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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一位博览群书、 好学
勤思 、 博古通今 、 学贯中西的伟
人， 历来重视、 研究和传承包括中
医药学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遗产。

1913 年 ， 20 岁的毛泽东在读
书笔记 《讲堂录》 中写道： “医道
中西， 各有所长。 中言气脉， 西言
实验。 然言气脉者， 理太微妙， 常
人难识， 故常失之虚。 言实验者，
专求质而气则离矣， 故常失其本。
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 这说明 ，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便对中西医学进
行比较研究， 认识到中西医学各有
所长 ， 各有所偏 ， 医理各有特点
等。

1953 年 12 月， 毛泽东在听取
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时说： “我
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
我看中医是一项。” 同年 12 月底，
毛泽东在杭州开会再次强调： “中
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 ， 第一是中
医 。 ” 足见他对中医的了解和认
识。 而在 1954 年， 毛泽东针对卫
生界有些人歧视和排斥中医的现
象 ， 指出要 “重视中医 ， 学习中
医， 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 并发扬
光大， 这将是我们祖国对人类贡献
的伟大事业之一”。

毛泽东对传统中医的自信源于
中医学是整体医学而不是局部医
学， 是动态医学而不是静态医学，
是功能态医学而不是形态 （解剖）
医学， 因而有着自身独特的诊治及
预防疾病的机理。

1955 年 4 月 ， 毛泽东与著名
针灸专家朱琏一道吃饭， 并说起她
的 《新针灸学》。 这本书是 3 月 23
日朱琏呈送毛泽东指正的， 毛泽东
不但全看了， 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
到 “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 的
关系。 毛泽东对朱琏说： “巴甫洛
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 对
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
匙， 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
富的实际材料。 如进一步研究， 一
定能发挥更大的效果， 丰富和充实
现代医学。 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
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

在开宴举杯之时， 毛泽东说：
“今天———是祝针灸万岁！ 你们不
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 针灸不是土
东西， 针灸是科学的， 将来世界各
国都要用它。” 如今， 中医针灸已
走向世界， 全世界已有 183 个国家
和地区应用中医针灸防治疾病及康
复保健等。

毛泽东相信中医， 曾多次接受
中医治疗， 还邀请名老中医随身保
健 。 1941 年 ， 陕西著名中医李鼎
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后， 仍然给老百姓看病治病。 在长
征途中， 毛泽东患过关节炎， 到延
安后又复发， 胳膊抬不起来， 吃了
不少西药， 仍不见效。 有人介绍李
鼎铭， 毛泽东欣然同意。 当李鼎铭
来到杨家岭窑洞， 毛泽东亲自到门
口迎候。 经询问病情、 诊脉等， 他
即拿出毛笔， 开了四剂中药。 毛泽
东服完四剂中药， 疼痛果然消失。
后来， 李鼎铭又用按摩疗法治好了
毛泽东的胃病， 这使毛泽东愈加相
信中医。

当时， 延安卫生界对中西医争
论很大 。 有一次 ， 毛泽东问李鼎

铭 ： 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
医， 你看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应如
何发展？ 李鼎铭说： 中医西医各有
所长， 只有团结起来， 才能求得进
步。 毛泽东说： “你这个办法好，
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
一幕是金针拔障术 。 1974 年底 ，
毛泽东患双眼老年性白内障， 看书
读报困难 ， 已到必须手术治疗阶
段。 经过慎重考虑， 中央决定由中
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 金针
拔障术发明人唐由之教授为毛泽东
实施金针拔障术。

毛泽东了解到自己的眼病将采
用金针拔障术后 ， 当即同意 。 术
中 ， 毛泽东无任何不适 。 术后 24
小时， 给主席换药， 经检查一切正
常， 眼底亦很清晰， 已有 1 米指数
的视力。 当唐由之要将手术眼重新
遮盖敷料时， 一位医生拿一个＋10
度的镜片放在主席手术眼前， 主席

顿觉视力已正常， 不愿意再包上。
术后经详细检查眼睛， 未发现

异常 。 在充分冲洗手术眼结膜囊
后， 点上抗生素等药， 重新包好手
术眼 ， 毛主席伸出 Ｖ 形的手指 ，
唐由之对主席说： “您也胜利了，
因为您要我们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
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 今天给
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 就是在这种
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 毛泽东
听后， 会意地笑了。

中医学， 源于中华文化， 汲取
了中国古代的哲学、 史学、 文学、
数学、 律学、 兵学、 天文学和物候
学的精华， 融合了儒学、 道学、 佛
学等医疗保健之内容， 堪称集人、
文、 医、 药学之大成。 而中医经典
著作， 又是中医学术的重要载体，
悉心学好它， 才能真正做到 “信中
医、 爱中医、 用中医”， 达到医人、
医病、 医心的境界。

本报记者 汤江峰

������长沙市中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
医院） 中医内科主任医师卿照前几
十年如一日， 扎根中医临床医疗一
线， 灵活运用辩证论治， 擅长脾胃
病、 肾病、 心病、 重症肌无力、 肿
瘤等疾病和疑难病症的治疗。 采用
纯中药治疗重症肌无力、 急性小脑
萎缩等急重症和疑难病， 赢得广大
病友的信任， 媒体多次表扬报道。
一面面写着 “德术双馨” “仁者之
心、 智者之术” 的锦旗是他精湛医
术的最好见证。

2003 年抗击 “非典” 疫情的战
斗中， 卿照前坚守临床一线， 为多
名高度疑似患者把脉开方。 2009 年
抗击 “甲流” 疫情的战斗中， 他兼
任该院发热门诊主任， 一头扎进发
热门诊， 连续多天不曾回家。 在疫
情蔓延时， 他临危受命兼任该院感
染科主任， 夜以继日扑在发热门诊

和病房， 辩证施治， 确保每一位患
者得到有效救治， 并带队深入疫情
较重的社区进行疫情防控和工作指
导。 2017 年 、 2018 年 ， 卿照前先
后两次参加援疆援藏中医义诊， 所
到之处留下了一片赞扬之声。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吐鲁番日报》 刊发
了题为 《千里送义诊 、 情暖吐鲁
番》 的新闻报道， 专门表扬了他在
新疆义诊的感人事迹。 在西藏， 他
克服严重高原反应， 毅然深入到地
处中印边境、 海拔近 6000 米的高
寒地带、 西藏深度贫困县隆子县为
当地群众义诊。 2018 年 7 月 18 日，
贡嘎县委主要领导对他突出的工作
成绩予以充分的肯定。

为推进 “一带一路” 战略， 让
中医走向世界， 中央统战部和国务
院侨务办公室组织了 “中医关怀
团”， 赴海外义诊。 卿照前作为知

名专家， 被选派随团出访， 在为海
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义诊中， 因其
开具方剂疗效显著， 求诊者络绎不
绝。 近年来， 他已连续三次被国务
院侨办指派出访东南亚多国、 澳洲
和欧洲。 第一次出访东南亚时， 一
位侨胞慕名从马尼拉 “跨国追赶”
至印尼雅加达找他看病求医， 治疗
效果非常好， 受到了我国大使馆的
表扬。 在国际舞台上， 他为祖国赢
得了尊严、 增添了荣誉。 在出访的
日子里， 虽然白天晚上连轴转， 经
常要忙到凌晨 2 点才能休息， 但他
为代表祖国出访而满怀自豪， 也为
能广泛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医药传统
文化而倍感幸福。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
斗一打响， 卿照前作为省级专家参
加了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抗疫工作
会议， 为推进全省抗击 “新冠肺炎”

的中医药防治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疫情发生之初， 他未雨绸缪， 在医
院推出预防病毒的中药方剂。 医院
收治第一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后，
他连夜开具处方， 各院区开始熬煮
中药， 免费供应给病友及工作人员，
收到很好的效果。 4 月 11 日晚， 他
以 《防治新冠肺炎应注重 “健脾化
湿”》 为题， 线上免费直播授课， 从
中医角度向欧洲友人分享了疫情防
控的宝贵知识和实践经验。

“尽己所能让病人恢复健康 ，
尽力帮助每一位病人， 这是我的职
责， 也是我的毕生追求。” 卿照前每
天享受着工作连轴转的充实、 病人
逐渐康复的快乐， 用无私的奉献、
执着的坚守， 在平凡的岗位书写着
护佑生命的壮丽篇章。

湖南省 12320呼叫中心 供稿
（执笔 彭群）

尽 己 所 能 展 己 所 长 ———记中医内科专家卿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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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 11 月， 毛主席与医疗小组人员合影（后排左三为唐由之）。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