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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名中医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

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华中医药学会血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粤港澳大湾区卫生与健康合作专家顾问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顾问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老教授协会中医分会副会长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教授

邱健行 教授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青年名中医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急救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急诊分会副会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急诊分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急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中医院急诊大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急症教研室主任

2020年广东省中医院抗疫援鄂医疗队员

丁邦晗 教授



陕西省名中医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副会长

中国（陕西）赴塔吉克斯坦联合工作组中医药专家

陕西省中医药学会理事

陕西省委保健局专家

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陕西省首届“三秦最美医生”获得者

陕西省中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陕西省防治新冠肺炎中医药救治专家组组长

马战平 教授



广东省名中医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副会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广东省中医药防治呼吸道传染病专家组成员

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医药防治新冠专家组组长

王昌俊 教授



中华中医药协会感染分会常务委员

中华医师协会中医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西安市中医医院肺病科主任

西安市公共卫生中心应急院区主任

西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救治专家指导组组长

西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专家组专家

西安市中医医院新冠肺炎诊疗专家组组长”

付大海 教授



中华中医药学会名医学术研究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各家学说与临床研究分会副会长

河南抗癌协会老年肿瘤学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健康科技学会中西医结合肿瘤副主任委员

冯堃 教授



广东省名中医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病省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

主任医师、教授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中医内科学呼吸专业博士生导师

30年来一直从事中医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科研、教学工作

刘小虹 教授



辽宁省名中医、辽宁省高层次中医药人才

沈阳市名中医

全国第二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热病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常务委员

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辽宁省新冠肺炎中医救治专家组组长

辽宁省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成员

曲妮妮 教授



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议专家

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奖评审专家库专家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风湿与关节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保健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资深保健专家

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广州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

全国名老中医焦树德教授学术继承人

广东省中医院名中医

何羿婷 教授



第二届全国杰出青年中医

第三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广东省名中医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青年名中医

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学术经验继承人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特色诊疗研究专委会副会长

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科学普及分会副会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长桑君脉法传承与创新国际论坛专家委员副主委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终身理事

广东省中医院胸痛中心主任、重症医学科大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国家援助湖北第四支中医医疗队广东团队领队

武汉雷神山医院C6病区负责人 邹旭 教授



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常务理事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常务理事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长期从事呼吸系统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研究工作

张伟 教授



广东省名中医、长江学者

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

中华中医药学会急诊分会副主任委员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热病专业委员会会长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急症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主任中医师 、教授

国家级中医药防治呼吸道传染病研究室副主任

中医传染病学学科带头人

抗疫期间担任国务院联防联控中医科技专班临床救治组副组长、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副组长、国家援

助湖北（武汉）第二支中医医疗队队长、广东省中医医疗队队长 张忠德 教授



甘肃省名中医

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卫生系统领军人才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医保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急救专业委员会委员

甘肃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

甘肃省医师学会副会长

甘肃医院管理委员会急诊分会副理事长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省级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专家组组长，研究制定了《甘肃省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 张志明 教授



安徽省首届名中医

安徽省中医药领军人才

中国医师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呼吸病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肺康复委员会副会长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呼吸病分会副会长

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肺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安徽省中医肺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负责人

德国Hufeland-klinik Bad Ems、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访问学者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安徽省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救治专家组成员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组长

张念志 教授



广东省名中医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体质专业委员会理事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教授

张诗军 教授



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呼吸病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

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中医药学会经方临床研究分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肺间质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中医药文化健康科普专家

河南省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

张明利 教授



深圳市优秀中医

深圳市首届杏林十大名医

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药食同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常务委员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中国中药协会呼吸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基层医药学会中西医结合呼吸与危重症专业委员会、

中西医结合肺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深圳市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

深圳市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专家组组长

陈生 教授



广东省名中医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中医药学会继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综合医院中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药学会中医肝病用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陈泽雄 教授



中华中医药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呼吸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中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大科主任、主任中医师、教授

广东省中医院中医药防治慢性咳喘病研究团队负责人

广东省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证病例专家组组长  

2020年1月22日起任广东省中医药防治呼吸道传染病专家组副组长

林琳 教授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五运六气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会长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代谢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珠三角中医药创新联盟常务副主席

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席健康科普专家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专职）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专职）

广州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

广东药科大学客座教授

云南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

一方智慧中医全球抗疫医学志愿者联盟总联络人 金世明 教授



河北省第三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理事会常务理事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肺康复专业委员会理事会常务理事

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呼吸病学专家委员会委员

河北省呼吸与健康学会副会长

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河北省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主任委员

河北省中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中医师、教授

武蕾 教授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

广东省医学会脑血管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药学会中医肝病用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卒中学会常务理事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心同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帕金森暨运动障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病学教授、主任医师

神经内科学科主任、学术带头人、首席专家 洪铭范 教授



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肿瘤病学专家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肿瘤化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烟台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烟台市中医医院副院长、肿瘤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教授

山东中医药大学滨州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侯爱画 教授



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卒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中医院脑病科主任中医师、教授

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学术继承人

从事中医临床及科研工作22年，善于中医治疗危重疑难脑病

2020年3月作为国家援助湖北（武汉）第二支中医医疗队队员

郭建文 教授



广东省第二批中医优秀人才

广东省中医院“青年拔尖人才”

广东省中医院名中医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热病分会副会长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热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分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中医师

国家援助湖北第二支中医医疗队队员

广东省中医院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

黄东晖 教授



河北省名中医

中华中医药学会急诊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分会委员

河北省中医药学会中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河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专家

河北省中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急诊科学术带头人，

主任中医师、中医学教授

国家卫健委重症救治专家组中医专家

河北省新冠肺炎中医防控专家组常务副组长

梅建强 教授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主任、主任医师

从事呼吸疾病医疗教学科研工作30余年，有极为丰富的

呼吸病及急危重症抢救诊治经验，博士师从著名呼吸系

统疾病专家钟南山院士

国家援助湖北第二支中医医疗队队员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队长

程远雄 教授



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中医中药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医学教育协会重症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2020.1-2020.3担任国家援鄂抗疫中医医疗队(广东)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队队长

温敏勇 教授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慢病专业管理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介入微创呼吸分会委员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分会常务委员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从事中西医结合呼吸内科学医、教、研工作十余年，是广东

省名中医师承学术继承人和第六批国家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

2020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援鄂国家中医医疗队临

时党支部书记

詹少锋 教授



广东省名中医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中医师

从2020年1月开始至今，一直担任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新冠

肺炎中医隔离病区主任，收治新冠病毒感染患者近千例

抗击新冠病毒肺炎著名“肺炎1号方”研发者

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病工作，对病毒性肝炎、登革

热、艾滋病、新冠病毒肺炎等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谭行华 教授



岑春华  李敬东  耿直
                      



德国中医学会会长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常务理事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国际贸易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世界中医联盟副主席

国际精准针灸学会欧洲共同会长

岑春华教授



德国中医学会副会长

德国中医学院院长

德国杜塞中医中心主任

李敬东 教授



德国中医学会副会长

国际精准针灸学会欧洲共同会长

耿直 教授



            匈牙利：于福年  夏林军  邵百军 赵绍锋

            波   兰： 袁景珊  张凤君
                      



中东欧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席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博士学位获得者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首批名师带高徒导师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监事会副主席

于福年 教授



中东欧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匈牙利中医药学会副会长

海外华⼈中医论坛副主席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布达佩斯中医传承基地副主委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席团执行委员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手法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头针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匈牙利赛梅尔维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

荷兰神州中医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夏林军 教授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团执委

中东欧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兼学术部长

匈牙利针灸推拿学会会长

匈牙利首都塞梅尔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长春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

邵百军 教授



多次受少林寺方丈委派，往世界各国少林文化中心弘

扬少林文化和中医文化

 2014~2015年连续两年受邀在联合国做健康养生讲座

 2018年至今，受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大和尚委派至匈

牙利开办少林文化中心

赵绍锋 教授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理事

中东欧中医药联合会理事

世界传统医药论坛理事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古典方剂临床研究理事

1995年 — 1997年 波兰华沙血液病研究所访问学者

Lushan 中国医学诊所主任医师、教授

2020年波兰新冠疫情期间，在疫区深入一线，用运动医学方

法对新冠病毒进行了实践体验和深入研究，证明针灸防治新

冠快捷有效，而且对新冠后遗症的治疗非常有效。

袁景珊 教授



注册成立了波中传统武术与气功协会

注册成立了波中传统理疗针灸康复协会

在气功针灸手法运用方面，获得了很多方面的突破。

很多疑难杂证经过气功针刺法的调理都获得了惊人的

疗效，尤其在肿瘤，糖尿病方面

气功针灸手法运用在冠状病毒感染者身上也有非常好

的效果。 张凤君 教授



王仲彬
                      



比利时王国仁济医药中心主任

世界浮刺针灸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世界华佗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抗疫期间，积极学习国内外经验，并灵活运用于

比利时的部分新冠病人，取得一定成绩；

创新出可以救人的抗疫新模式 — 微信/网络方舱；

先后撰写出中医抗疫论文五篇，且多次应邀作抗

疫讲座，传播中医抗疫理念。

王仲彬  教授



程玉庭



 
                      

加拿大
世界华佗医学研究会会长

温哥华天池中医药堂主任中医师

林耕经典中医养生世界公益大会荣誉主席

自2019新冠病毒开始至今一直坚持抗疫第一线，并

代表世界华佗医学研究会呼吁全球和全加拿大中医

人抗疫施药。 

先后攥写《浅析非典与新型冠状病毒》、《古人为

什么佩戴香囊》、《燃艾驱瘟避邪话古今》、《新

冠与流感的冬季如何养生》等文章  

程玉庭教授



杨伟雄 梁裕标 邢益腾 林迪卫 黄永裕



马来西亚中医总会总会长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外治法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常务理事

世界脊诊整脊医学联盟副主席

马来西亚脊诊正脊医学公会会长

马来西亚卫生部传统医药委员

杨伟雄 教授



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副总会长

世界脊诊整脊医学联盟(马来西亚)副秘书长

仁济医药针灸保健中心董事主席

梁裕标 教授



马来西亚中医总会理事

朱明清头皮针生命医学研究会总务

雪隆华人药业公会总务

万裕贸易药行驻诊医师

黄永裕  教授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中医适应技术评价与推广专业委员会执行理事

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副总财政

马来西亚行业总会理事会成员

马来西亚英迪国际大学中医系主任

邢益腾 教授



中华施诊所/中华中医院总务

马来西亚中医总会永久会员

马来西亚卫生部传统医药学术委员会委员

联安中医药行中医顾问

林迪卫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