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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文 件 
 

赣卫中医字〔2019〕4号 
                                                                                    

 

 

关于公布 2018 年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 
医师资格考核试点结果的通知 

 

南昌市、景德镇市卫生健康委： 

根据《中医药法》和《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

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 15 号）规定，

为进一步解决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者经多年实践的人员医师

资格问题，我委组织制定了《江西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

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实施细则》,并于 2018 年 12 月 22 日、23

日在南昌市新建区和景德镇市先行组织开展了考核试点工作。

确定金海清等 55 人试点考核合格（名单附后），现予以公布。 

请南昌市、景德镇市卫生健康委对试点考核合格人员开展

相关法律法规、院感、技术操作规范等知识培训。培训合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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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相关规定发放《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 

 

附件：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试点合格人员

名单 

 

 

 

省卫生健康委 

                              2019 年 3 月 14 日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1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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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昌市新建区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试点合格人员名单 
 

姓名 使用的中医药技术方法 治疗病症范围 身份证号码 

金海清 内服方药+外用骨伤类技术 骨折病，脱位病，伤筋病 3601221954****0631 

胡建民 内服方药 
湿疮病，风瘙痒病，皮炎，
白庀，粉刺 

3601221975****0953 

王宏庆 外用针刀埋线技术 漏肩风病 3601221977****3917 

邓子三 内服方药 咳嗽病，哮喘病 3601041972****1510 

涂传虎 内服方药 腰痛病 3601221983****0035 

肖  琴 内服方药 带下病 3624281980****4640 

徐菊生 内服方药 不孕病 3601221966****0916 

涂序根 外用热敏灸技术 漏肩风病 3601221963****4555 

李传奇  内服方药+外用骨伤类技术 骨折病，脱位病 3601221976****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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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春水 
内服方药+外用拔罐技术，穴位注
射技术，中药雾化吸入技术 

咳嗽病，哮病，咯血病 3601221978****065X 

万义泉 内服方药 咳嗽病 3601221966****1510 

魏大乐 内服方药 肺衰病 3601221949****127X 

周家科 内服方药+外用拔罐（留罐）技术 
外科其他病（毒蛇咬伤病，
毒虫咬伤病） 

3601221976****391X 

余斯青 

内服方药+外用毫针技术，拔罐技
术，刮痧技术，子午流注技术，穴
位贴敷技术，三棱针技术，梅花针
技术，经穴推拿技术 

风湿痹病，骨痹病，面瘫病 

3601221977****0310 

熊贵乐 内服方药 暑疖病 3601221955****0916 

华木荣 内服方药 肾衰病，石淋病，乳糜尿病 3625251967****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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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市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试点合格人员名单 
 
 

姓名 使用的中医药技术方法 治疗病症范围 身份证号码 

汪  伟 外用关节运动推拿技术 伤筋病，落枕病 3602811985****8014   

曹国有 内服方药+外用中药灌肠技术 肛肠病（痔病） 3602811979****7938   

袁文泽 外用中药冷敷技术 外科其他病（水火烫伤病） 3602811961****6011   

王有才 内服方药 痛经病 3602811954****4339    

艾潮文 
内服方药+外用针刺类技术，灸类
技术，推拿类技术 

胁痛病，头痛病，眩晕病，
中风病，郁病 

3602031970****1533   

方长根 内服方药+外用针刀技术 手足疔疮病 3602811968****5490   

夏宝菊 内服方药 胃脘痛病 3426251983****1422   

段修飞 
外用刮痧技术，拔罐技术，关节运
动推拿技术，经穴推拿技术 

伤筋病，落枕病，漏肩风病 3602811979****7116   

盛思文 外用刺络拔罐技术 蛇串疮病 3602221973****4212   

王以周 外用毫针技术 落枕病 3602811964****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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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娟 
外用骨折整复技术，夹板固定技
术，骨外固定支架技术，练功康复
技术 

骨折病 
3602031971****3047   

程金生 内服方药 中风病 3602811957****0017   

程高森 内服方药 疳病 3602111963****2515   

陈建民 外用针刀技术 伤筋病 3602221994****6415   

程太保 内服方药 痛经病 3602811964****4332 

何先明 内服方药 
鼻疔病，鼻窒病，鼻槁病，
鼻鼽病 

5102831978****6698   

马香兰 内服方药 
乳蛾病,急乳蛾病,急喉痹
病,慢喉痹病,梅核气病 

3602811966****3022   

宁仁榜 外用针刀技术 伤筋病 3602221989****6410   

石智辉 内服方药 狂病 3602031972****0517   

吴恭国 外用毫针技术 漏肩风病，落枕病 3623301963****0936   

汪根勇 内服方药 小儿泄泻病 3602811974****0012   

王明兰 内服方药+外用穴位贴敷技术 带下病 3602031983****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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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磊 外用小儿推拿技术，中药冷敷技术 疳病 3602811969****191x   

涂国辉 内服方药 风湿痹病 3602811965****3077   

徐水菊 
外用拔罐技术，刮痧技术，经穴推
拿技术 

落枕病，漏肩风病 3602811972****4046   

谢  松 外用毫针技术，经穴推拿技术 落枕病，漏肩风病 3602811982****2116   

俞志平 内服方药 疳病 3602121947***3410   

章  华 
外用骨折整复技术，石膏固定技
术，骨外固定支架技术 

骨折病 3602221984****5332  

张子军 
外用皮部经筋推拿技术，拔罐技
术，悬灸技术 

腰痛病 3602031973****2018   

赵建华 内服方药 
产后血晕病，产后腹痛病，
产后汗病，产后恶露不绝病，
产后大便难病 

3623301969****5499   

朱运晖 内服方药 
月经先后无定期病，痛经病，
闭经病 

3602031975****0020   

郑水兰 内服方药 月经过多病 3602111963****2528   

朱柳芳 内服方药 咳嗽病 360281970****4610   

李明义 内服方药 腰痛病，石淋病 3602221956****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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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洪 内服方药 腰痛病 3602811966****2111    

洪长水 内服方药 月经先后无定期病，闭经病 3602121958****3737   

林必顺 内服方药 胃脘痛病 3602021967****5514   

李龙焱 内服方药 风湿痹病 3602811963****305x   

吴  莉 外用毫针技术 面瘫病 3602811974****2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