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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容和善、待人谦和、不尚空谈、

淡泊名利是湖北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家

庚给大多数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博

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

之”“能者为师，不薄今人爱古人，转

益多师是汝师”“做学问的最高境界

是大道至简，由博返约”……这是李家

庚常常对学生的教诲。父亲李培生作

为国内著名中医学家，他的言传身教

影响着李家庚兄弟五人的成长之路。

李家是医学世家，传到李家庚教授的

子侄辈，已经七代行医；李家也是教

育世家，自李家庚祖父始至子侄辈四

代都是教师。李氏家族一方面恪守医

者仁心、大医精诚的德范准绳，另一

方面坚持教师不忘初心、默默耕耘的

理想信念。

仁心术
大医精诚终为器

在所有长辈之中，父亲对李家庚

的影响最大。李家庚的祖父李席之

是清代秀才，通晓诗文，曾在湖南、湖

北私塾授课 10 年。后因时局动荡，

加之家境贫寒，仕途险恶，郁郁不得

志，遂弃文从医，而成儒医。授业从

医之余，他对儿子李培生的教育也不

曾落下。李培生 6 岁进学 ，从父习

文，诵读“四书”“五经”，兼读医学启

蒙书，如《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

等。年岁稍长，即攻读《昭明文选》

《古文辞类纂》等文史书籍。因为家

学熏陶，李培生有志于医，父始授以

医学经典，旁及各科。15 岁便随父外

出应诊。父亲病逝后，李培生遂独自

悬壶于汉阳城乡，开始了行医治学的

漫长生涯。

李培生常言：古人学医，强调道德

修养，注重“精”“诚”二字。“精”即技

术精湛，“诚”乃医德高尚。要做到

“精”，一是要热爱中医，二是要树立

学好中医药知识的信心和恒心。作为

学者，要立志“普救含灵之苦”，这就

是“诚”。在李培生漫长的 70 余载从

医生涯和 30 余载的教学生涯中，修身

立德一直放在首位，也直接影响了他

的后人。

对李家庚影响较大的还有三兄李

家康。李家康年长李家庚4岁，年幼之

时，在家庭浓厚的中医氛围中，兄弟之

间勤学苦记，互相鼓励。作为家中的

第三子，李家康继承了父亲的志愿，投

身中医事业，并教书育人。他从医从

教 50 余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病

人热情周到，对学生关爱体贴，对技术

精益求精。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李家康始终

坚持“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医生的责

任重于泰山”。他还两次远赴阿尔及

利亚参加援外工作，为祖国医学传播

海外作出重要贡献。作为一名针灸医

师，李家康潜心研究针灸医疗技术，业

务上精益求精。除了继承和发展古典

针灸技法外，他摸索出“雪里梅花一点

红”“草上飞”“蜻蜓点水”等 20余种针

灸新手法，能够熟练使用 86 种针灸手

法，成为国内针灸界掌握针灸手法最

多的专家之一。

有 父 兄 的 榜 样 在 前 ，李 家 庚 也

深受熏陶和感染。在浓厚的家族医

学氛围下，李家庚初中时便初涉《汤

头歌诀》《医学心悟》等医学入门书

籍 ，并 利 用 假 期 随 父 出 诊 ，抄 写 药

方。20 世纪 90 年代初，李家庚学成

出师，成为全国首批名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李家庚崇尚经

典，重视经方，尤其对《伤寒论》研究

颇深，很有心得。他所开的处方中，

90％以上是仲景医方，临床实践疗

效明显。同时，他出版的著作《实用

中医心血管病学》《中医肿瘤防治大

全》《中医传染病学》等填补了国内

空白。2016 年其参与编写的《病证

结合中医证候学》获中华中医药学

会学术著作二等奖。

2013 年 ，李 家 庚 被 聘 为 省 人 民

政府参事，他积极履职，为湖北省中

医药事业发展建言献策，提出的“关

于打造湖北省中医药战略地位的建

议”调研课题受到各方面认同，对省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产生较为深远的

影响。

李家庚的侄子李必保作为李氏家

族从医第九代，为湖北中医药大学硕

士。他先后师从祖父李培生，叔父李

家庚，系统学习了经方验方治疗消化

系统、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杂病，

并进一步学习了《伤寒杂病论》《黄帝

内经》《伤寒来苏集》《本草备要》等经

典著作；跟随伯父李家康系统学习中

药及针灸治疗。正是在祖父和叔父的

谆谆教导下，李必保的中医理论及技

能有了较为扎实的功底。在这次新冠

疫情期间，李必保勇挑重担，不怕艰

辛，坚守于湖北省中医院发热门诊，受

到医院的嘉奖。作为临床医生，同时

也是学校临床带教老师，无论是本科

生、研究生还是实习生，他都不厌其烦

地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深受学

生喜爱。

生为本
潜心教学育桃李

李家庚的祖父、父亲、兄长、妻子、

女儿、侄子等都是教师，“教师”的基因

深深烙印在家族的血脉之中。

父亲李培生在湖北中医药大学任

教 30 余年，为中医《伤寒论》教学和临

床培养了大量进修生、函授生、本专科

生、研究生和“西学中”人才。李培生

常常对学生强调，学生应该超过老师，

中医事业才会兴旺发展，传统医学才

会后继有人。他常说：读书、临证、写

作三要素缺一不可。李培生先后撰成

《柯氏伤寒论翼笺正》《柯氏伤寒附翼

笺正》《柯氏伤寒论注疏正》3 部著作，

前后联袂、互为羽翼，在学术上有较高

的价值。1986 年，李培生被评为湖北

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北省教育系统劳

动模范，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1992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

李培生门人弟子众多，涌现出国

医大师梅国强、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

研究员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王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成肇仁等

一大批中医药顶尖人才。在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李培生的弟子们

也纷纷各展所长，为打赢疫情攻坚战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比如身处疫情中

心武汉的国医大师梅国强，亲拟“肺炎

1 号方”“强力肺炎 1 号方”，获湖北省

疫情防控指挥部推广使用。

除了作为医生坐诊，兄长李家康

也在湖北中医药大学任教。他诲人不

倦，把自己几十年的知识和专业技能

毫无保留地传给学生。除了给专科、

本科、成教生授课外，李家康还带进修

生、实习生、外国留学生、学术继承

人。作为研究生导师，他指导培养硕

士研究生30余名。李家康讲课生动活

泼，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培养学生

的实际操作能力，受到学生的广泛好

评，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李家康常

说，他的一生可以用 8 个字来概括：读

书、行医、教书、写书。

作为学校教师，40 年来李家庚一

直坚持为本科生上课。他的课抓重

点、释疑点、解难点，详鉴别、细对比、

举医案、谈心得，旁征博引，深入浅出，

妙趣横生。他讲授的《伤寒论》被评为

省级精品课程，连续3届被评为省普通

高校优质课程奖，还被评为校级“十佳

教书育人先进个人”。

长期跟随李家庚在湖北中医药大

学国医堂抄方的学生很多，他们常常

和李家庚谈学问、谈人生。李家庚每

次都精心回答、循循善诱，厚重的底蕴

里透着时尚的妙趣。在课堂上、在办

公室里、在诊室中、在行走的路上，学

生总能感受到李家庚如沐春风的微

笑，这种微笑的传播正是一种文化精

神的播种。

40 余年的讲学和临床，李家庚桃

李天下，有了数不清的本科生、研究

生，有了医疗战线及其他领域的骨干

和精英。这些学生如同串起的珍珠，

让李家庚心存幸福。

承家风
数代行医播火种

李家庚兄弟五人名字里都有“家”

字，这是父亲李培生的用心，希望他们

医德传家、医术传家。而家庭和睦友

爱，学习氛围浓厚，是李氏家族家风的

特点。

李培生幼承家业，独自支撑起整

个家庭的支出。济世救人，反对贪图

名利，这是李培生用自己的医术为他

人、为社会服务而不计报酬所遵循的

准则。他曾治疗一位患血崩日久的妇

女，病征凶险，因病人生活拮据，无力

购买所需药物，他不仅酬金分文不取，

还解囊相助，使患者化险为夷，一时在

乡邻间传为佳话。

医生为人治病，要不畏劳苦，一心

救治病人，李培生认为这是一个医生

所应有的道德。他将这种高尚的医德

带入家风之中，后人耳濡目染，深受其

影响。李培生一生淡泊名利，生活清

贫简朴，但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却

执意在家人搀扶下前往社区，捐赠人

民币3000元给灾区人民。

正是这种良好的家风，深深地影

响了李家庚。作为名师名医，他的医

德医术病患口碑相传，省内外慕名求

医者络绎不绝。在他的诊室内外求

诊者总是排起长队。望着长队和患

者求助信任的表情，李家庚总是心中

难安。一方面他望闻问切、倾其所

能，另一方面总是尽量延长就诊时

间。他对身边人常说，“多看一个病

人，就少一分疾苦，我也就多一分心

安”。李家庚年过六旬，长年累月的

废寝忘食也让他落下了不少病根。

可这些，并没有成为他耽误就诊、敷

衍病者的借口。2003 年李家庚被评

为武汉市第二届抗癌好医生，2018 年

被评为湖北中医名师称号。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李家庚积极参与

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新冠肺炎诊疗方

案的制订，为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作出积极贡献。

虽然功成名就，但李家庚成功的

背后离不开妻子黄玉云的大力支持。

同为教师，行业虽不同，但是身为教师

火热的心是相同的。黄玉云作为武汉

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的创始人

之一和负责人，先后促成了与德国德

累斯顿工业大学等学校的长期合作关

系。2009年武汉科技大学获批正式成

立德语专业，这与黄玉云的努力密不

可分。正是黄玉云一直以来的陪伴和

支持，让李家庚可以心无旁骛地从事

自己热爱的中医事业。

李家庚和黄玉云对于女儿李理的

培养，体现出李氏家族的优秀家风和

良好传统。在父母的熏陶和引导下，

李理2009年于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硕

士毕业，后在武汉科技大学工作，亦从

事教育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

家三口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党员教师之

家。她一直以父母为荣，被学校评为

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李氏家

族数代行医，悬壶济世历百年，中医药

的火种一代代传承下来，中医“和”的

精髓在李家体现得一览无余。以人为

本，德育为先，四代人播撒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种子。他们重教育、重家

风，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更多的家庭，

真正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

七代行医，四代教师；

大医精诚，修身立德；以生

为本，潜心教学……跨越

了 200余年的时间长河，

正是良好家风的传承，七

代人的坚守与接力，完成

了李氏中医世家和教育世

家的传承和绵延。

济世修行为育人
——湖北李家庚一门七代医者的教育情

□ 本报记者 钟 原

“医界几老成，造物无情，恸此

日又弱一个。”

74 年前，上海名医恽铁樵逝

世，湖北汉阳县年轻中医李培生寄

出挽联，这是其中的上联。74 年

后，2009年8月4日，已是国医泰斗

的李培生平静离去，享年95岁。

而今，这副当年出自他手下的

挽联，也成了后人对他的哀挽。

悬壶济世八十载

1914年1月26日，李培生出生

在湖北汉阳县一个中医世家，15岁

起随父行医。1957年，他考入湖北

省中医进修学校第一届师资班，

1958年湖北中医学院成立之初，他

被选拔留校工作，直至逝世。李培

生以在中医伤寒学领域的杰出成

就，誉满中华。

医无贫富一般心

2006年时，92岁高龄的李培生

依然坚持每周 3 个半天的专家门

诊。找李老看过病的人都知道，找

他是不用托关系的。豪门显贵来

看病，不能插队；衣衫褴褛者就医，

不用担心被敷衍。“药有君臣千变

化，医无贫富一般心。”李老的弟

子、湖北中医学院教授梅国强如此

评价老先生。

老师在右我在左

梅国强回忆，1975年他和李老

共同编写教材《伤寒论选读》。那

时梅国强资历尚浅，自感无从下

手，“李老鼓励我：大胆做，我就在

你右边，有什么问题就问我”。李

老的另一位弟子、湖北中医学院教

授邱明义说，老师也是他们的道德

模范，“他常常教诲我们，‘爱人者

人皆爱之，敬人者人皆敬之’，这句

话成了我几十年的座右铭”。

一部书的一辈子

与当下许多高产的教授不同，

李老一生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

本书。除了伤寒学的几本教材外，

他将毕生的行医所得都写进了遗

作《李培生医书四种》。

邱明义介绍，李老向他说起这

部书时，言语中透露着兴奋和满

足，“留下这部书，先生的遗愿就完

成了”。“少年作弟子，宫墙远望，知

我公自足千秋”这是李培生当年写

给上海名医恽铁樵的挽联下联，而

在李老身后，这又何尝不是后人对

他的怀念！

（摘自《楚天都市报》，原标题

为《国医泰斗李培生仙逝》，作者谈

海亮、王昱晔、夏静）

怀念国医泰斗李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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