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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邓铁涛逝世享年104岁

广州中医药大学1月10日~15日设立追思厅悼念邓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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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清晨6时6分， 中国共产党党

员、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

究生导师、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全国首届国医大师、现代著名中医

学家、 原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研究

所所长邓铁涛同志，因病在广州逝世，

享年104岁。

为了缅怀邓老， 广州中医药大学

设立追思厅，供社会各界及广大校友、

师生前来吊唁， 追思时间为1月10日~

15日8:00~20:00，地点位于大学三元里

校区一附院办公楼一楼

（原大学针推

学院 ）

。 广州中医药大学昨日发布讣

告， 邓铁涛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

2019年1月16日上午10时30分在广州殡

仪馆白云厅举行。

抢救中不忘考儿子徒弟医学水平

2017年10月2日开始，邓老因“肺

部感染，冠心病、心力衰竭”在广州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住院

治疗，病情基本稳定。

2018年12月初， 邓老因“肺部感

染、冠心病、心力衰竭、心脏骤停”再次

接受抢救。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教授吴伟是邓老的学生， 他从七

八年前就开始负责邓老的保健工作。

吴伟告诉记者， 抢救时邓老意识还是

很清醒的， 也很努力咳痰等配合医生

抢救。 12月8日，邓老顺利脱离呼吸机，

并转去普通病房。 这一次抢救过后，邓

老就交代， 以后不需要激进的抢救治

疗。 可不久，邓老再次感染。

“在多次抢救过程中，老人家依旧

坚强，积极，豁达。 ”吴伟告诉记者，邓

老在接受抢救时， 甚至不忘考儿子邓

中光的号脉水平， 心血管科的抢救能

力，测试lCU、CCU的救治管理防感染

水平等。

家人学生陪伴 邓老平静离世

据邓老的学生、 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主任中医师陈瑞芳回

忆，邓老虽然患病，但他头脑很清晰，

反应也很快。 1月2日，陈瑞芳到病房探

望邓老。 邓老还笑着跟她说：“我又从

鬼门关走回来了。 ” 邓老住院的一年

里，大家都很心疼他。

陈瑞芳探望时， 邓老还说，“谢谢

你来看我。 ”“我说邓老祝您身体健康，

他很快地就回答我，祝我新年快乐！ ”

但这也是她最后一次跟恩师交谈了。

1月7日，邓老再度发热，肺部感染

诱发心力衰竭、心律失常

（室性心动过

速）

，转入心血管科CCU抢救治疗。 逝

世前一天晚上， 吴伟还跟邓老讲话，

“我说邓老，你今晚退烧了，希望给你

进行积极的治疗，度过感染关，就有希

望了。 ”当时邓老神志清楚，还点头。

“我把我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我

还怕什么呢？ ”在生命的后期，邓老这

样跟大家说。 昨日早晨6时6分，邓老去

世。 当时陪在他身边有10多个人，包括

他的几个学生， 还有家人，“老师离开

的时候，很平静，没有什么痛苦。 ”吴伟

说。

遗嘱公开 最大遗产为仁心仁术

邓老在长达80余年的医疗教学科

研生涯中，融古贯今，积累丰富临床诊

疗经验，继承与创新中医理论学说，提

出系列发展中医战略大计， 对我国发

展中医药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昨日上午， 邓老生前写下的遗嘱

开封。 邓老在遗嘱中写道：“我能留给

儿孙最大的遗产为仁心仁术， 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邓铁涛研究所之一

切所有，非我之财物，其所有照旧与附

一院及中光共管。 ”

记者了解到， 邓老并不希望把钱

留给子孙。 他把很多的获奖经费都用

于设立邓铁涛奖学金等， 资助更多的

中医学子。

邓老的追思会现场布置很简洁清

雅， 中间的墙上挂着一幅邓老的彩色

遗照。 据悉，这是邓老生前要求的，一

定要从简，不要复杂。

力挺中医：“为中医而生，为中医而亡”

邓老毕生力挺中医， 他有一句名

言： “为中医而生， 为中医而亡。”

作为中医泰斗， 邓老在中医界地

位尊崇， 他一生多次为振兴中医、 弘

扬祖国医学大声疾呼。 2000 年， 全国

中医传承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局， 他振

臂一呼， 带头示范， 号召全国名中医

来广东带徒弟， 传承中医薪火， 也就

有了如今桃李满天下的喜人成绩。

1998 年， 全国出现了“西医院校

合并中医院校” 的趋势， 对此， 邓老

忧心忡忡。 他第一时间提意见表示，

中医药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知识经济领

域， 千万不可等闲视之。 “目前， 现

代中医迎来了最好的发展形势。” 吴伟

说。

对付急危重症， 中医不输西医。

2003 年 SARS

（非典）

疫情发生时， 已

是 87 岁高龄的邓老站出来， 巧用中医

对付这种“未知而让人恐惧” 的疾病。

邓老认为， SARS 是温病的一种，

而中医治疗温病历史悠久， 用中医药

可以治好 SARS， “别人的方法是杀病

毒， 他提倡的方法是扶正祛邪， 中药

注重益气健脾渗湿， 结合疏风清热解

毒。”

邓老学生邹旭的妻子当时也感染

了 SARS。 按照这一方法， 6 天后， 邹

旭的妻子终于痊愈了。

邓老也叮嘱其他人， 要保持充足

睡眠， 多晒太阳， 每天锻炼身体， 多

出汗， 保存体力以预防非典。

非典期间， 邓老所在的广州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收治了 58 例病

人， 取得了“零转院、 零死亡、 零感

染” 的佳绩。

要求学生：“学我者必超我也”

对学生， 邓老的教育总是春风细

雨， 他要求学生首选学会传承， 再用

中医的思维去探索， 去发展创新中医。

多名邓老的学生告诉记者， 邓老常对

他们说的一句话是： “学我者必超我

也”。 老师的期望， 对他们来说， 是压

力也是动力。

原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副院长王清

海回忆， 1985 年， 邓老招收了两名研

究生， 他是其中之一。 刚入门， 邓老

就给他俩提要求， 要求他们学会并坚

持中医治疗疾病， 要打好中医基础，

要熟悉中国文学。 王清海遵照邓老的

要求去做， “后来我发现很受用， 懂

中国文学才领悟到中医的精髓。” 王清

海说。

谈及传承老师的中医思想， 王清

海说从跟随老师出诊抄方子开始。

“前后抄了将近 5 年的方子， 让我更加

清楚和了解邓老的临床用药思维。”

“这么多年， 邓老在传承中医和发

展中医方面， 不断地给我提要求。” 王

清海称， 老师字写得很好， 老人家连

题字都不忘给学生提要求。 对王清海

所取得的成就， 邓老是满意的。 邓老

得知学生要出书， 主动提出给王清海

题书名、 题词。 “收到我送的书， 老

师很高兴地说要收藏起来。”

“邓老完美地完成了传承弘扬中医

的任务， 走过了辉煌的一生。” 吴伟

说。 住院时， 邓老多次叮嘱学生， 要

用好传承好发扬好中医， 他说， 如果

这代人没有把中医传承好， 就变成历

史的罪人。

陈瑞芳回忆， 邓老 2011 年才收她

为徒， 当时邓老已经 95 岁了。 陈瑞芳

是邓老养生治胃病方面的一个学生，

作为关门弟子， 陈瑞芳说： “最大的

收获就是学会了如何成长为一个医生，

如何做人、 做医生、 树医德。 邓老的

康寿之道非常地强调养生， 而养生，

是先养心、 养德。”

图为邓老的儿子向前来献花的市民道谢。

昨日邓老追思会现场，不断有市民前来献

花悼念。 本栏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