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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生日和 《中医药法》 实施之日，

获得国家名中医这个称号，对我来说是鼓

励，更是鞭策。”谈起获得国家名中医的荣

誉，王玉显得特别兴奋。她说，现在我们中

医人腰杆硬了、信心足了。

如今，在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

医院，王玉对于中医药治疗肺结核特别是耐

药性肺结核的研究，仍旧孜孜不倦、尽管已

经 78 岁高龄，在这条中医抗“痨”漫漫长

途的跋涉中，已经走过 50 多个春秋，披荆

斩棘，业绩卓著，但她仍觉距离党和人民的

要求相差太远，仍然继续在临床一线工作

着。

自上世纪 60 年代到如今，她从事中医

临床和科研工作近 50 年，擅长运用中西医

结合方法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咽炎、气管

炎、支气管哮喘、肺心病等常见病多发病，

疗效显著，而且对解决危重病、疑难病有较

高的水平。由于王玉采用中医药治疗肺结核

起步早，经验丰富，2008 年被聘为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传染病防治中医肺结核责任组专

家、顾问。为中医药防治肺结核开辟了新思

路，提供了新方法。为全国呼吸系统疾病的

医治、传染病防治理论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推

动作用。

那一幕深深烙印在王玉的内心

王玉的家乡在吉林省梨树县梨树乡的霍

家店村，父亲王宝贵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中

医。幼年的她，就帮着抓药、背诵“四百

味”“汤头歌”。高中毕业了，父亲让她报

考长春中医学院。她天资聪慧，特别勤奋，

博闻强记，基本功扎实，深得名医的言传身

教。这所院校就是长春中医药大学的前身，

这里名家辈出，任继学、胡永盛、杨宗孟、

刘柏龄、刘冠军、陈玉峰等，她都曾经蒙受

这些名家指点，受益匪浅。

文革期间，她和一批同学来到大安。不

久，她又被分到大安县烧锅镇中心卫生院。

当时正值“六·二六”下乡医生到大安一起

工作，天天出门诊、疗区查房，有时到病人

家里往诊，对于急重病、疑难病等均参与处

理，实践锻炼，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那时她

跟“六·二六”的医生学习到许多西医诊疗

知识。她还经常给县卫校学生及“赤脚医

生”讲课，并带大专院校毕业实习生。

当时农村肺心病、哮喘、肺结核患者

多，并且传染性很强。一次，一个孩子得了

肺病，在病危的时候，来到卫生院，那孩子

父亲回家借来钱，刚下车却让小偷给偷走，

孩子临终，妈妈边哭边把自己的旧袜子脱下

给孩子穿上，王玉站在家属后边也跟着哭。

这一幕深深烙印在王玉的内心。此后，她总

是设身处地为那些困难的患者着想，回到长

春后，对大安来的乡亲还是那样热情，帮他

们看病，甚至留他们在自己家吃住，老乡们

都说她有一颗菩萨心肠……

在大安 17 年，她没有忘本，她的疗效

好、技术水平高，待病人如亲人，深受患者

欢迎，在当地小有名气，多次被评为先进工

作者。

耐药、耐多药是治疗肺结核的大敌

她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熟读 《内经》、

《伤寒论》、 《金匮要略》 等经典著作，且在

临诊中非常重视辨证论治，认为辨证论治是

中医学的精髓，在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中，

多以经方为主，根据患者的病情加减治疗，

在临床中既继承了古代医家的优秀思想，又

融入了自己的观点，“师于古而不拘泥于

古。”

1982 年因工作需要，王玉调入吉林省中

医中药研究所，做内科医生，任呼吸病科主

任，一直在一线从事临床和科研工作，对呼

吸系统疾病有较深的造诣，任呼吸科主任期

间，带领一班人，多次成功抢救肺心病、肺

性脑病、呼吸衰竭等垂危病人，热心指导下

级医生和实习生，形成独立体系。1993 年成

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势学科。由于技术水

平高超，治疗方法独特，而且对学习孜孜以

求，一丝不苟，对工作踏实肯干，深受患者

的好评，省内外患者络绎不绝。

1982 年研制喘嗽宁治疗哮喘，提高了疗

效，获省医药卫生三等奖，现仍广泛用于临

床。为了达到速效目的，1990 年研制成的银

黄平喘气雾剂，起效快、效果好，成果鉴定

被评为“中药复方制成气雾剂填补国内外空

白，尚属国内首创，达到国际水平”。 1995

年获国家中医药局科技进步二等奖；率先研

制出治疗肺心病的新药“丹葶肺心颗粒”由

长春万通药业生产，2004 年获市科技局科技

进步一等奖；此后该药被省科技厅评为科技

进步二等奖。

王玉注意总结肺结核、肺心病、哮病等

呼吸系统的疾病治疗经验。她专门研究那些

疑难之症。当化疗药物治疗肺结核处于副作

用及耐药难以克服的情况下，王玉发挥中医

的特色和优势，应用其辨证中药复方和制剂

室全蛇注射液治疗肺结核疗效显著，经常参

与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和四平结核病医院会

诊，密切合作，为中医药防治肺结核开辟了

新思路，提供了新方法，获专利两项。

不舍昼夜，多项研究出硕果

中医认为，“肺痨”系痨虫入侵、气血

虚弱所致，是引起本病的主要原因。凡直接

接触，感受病者之气，致痨虫侵入人体者，

均可发病。而禀赋薄弱、起居不慎、忧思恼

怒、酒色劳倦，都可以耗伤气血津液，正气

先伤，体虚不复，则痨虫乘虚袭人，亦可感

染此病。

本病初起，虽病变部位主要在肺，但在

病变过程中，可累及脾肾，甚则传遍五脏，

特别以脾肾二脏见证更为多见。如痨虫蚀

肺，肺阴不足，热伤肺络；肺虚不能输布津

液，肾失资生之源，则病及于肾；肺虚耗夺

脾气以自养测病及于脾。

王玉率领课题组不舍昼夜，多项中药治

疗肺结核研究获得累累硕果。

结核病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呼吸

道传染病，被列入我国法定重大传染病。我

国肺结核报告发病人数始终位居全国甲乙类

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前列。根据 2010 年全

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估算我

国平均每 10 万人口中约有 400 名活动性肺

结核患者，其中有四分之一具有传染性。我

国也是全球 27 个耐多药高负担国家之一。

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结核病防治工作，特

别是从 2001 年开始，全面推行了现代结核

病控制策略，各级政府积极履行承诺，不断

加大投入力度，全国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

阶段性成果。

肺结核病曾经是高悬于人类头顶的利

剑，是人类长期无法逃避的巨大威胁。在

19 世纪，结核病被称为“人类死亡之首”，

当时每七例死亡中就有一例是结核病。各国

科学家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22 年制成

了预防结核病的疫苗，即著名的“卡介苗”，

这种结核病预防疫苗一直广泛应用到现在。

链霉素，异烟肼和利福平等相继被发明。结

核病逐渐退出了流行病行列，科学终于战胜

了病魔。

但伴随肺结核类疾病得到相应的控制，

在西医治疗过程中，出现疗程长，病人出现

单耐药、多耐药、耐多药和广泛耐药的问

题，毒副作用大，随着病情的加重治疗愈发

困难，耐药结核病的治疗费用高，医疗负担

十分沉重。同时患者流动求医，增大耐药菌

传播机会，导致耐药结核病波及人群更加广

泛，耐药结核病长久得不到治愈，直接影响

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面对我

国耐多药结核病疫情的严重程度，全方位开

展耐药、耐多药结核病防治已迫在眉睫。

由于王玉用中医药治疗肺结核起步早，

经验丰富，2008 年她被聘为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传染病防治中医肺结核责任组专家顾问。

首次在全国组建产、学、研队伍。由吉林省

中医药科学院牵头，联合深圳、西安、浙

江、长沙、成都等全国十五家单位，首次在

科技部立项。

这些中医药科技成果，获得良好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她的指导下，课题顺利

结题，并取得了满意的成果。由于她在呼吸

病专业领域贡献突出，其学识技术水平在全

国处于领先地位，得到同行公认。被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聘为审评专家，担任中华

内科学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

问 。

老骥伏枥仍然去啃那最难啃的骨头

1999 年王玉教授退休了，被吉林省中医

药科学院回聘，一直奔忙于临床、科研、教

学一线工作。不分节假日，不分单位和家

里。那种刻苦专研、孜孜以求的精神，为学

生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王玉身体力行，严

于律己，不懈的追求进步和钻研学习。

她总是主动承担最前沿的科研，去啃那

最难啃的骨头。近八年来，继续带领两名博

士和四名硕士研究生在院专项办，指导和协

调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与全国 16 家合

作单位对中医药防治肺结核进行联合攻关。

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十一五”、“十

二五”肺结核课题研究艰难攻关期间，在王

玉教授的指导下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优秀人

才，建立产、学、研、用体系，培养老、

中、青相结合的人才队伍，使中医药防治肺

结核的临床和科研人才队伍不断壮大。1997

年起被确立为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

师，至今已培养出一大批优秀青年骨干，其

先后带教四批学生已成为医院各自岗位的青

年骨干，其中王晓岩博士任专项办主任及消

化内科主任，王胜圣现任国家药品临床试验

机构主任，回春博士为病案室主任，徒弟们

茁壮成长成为医院的中坚力量离不开老师的

谆谆教导和辛勤培养。

“王玉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于 2012 年 7 月获批成立，工作室由 12 人组

成，其中主任医师 5 人，副主任医师 3 人，

博士 3 人，硕士 9 人，学士 1 人。并与全国

16 家合作单位建立网络交流平台，互相沟

通、进行学术交流。

王玉经常为省内外卫生科技人员讲课，

帮助药企和科研人员修改技术资料，撰写或

完善科研设计等，为药企研发新药把关定

向，使他们少走弯路，避免了不必要的损

失，由于她在呼吸病专业领域贡献突出，其

学识技术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得到同

行公认，曾应邀到山西、长沙、上海和成都

讲课，曾与日本、韩国、香港等同道学术交

流，为我国呼吸病的防治起到了推动作用。

1995 年，王玉被评为吉林省名中医，并

被聘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2003

年获得老有所为奖章，2014 年获中华中医药

学会肺系病分会“突出贡献奖”，出版了

《中医肺病论治学》 等著作，2016 年出版了

《王玉名中医经验集》、 《结核病中西医治疗

学》。

由于王玉在中医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取

得丰硕成果，尤其是对中医药防治肺结核做

出了突出贡献，被聘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传

染病防治肺结核中医组责任组专家，继续主

持“名中医工作室”，培养起一批批青年骨

干，现正带领课题组进行攻关，她为我国中

医药防治肺结核开辟了新思路，提供了新方

法。为全国呼吸系统疾病的医治、传染病防

治理论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如今，在中医药防治肺结核这抗“痨”

漫漫征途上，王玉还在一步一个脚印，继续

用她坚实的脚步丈量着，前方已经是闪光的

坦途……

用信念和心血丈量中医抗“痨”漫漫长途
———记首届全国名中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传染病防治中医肺结核责任组专家、顾问王玉

张桐语 许守年

王玉，女，1939 年 3 月生，吉林省梨树县人。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

院终身成就教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专家、

中华内科学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问，世中联呼吸病分会顾问、长春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病科 （国家局肺病重点学科） 学术带头人、吉林省英才奖

章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吉林省老有所为奖章获得者。

人物小传

王玉带弟子查房

科研成果

王玉率领的课题组，多项中药治疗肺结

核研究获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经费 3500 万

元，分别于“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在

国内联合 16 家单位，先后完成初治肺结核

证候研究，初治、复治肺结核中西医结合治

疗方案研究。双百口服液、治疗耐药性肺结

核的研究、“哮喘急发期中医综合治疗方案

研究”、“肺结核证候规律及中西医结合治

疗方案研究”，银黄平喘气雾剂即中药复方

制成气雾剂为国内首创；成绩斐然。成为吉

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建院以来获得经费最多、

级别最高也最重要的科研项目。

薪火相传 《结核病中西医治疗学》

近日，王玉主编的 《结核病中西医治疗

学》 问世。 《结核病中西医治疗学》 一书，

分为总论和各论。总论全面阐述了中医对结

核病的认识、中医药在结核病防治中的地位

与作用，以及结核病中医辨证要点和治疗法

则。

各论系统讲解肺结核、结核性胸膜炎、

结核性脑膜炎、淋巴结核等中医分证论治、

其它疗法以及名老中医经验等。

肺结核对人类生存产生巨大威胁。伴随

西医治疗过程中，导致耐药结核病波及，直

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面对我

国耐多药结核病疫情的严重程度，全方位开

展耐药、耐多药结核病防治已迫在眉睫。在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十一五”、“十二五”

肺结核课题研究艰难攻关期间，以王玉为指

导专家的课题组，在全国联合 16 家单位，

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专业队伍，系统整

理了相关肺结核的古今文献，进行了广泛的

社会调查、专家论证，整合资源，产、学、

研、用相结合。先后采用王玉治疗方案完成

初治肺结核证候研究，初治、复治肺结核中

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研究。

这部著作，无疑将在中医药治疗结核病

领域中，对临床治疗、科研转化、薪火相传

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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