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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诚对待每一位患者，术精岐黄，妙

手回春。他执著于中医各家学说研究,精研经

典，遵古法而尚创新。他一颗仁心，一念执

著，别无他求，惟愿做良医。

他就是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博士生

导师、教授，北大医疗特聘专家刘桂荣。

术精岐黄 妙手回春

周六上午，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国医堂,刘

桂荣的诊桌前患者络绎不绝。

“刘大夫，吃了您开的方子，我的胆囊

息肉真的缩小了。B超能看出来,原来10*7毫

米的息肉，现在缩小到了8*6 毫米。这次专

门来找您再拿几服药吃吃。”一位患者还没

坐定就迫切地开始了倾诉。

刘桂荣微笑着示意他坐下，不疾不徐，像

对待老友一样，慢声细语地开始询问病情，然

后把脉、辨症、开方……直到患者满意而归。

刘 桂 荣 经 过2 5 年历 练 的 良 术 ， 令人 称

绝，经他手治愈的疑难杂症不胜枚举。

诸城一位抑郁症患者，多方治疗了半年

多，却不见效果。刘桂荣见到患者时：“病

人怕光、焦躁不安，像鸵鸟一样埋着头，不

敢见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刘桂

荣给患者投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等中药。患

者 服 药2 周 后 就 明 显 好 转 。 半 年 后 再 复 诊

时，患者已奇迹般恢复如常人。

济南一位脑出血患者，大面积脑梗，病

情危急。在西医救治的基础上，刘桂荣让患

者连服5天麝香牛黄，开窍醒神；其后又为

患者辨证开方，患者服用1个月后，即可下

床行走，3个月后，患者可以下楼每天接送

孙女上下学，效果奇佳。

淄博一位晚期肿瘤患者，进行了放化疗、

手术后，体质极为虚弱。刘桂荣开方为其调理

身体，3个月后，患者食欲、体力、面色逐渐恢

复；刘桂 荣再施以膏方调理，患者进一步好

转。“前段时间患者来复诊，整体状况很好，面

色润泽，看着像换了一个人。”

“中医是以整体观为指导思想，先见人

尔后推病，中医看的是人，讲究辨证。阴阳

气血、寒热虚实，都要辨个清楚。”刘桂荣

告诉记者,中医学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从总体上

对天、地、人的联系的把握，在认识和治疗

疾病时，强调“天人相应”“五脏相通,脏腑

相关”，注意从各器官的联系上、以发展的

观点进行辨证论治，重点在于调整人体的阴

阳气血，使之平秘协调，提高机体自身的抗

病能力和恢复健康的能力。

一念执著 惟做良医

刘桂荣的良医之路源于年少立志。

1982年，刘桂荣考入山东中医药大学。

彼时，山东中医药大学名师济济，拥有一大批

德医双馨的国医大家。浸润在袅袅药香、经典

医书、名师指点里，刘桂荣初窥中医门径。

本科毕业后，刘桂荣拜入建校“八老”

之一、全国名老中医张志远教授门下，攻读

硕士，精研医术。其后，又继续研读博士，

师从建校“八老”之一、全国名老中医、我

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周次清教授，进行中医

心系疾病的防治研究。

张志远和周次清两位国医大家的言传身

教，对刘桂荣的从医道路影响深远。

“张志远老师雅负绝学，被誉为中医界

‘活辞典’其学识之渊博,少有人能出其右。

他学无止境，现在已近期颐之年的老先生还

在不断的读、写、做学问，可以说是惜时如

命。老先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成

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周次清老师也是如此，

周次清老师到晚年时，中医经典依然张口就

来,倒背如流。”

两位国医大家的治学之精令人敬佩，而

其为病家服务的精神更令刘桂荣感怀。“张

志远老师今年已经97岁了，如此高龄，他依

然坚持每周4个半天在山东中医药大学中鲁

医院坐诊，悬壶济世，视治病救人为天职，

兢兢业业为病人服务。”

刘桂荣说，从张志远、周次清两位老师

身上，他深刻领悟到，不矜名，不计利，学

无止境，济世救人，方可称良医。

刘桂荣在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国医堂每周

六 定期坐 诊 已近1 年 ，其精湛医 术口口相

传，在淄博患者中声誉日隆。来请刘桂荣诊

病的人，疑难杂病居多。因为患者多、诊病

细，他每次出诊为了不耽误看病的时间，在

看诊期间很少喝水，尽量不去厕所，一坐就

是四五个小时。有些远道而来的病人，来时

已是临近中午，他也总是微笑着来者不拒，宁

肯牺牲休息时间加班，也要为患者悉心诊治。

他说：“医乃仁术，治病救人是医者的天职。”

2016 年12月4日，以刘桂荣为负责人的

“张志远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在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成立，名医传承，由此

落户淄博。

一颗仁心，一念执著，刘桂荣惟愿做良

医。

以勤为径 著述立言

医者生涯中，刘桂荣手不释卷，以勤为

径，著述立言。在学术上，他主要从事中医

各家学说教学与研究、中医临床文献研究，

成果卓著。

近年来，刘桂荣主持完成课题19项，主

持完成国家自然 基金“脾运化功能调节

PPAR、LXR 对脂代谢关键调控机制的影

响” 、省自然 基金“理脾调脂法影响

SREBPs、LXRs调控脂质代谢的研究”等课

题3项，国家973项目学术骨干1项，国家973

项目子课题研究责任人1项。科研课题分获

省科技进步二、三等奖2项，获厅级二等奖1

项，三等奖2项。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

版著作20余部，主编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十三五规划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副

主编国家规划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四部，

主编、参编其他写各类教材13部。已获国家

发明专利证书5项。获得受理专利3项。现主

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中药干预

糖调节受损临床疗效评价研究”，省自然基

金项目“基于脂组学的脾运化失调对高脂血

症影响的研究”，负责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名老中医张志远工作室。

刘桂荣现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建设中医各家学说学科后备带头人。2014年

被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中医史学学科

带头人，山东省五级中医药师承教育项目第

四批指导老师。

立德，一念执著，惟做良医；立功，治

病救人，妙手回春；立言，以勤为径，著述

等身。

立德、立功、立言，刘桂荣一艺而三善

咸备，是为良医。

名医预约热线：234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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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桂荣：一念执著 惟做良医
□淄博日报记者 胡丽萍 通讯员 朱凤霞

7月初，组织“百场红色电影暨中

医健康教育进社区”活动。

7月5日，党委组织中心组专题学

习研讨，研讨主题为“落实党建工作新

要求，努力完成年度经营目标任务”。

7月9日，组织“淄博市胆病微创治

疗研讨会”。

7月11日—20日，组织为期十天的

青岛大学医学部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

动。

7月13日，举办齐鲁医药学院教学

医院师资培训班。

7月22日，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开启

“互联网+医保”新模式，患者凭医保

卡就可以完成门诊预约、挂号、缴费等

一系列流程。

7月26日，召开2017年度年中工作

会议。

7月29日、30日，北大医疗“专科经

理”培训在北大医疗淄博医院举行。

科室动态

七月医院要闻回顾

为进一步加强医院临床教学基地

建设，全面提高临床医生 的教 学水

平，确保人才培养质量，7月13日，

齐鲁医药学院教学医院师资培训班在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开班。

齐鲁医药学院临床医学院院长栾

建国教授、教务处副处长周道清、内

科学教研室副教授潘妍妍、教务处实

践教学科杨路博士一行四人，与北大

医疗淄博医院副院长李其海，以及四

十余名带教教师一同参加开班仪式。

李其海副院长致辞，向齐鲁医药

学院领导和专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并

详细介绍了医院概况、发展历程、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先进技术、特色

专科等情况，以及医院审时度势与齐

鲁医药学院联手开展一系列合作的意

向。

栾建国 教 授 以《临床见习带

教》、《诊断学》为题，为大家上了

一堂生动的临床见习带教示范课。内

科学教研室副教授潘妍妍以《课堂理

论授课之我见》为题，为大家做了的

专题讲座。周道清副处长以《完善教

学基本条件，健全教学组织与制度，

保障临床教学工作》为题，现场演绎

了一堂理论示范课。三位主讲人授课

针对性强，内容新颖，为与会人员带

来了许多先进的临床教学理念及教学

方法，对进一步规范临床教学行为，

提高临床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赵志楠)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

举办齐鲁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师资培训班
胆病中心

成功开展首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7月15日，胆病中心专家们在北医三院、北大医

疗特聘专家凌晓峰教授指导下，联合完成首例胰十

二指肠切除术+空肠造瘘小肠营养管置入术 。据

悉，该手术为肝胆胰腺外科难度系数较大的手术之

一，此术式的成功开展标志着该院胆病中心向高难

度系数手术迈进一大步。

半个月前，东营的崔大姨突然腹痛难耐，全身

皮肤蜡黄。在当地医院检查后医生给出“最好去大

医院确诊” 的建议， 于 是崔大姨慕名从东营赶到

北 大 医 疗 淄 博 医院进行诊 治 。该院 胆 病 中 心主任

孙庆涛为其完善了检查，诊断为胆总管下段(胰头

段)肿瘤，立即组织专家会诊、讨论，并与凌晓峰

教 授电话会诊 ，结合 患 者 的实际情况， 经 过严谨

的讨论与分析，决定实施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空肠

造瘘小肠营养管置入术 。该手术耗时长、 难度系

数大 ， 是普外科难度最大 的 手术之一 。考虑患 者

的 病 情 迫 在眉睫，刻不容缓！在征得患 者 家属同

意 后 ，立即给予完善的 术 前准备。 手 术 如期而

至，凌晓峰教 授当日亲自上台。 手 术期间病人 生

命体征变化极大，对手术团队要求极高，凌晓峰教

授带领胆病中心专家密切配合，手术历时8小时顺利

完成。术后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患者

状态良好，康复出院。 (王龙华)

神经内科

成功救治疑难头痛患者

近日，神经内科成功救治一名疑难头痛患者，

为其解除了病痛的折磨。

韩女士被无休止的 头痛严重影响了工作与生

活，她辗转求医于上海、天津、苏州等地，但疗效

甚微。经多方打听，韩女士慕名找到北大医疗特聘

专家贾伟华求诊。贾主任初步诊断其头痛根源在于

静脉系统，需进行全脑血管造影手术进一步确诊。

但考虑韩女士曾患有“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贾

教授建议韩女士进行了血凝的相关检查，根据血凝

结果与科室专家综合讨论手术风险，做好手术取栓

的各项预案。

经过完善的术前准备，贾教授带领神经内科专

家为韩女士实施数字化减影血管造影术 ， 手术顺

利。诊断结果为上矢状窦静脉血栓，揭开了困扰韩

女士一月有余的头痛面纱。之后随着治疗进程，韩

女士的头痛逐渐痊愈。 (逄锦霞)

检验科

引进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

近日，检验科新引进Autolum(A2000)全自动化

学发光测定仪。

Autolum(A2000)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是一款

全自动微粒子化学发光分析仪，主要用于感染九项

的测定，与依靠手工法操作的感染九项测定相比，

新仪器操作简便、快速，可大批量检测，极大地提

高了工作效率，同时该仪器具有自动化程度高、测

定结果准确可靠、精密度好等优点。 (李霞)

体检中心

组织全自动细胞DNA定量分析系统培训

近日，体检中心组织全自动细胞DNA定量分析

系统培训，特邀武汉呵尔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

程师授课。主讲人以《全自动细胞DNA定量分析检

测在女性宫颈疾病筛查中的优势》为题，从主要用

途、诊断原理、产品优势、技术原理等方面进行了

细致的讲解。讲座内容丰富，讲授深入浅出，主讲

人将枯燥的知识用多个故事形式进行分析，授课效

果良好。DNA全自动细胞肿瘤筛查分析系统，通过

对细胞进行DNA含量的分析检测，可更早地发现子

宫颈癌及癌前 病变，并在 一 定程度上反映病变程

度，为宫颈癌高危人群提供更早期预警，从而达到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良好效果。 (赵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