化发展
两个方面的考察。9天的行程，
他们途经永州、衡阳、湘潭、株
洲、 岳阳以及长沙等6个城市，
造访湖南4大书院，考察衡阳水
口山、 株洲清水塘工业区等厂
矿区， 并在专业环保人士的指
导下进行水质检测， 撰写环境
研究报告，并记录游学体验。

“这次感觉是在上一场行
走的课堂， 在路上看到了很多
书本上学不到的。”队员唐嘉宣
说， 在参观湘潭环保科普教育
基地， 到污水处理厂体验污泥
去除工作， 深入垃圾焚烧发电
厂了解发电过程， 坐船到洞庭
湖小岛上感受生物多样性，小
伙伴们都直呼这样的游学“十
分过瘾”。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汪梦媛

9天行2000公里
9名初中生“走读湘江”

让小队员出乎意料的，是
沿途各市州政府对游学成员们
非常热忱。在永州、湘潭、衡阳
等市，环保部门、水利部门的负
责人甚至市长都现身座谈会。
“‘大人物’们的肯定，让我们更
觉得为环保贡献自己的力量是
值得的。”游学成员们说。

3日上午，9名“走读湘江”
首期营员走进湖南杂交水稻研
究中心， 袁隆平院士对走读湘

江绿色游学活动给予了高度肯
定， 并勉励小营员们要增进自
己的环保知识储备， 为保护母
亲河贡献力量。

“走读湘江” 绿色游学活动
由湖南省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指导， 湖南省环保志
愿服务联合会主办， 旨在帮助青
少年更全面地了解湘江的历史、
文化和生态内涵， 发动更多青年
人参与到母亲河保护行动中来。

收获 “为环保出力是值得的”

现在，75岁的熊继柏仍能背诵十多本医学古籍。记者 黄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