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6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家庭与生活报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榜
样中国·我心目中的名医”大型公益评选
活动颁奖典礼在成都举行，凭借超高的
网络投票人气和专家评审的认可，眉山
市仁寿县的中医师周礼伯从数千名候选
医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我心目中的十
大名医（中医科）”奖项。

不仅限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周
礼伯对中医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凭借独
创的“圆通平衡”理论和优质的口碑，他
积累了一批信任他的老患者，不止在仁
寿，全国各地很多患者都慕名来找他。

为了能让更多人理解和使用“圆通
平衡”的方法，他在问诊之余还在努力编
写医书。今年，周礼伯和他的团队编写
的17本科医学口诀将陆续出版，这也将
让人们通过“医学四易口诀”更便捷地学
懂中医。

袁新华
医院：内江市中医医院
科室：康复科
职称：主治医师
简介：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从事临
床康复13年，先后师从四川省名中医姚
学英，内江市名中医唐毅，擅长治疗颈
肩腰腿痛等康复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尤擅治疗植物功能紊乱引起的失眠。
援莫桑比克第21批医疗队员，援莫期
间，在做好马普托中心医院的本职工作
之外，利用节假日，积极巡回义诊。

傅文斌
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科室：中医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从事中医外科临床诊治及研究工
作29年。四川省中医中医药学会理事、
肛肠专业学会会员，四川省中西结合大
肠肛门学会会员，中国便秘高峰论坛专
家委员，中国便秘联谊会常务理事。近
4年来，每年完成手术1400台次，无一例
医疗事故发生。

吕霞
医院：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科室：中医科
职称：副主任中医师
简介：长期从事运用中医多元疗法治疗老
年病内科病症，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
免疫性疾病，尤其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系
统性红斑狼疮、骨关节炎等治疗有独到见
解。发表论文十余篇，并主持两项省、市
级课题的完成。现为四川省第四批中医
药专家刁本恕学术经验继承人，世界中医
药联合会名医传承工作委员会委员。

邓先军
医院：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科室：中医科
职称：主治中医师
简介：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
药研究促进会小儿推拿外治分会常务理
事，擅长于内科、妇科、儿科、中医骨科等
常见病及疑难杂病。曾师承师爷国医大
师王静安老师学习中医儿科二年。师承
师父国家级、省、市名中刁本恕老师学习
内科、儿科临床十三年。四川省第四批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承人。

钟强
医院：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科室：神经内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主任医师、教授、神经内科专家；
四川省名中医，四川省中医管理局、四
川省中西医结合学术带头人，擅长以中
西医结合诊疗神经内科疾病，内科疑难
杂病，老年病，中医养生保健等。

仁寿中医获科室名医称号
主张“圆通整体多病同辨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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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力
医院：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
科室：整形美容
职称：院长
简介：主任医师，从业经历26年，我国第
一例、世界第二例异体颜面移植术（“换
脸术”）手术专家团队的5名核心成员之
一。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整形外科学专
业委员会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美容
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参加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3项、个人荣获军队科技
进步三等奖1项。

郁梅
医院：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
科室：整形美容
职称：技术院长
简介：从事皮肤美容抗衰工作28年，拥有
丰富的临床经验，善长各类美容抗衰项
目。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
激光亚专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整形
美容协会面部年轻化分会皮肤修复亚专
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整
形协会微创与皮肤整形美容分会微针专
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喻明江
医院：成都博润白癜风医院
科室：皮肤科
职称：主治医师
简介：长期从事以白癜风为主的皮肤病研
究以及临床治疗工作40余载，出身于四川
中医世家。毕业于成都市中医学院（现成
都中医药大学），曾在成都中医学院、泸医
附院等大型医院皮肤科进修学习及工
作。形成了一套采用中西医结合，应用
理、法、方、药治疗白癜风的独特方案。

吴振裘
医院：大华医学美容医院
科室：美容皮肤科
职称：院长
简介：成都大华医学美容医院院长、中国
整形美容协会副会长、四川省美容整形
协会文饰分会会长、皮肤激光专家，获得

“光子先生”美誉、“最具创新科技创新
奖”、“榜样中国整形美容技术明星奖”、

“风尚奖”、“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医学美
容专家”等众多殊荣获得者。擅长祛斑、
抗衰、线雕、五官精雕。

汪军
医院：首瑞毛发移植医院
科室：修复中心
职称：院长
简介：从事毛发移植二十余年，中国较早的自体
毛发移植拓荒者，曾赴韩美与顶级植发专家进行
学术交流，擅于运用Y-G-Z毛发治疗体系解决各
类发际线后移、秃顶、脱发等毛发缺失及毛发
稀疏问题，独家研发的不剃发植发技术更是满
足了更多植发求美者的需求。并带领团队攻
克头皮疤痕毛发移植修复难点，用实际行动展
示了“妙手”和“仁心”，传递着榜样的力量。

李毅
医院：好医生国医连锁诊所
科室：中医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医学博士，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中西医结合内科学教授，主任医
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百
名人才工程”骨干教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脾胃病学重点学科研究骨干。现为中
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
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委员、
世界中医药联合会消化专业委员会委员。

张继成
医院：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科室：针灸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主任医师，针灸科主任，四川省名
中医，四川省中医科十大名医，四川省卫
计委首届临床技能名师，学科带头人，世
中联慢病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主攻针
灸科常见病、多发病、慢病、奇难怪异杂
症，擅长诊治中风（急性中风和康复）、面
瘫、各种痛症、眩晕（包括头晕）、失眠、疲
劳综合征等病症。

殷拥军
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科室：心内科
职称：主治医师
简介：成都中医药大学重点学科带头人
后备人选。从事心内科临床工作近10
年，擅于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新理念、新技
术诊治冠心病、急慢性心衰等各类心血
管疾病。累计完成各类心血管介入手术
3000余例。主持编译心血管专著一部，
主持省级课题一项，校课题两项，作为主
研参与省部级科研4项。

周礼伯
医院：眉山市仁寿县城周礼伯诊所
科室：中医科
职称：主治中医师
简介：著有医学书17本，向国家献“非
典”治疗方3张；在“榜样中国·我心目中
的名医”评选中2次被评为“四川十大名
医（中医科）”。周礼伯根据中医学中的

“多因逻辑”用“多病同辨、圆通平衡、多
因齐治”的方法对付“多因”所致的“多系
统疾病”，纯用中药，以一张处方同时治
疗全身多种疾病和久病顽病。

嘉士健
医院：成都市新都区中医医院
科室：针灸康复科
职称：副主任中医师
简介：成都市新都区名中医，国医大师石学
敏的学术继承人，针灸学科带头人。从医三十
年，擅长运用中医适宜技术如中医微创针刀以
及针灸、推拿、整脊手法治疗颈、腰椎疾病、关
节炎、神经性疼痛等疼痛性疾病；运用中医中
药针灸穴位埋线中医康复等治疗卵巢早衰、腹
型肥胖以及中风后遗症、面瘫等功能性疾病。
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5项。

陈静宇

医院：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科室：皮肤美容科

职称：主任医师

199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临床

医学系。擅长治疗过敏性皮肤病、带状

疱疹、银屑病、尖锐湿疣等，发表相关专

业学术论文10篇。

兰长贵
医院：成医附二院·416医院
科室：皮肤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主任医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成都医学院硕士
研究生导师。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在国
家级、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30余篇论文，
并主编专著1部，参加4部专著撰写。在
西南地区率先开展了Mohs显微外科手术
治疗皮肤恶性肿瘤，并开展了胫前粘液性
水肿的研究和手术及药物治疗。

谭超
医院：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科室：皮肤科
职称：副主任医师
简介：兰州大学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
美容主诊医师。发表论文国家核心15
篇，参与科研课题2项。擅长治疗各类皮
肤病和性病、皮肤良恶性肿瘤切除及美容
修复、疤痕美容修复、甲外科、腋嗅微创治
疗、包皮包茎手术治疗、激光美容、注射美
容、线雕提升等面部年轻化等微整形。

吴祖兰

医院：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科室：皮肤科

职称：主任中医师

简介：主任中医师，皮肤科主任，四川省

皮肤与美容十大名医之一。从事皮肤科

临床，教学，科研工作20余年，具有扎实

的中西医理论基础和临床诊疗经验，尤

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疾病。

路永红
医院：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科室：皮肤科
职称：主任医师
简介：主任医师。遵义医学院皮肤病性
病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成都市医学
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专
委会儿童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
性病专委会委员等从事皮肤病与性病临
床工作25年，在皮肤病性病临床诊治方面
具有丰富的经验。主要研究方向：儿童皮
肤病及感染性皮肤病。

为什么现在病人“越治越多”？周礼伯
认为其实是患慢性病、多系统疾病的人越来
越多。如果医生给出的方案只针对一种疾
病，虽然短期内有效，纵然缓解了某种症状，
但其他疾病仍然存在，治好的病也有可能受
其他因素影响而复发。

“疾病都是多种因素引起的，这叫‘多
因’致病。”周礼伯说，对付“多因”致病要根
据中医学的“多因逻辑”，用中医的“多病同
辨、圆通平衡、多病同治、整体复健”的治疗
方法。圆通平衡就是要审察病机，审证求
机，无失机宜，谨守病机，调整生命过程之
中的失和，抓住“多因”、“变因”所致之疑难
病，审察病机而随机应变，“谨察病机，随证
治之”。

周礼伯介绍，曾有一个病人住院查出患
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间质炎、心肌缺
血、脑血管痉挛、反流性食道炎、慢性萎缩性

胃炎、前列腺炎、甲状腺功能减低等，“这是
涉及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生
殖系统、内分泌系统的多系统疾病。”周礼伯
说，对这种“多因多果”的多系统疾病患者就
适合用“多病同辨、圆通平衡、多因齐治、整
体复健”的方法，才能给予整体治疗。他认
为，40~45岁以上的人身体情况逐渐衰退，
大多数都有多系统疾病，“圆通平衡、整体治
疗”的方法适宜于调理治疗“未病”、“已病”、

“多病”，是中医体现中医整体观念获得卓越
疗效的一种新方法。

为了让更多中医人明白、会用这种方
法，周礼伯和他的团队编著了易学、易记、易
考、易用的“中医学四易书”，这些医书与同
类书籍有一些不同，书中不仅融入了“圆通
平衡”的中医理论和使用方法，口诀也是经
他们“揉碎再造”的，都是经过自己的理解、
实践，再编成更加通俗、易记的口诀。

周礼伯自学中医3个月后，治好了自己九
年的顽固泄泻，也因此更加坚信中医。在这
之前，他几乎每天都饱受“五更泄”的折磨，严
重影响了生活。他反复思考后发现，治病不
应该只关注拉肚子这一个症状，而要分析全
身情况，应该从六个方面治疗：五更泄泻是主
病、久病及肾当治肾、累及脾胃需调理、久泄
肠薄当厚肠止泻、久病肝郁情忧当舒肝、醒来
即泻当脱敏。据此综合分析，周礼伯选了19
味中药入处方，喝了一剂之后症状明显缓解，
12剂中药后，多年的泄泻痊愈了。这就是他
称之为“多病同辨、圆通平衡、多因齐治”的最
初端倪。

周礼伯认为“多因”引起多系统疾病，用

“圆通平衡、整体治疗”的方法，可用一张处方
去整体应对全身的多系统疾病，可以高效而
比较彻底地同时处理多个脏腑同时患着的
病。同时，“多系统疾病”需要依靠西医的现
代仪器诊断，也用中医理论去辨证审机处
方。因此，中医师是要具备一定的西医知识
的。如果不通晓西医，那就应该熟悉经络病
证（症）、中药功效、方剂功效，充分估计治中
与预后。

为什么中医对这类“多系统”复杂疾病具
有优势呢？周礼伯认为，这是因为中医学寓
有“多因逻辑”，“圆通平衡，整体治疗”的理论
基础是中医学的“多因”致病与中医学所包含
的“多因逻辑”。

源于“多因逻辑”
中医师创立圆通平衡理论

▽

有了几十年“多病同辨、圆通平衡、多因
齐治”的临床经验，周礼伯坚信中医的实力，
更希望更多中医师了解他的这个理论方法，
让中医能够高效治病。他在微信里建了一
个“圆通平衡整体治疗探讨群”，里面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近500名医师。

一年多来，群里积极参加“多系统”疾
病讨论的医生都觉得收获不小、提高很
大。有的人感慨地说：“要治疗多系统疾
病，没有圆通平衡的理念不行”；“以前害怕
收治多脏同病患者，现在用了圆通平衡整
体治疗的方法，多因齐治，不怕这类疑难病
了”；“中医不能自己粉粹了整体观念，以前
不知怎么用整体观念，经过周老师的医案、
解析并自己亲身使用后，现在清清晰晰地
知晓了什么是整体观念。用圆通平衡整体
治疗的方法，我的临床疗效一下显著地提
高了”；“古方千锤百炼，代代实践，严密高
效，周老师启发我们治疗多脏腑同病要用’
多病同辨、圆通平衡、多因齐治’的方法，不
非常熟悉古方、经方要用好这种方法很难

灵活施用，没有扎实的中医理论不行”；“从
医二十年，反复思考一些中医治法及疗效
等问题无解，闻周老师圆通思想茅塞顿开，
经过学习实践后，疗效远胜以往”；“圆通平
衡整体疗法对中医师的水平要求是需要有
扎实的中医功底的、很高造诣的，需要有辩
证整体思维的理论高度才不会迷失方向，
圆通平衡、整体疗法治疗的是一个整体不
断进行动态平衡的过程，不断地纠偏整合，
努力使机体处于阴平阳秘的状态”；“方剂辨
证是中医辨证的高端，圆通辨证更是以此为
基础，是中医整体观念的极好体现。用了

‘多病同辨、圆通整体’之法，感觉自己一下
就在临床上踏实了，胸中有数了。感谢周老
师的启发”；“从周礼伯老师行医三十多年以
来，如此坚持执着地纯用中药治病，他是中
医这片文化天地的坚守者、发扬者。向他致
敬！”等等。

从群友们的真实体会中，让周礼伯感到
欣慰的是，中医人对中医的热烈探求精神正
在一代代传承发展。

慢性多系统病
整体应对是中医所长

▽

建“圆通治疗”微信群
数代中医人探讨中医理论

▽

擅长：专门研究疑难病。临床
上纯用中药治病，在几十年的临床
实践中，探索了一套“圆通平衡，整
体治疗”理论，临床可用一张处方同
时治疗患者身上的多个疾病。周礼
伯团队编写的17本医学口诀清楚
而简捷的解决了学习医学知识的过
手问题，适合于教学需要、自学需
要、考试需要和临床需要。审证求
机，整体辨证，圆通平衡，常用一个
处方治疗多系统疑难病。

在中医诊疗心脑肾病、不育不
孕、骨髓炎、胃肠病、脉管炎、肺气
肿、视神经萎缩等方面有很深造诣。

【名医简介】

周礼伯
科室：
中医科

医院：
眉山市仁寿县周礼伯诊所

特色：
圆通平衡整体治疗多系统疑难病症

主办单位：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家庭与生活报

大型公益评选活动
四川省首届AI+医疗高峰论坛暨第六届“我心目中的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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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伯正在审核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