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报名审核通过人员名单 (公示)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申报的中医医术专长 推荐医师1信息 推荐医师2信息

类 别 中医药技术方法 治疗的疾病名称 姓名 主要执业机构 姓名 主要执业机构

白银锋 男 35052****32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感冒病 谭成清
麦迪龙鸣翠苑社区卫生服

务站
周俊 周俊中医诊所

陈宇雷 男 41022****50 内服方药 中药汤剂内服 胃脘痛（BNP010） 吴俊宽 合景堂中医门诊部 马扬平 太安中医门诊部

陈苏 男 44058****36 外治技术 关节调整推拿技术
落枕病（代码：BGS010）、
漏肩风病（代码：BGS020）

王翰屏 广州市黄埔区中医医院 徐丽红 广州市黄埔区中医医院

陈晓辉 男 32072****59 内外兼有
内服方药
毫针技术

三棱针技术

BNP110泄泻病
BNP020胃痞病

BNP000脾系病（便秘病）
钟宇明

深圳市龙岗区第四人民医
院

刘书田 深圳市龙岗 区第四人民医院

陈灿锐 男 44050****16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郁证 陈秋铭 汕头市中医医院 陈祥锐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陈俊彬 男 44058****16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 腰痛病 许荣达 许荣达中医诊所 余锡镇 许荣达中医诊所

陈晓芬 女 44142****68 内外兼有 穴位敷贴技术 鼻鼽病 李铁华
李钦泉        中医内儿

科诊所
王东浪 丰顺县中医院

陈锦新 男 23022****5X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胸痹心痛病 吴瑞珉 海丰县中医医院 余汉荣 海丰县中医医院

陈贵洲 男 44152****17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不孕病 杨文响 陆丰市南塘镇中心卫生院 林世龙 陆丰市南塘镇中心卫生院

陈振琼 女 44172****85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痞病 李宗浩 阳江市阳东区人民医院 姜先亮 阳江市阳东区人民医院

陈番优 男 44072****18  内外兼有 内服方药、外治技术 痹病 熊超 台山市中医院 许雪云 台山市中医院

陈臻 男 44082****58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病 蔡柏 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 莫怡丰 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

陈禹钦 男 44082****99 内外兼有
内服方药/陈氏钦针针灸技

术
癥瘕病 卢淑琼 湛江赤坎卢淑琼中医诊所 邓春艳 湛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申报的中医医术专长 推荐医师1信息 推荐医师2信息

类 别 中医药技术方法 治疗的疾病名称 姓名 主要执业机构 姓名 主要执业机构

陈妃拾 男 44082****12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感冒病 黄泽辉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李红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陈任华 男 44082****36 内外兼有 外敷药配合内服药 腰痛 吴兆怀 雷州市中医医院 张祝好 雷州市中医医院

陈旭 男 44082****34 内外兼有 内服方药/六经头针 胃痞病 蔡柏 湛江市第一中医院 许泽琼 徐闻县中医医院

陈景钊 男 44182****10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感冒病 刘良森 冯颖中医综合诊所 冯颖 冯颖中医综合诊所

陈树钦 男 44520****31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技术 内科癌症 林庆 揭阳市中医院 庄少川 揭阳市慈云医院

陈建新 男 44122****32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BNW180太阴病/BNW190少阴

病
曾状志

云城区云城街南山翠丰路
卫生站

曾石坚
云城区云城街南山翠丰路卫生

站

陈辉焕 男 44282****36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BNFO11外感咳嗽病 曾状志
云城区云城街南山翠丰路

卫生站
曾石坚

云城区云城街南山翠丰路卫生
站

蔡信立 男 34010****50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 伤筋病 王国书 惠州市中医医院 张会莲 惠州市中医医院

蔡龙德 男 44522****72 外治技术 理筋技术 腰痛病 蔡文权 惠城镇卫生院 吴坤洪 惠城镇卫生院

蔡洪珍 女 44092****49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痛风病 王飞 化州王飞中医诊所 曾壹伟 化州王飞中医诊所

蔡景盛 男 44062****10 外治技术 皮部经筋推拿技术 伤筋病 陈堃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 温威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

程璧 男 42032****11 外治技术 关节调整推拿技术
腰痛病（编码：BNS150）、
漏肩风病（代码：BGS020）

王翰屏 广州市黄埔区中医医院 徐丽红 广州市黄埔区中医医院

程承立 男 36233****517 内服方药
中药方剂内治技术加五行

音乐疗法治疗
不寐病 谷伟中 韶关市铁路医院 邹细珍 韶关市武江区江湾卫生院

崔健辉 男 44012****50 外治技术 理筋技术 伤筋病 陈广武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黄炯锋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申报的中医医术专长 推荐医师1信息 推荐医师2信息

类 别 中医药技术方法 治疗的疾病名称 姓名 主要执业机构 姓名 主要执业机构

鉏金军 男 34032****55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 风湿痹病 焦汉民
广州中兴运动损伤专科医

院
李贵雨 弘达中医诊所

巢锋敬 男 44011****13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病 邝剑宏
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神岗

卫生院
庞珈珈 广州市海珠区瑞宝中医门诊部

丁伟雄 男 44052****15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风湿痹症 李冬明 城西社区富悦园中医诊所 丁锦添 城西社区名邦中医诊所

邓灵聪 男 44022****15 内外兼有 草药内服外擦药膏 蛇串疮病 张业教
始兴县马市镇溪丰村卫生

站
黄俊利 始兴县顿岗卫生院

邓灵真 女 44022****24 外治技术
瑶族风湿跌打药酒、瑶浴

疗法、药酒拔罐法
痛风病、风湿痹痛、骨痹病 张业教 始兴县马市镇溪丰村卫生站 黄俊利 始兴县顿岗卫生院

邓国迎 男 44162****30 内外兼有 针灸加内服方药 胃脘痛 谢祖艺 龙川县中医院 张志强 龙川县中医院

董钟山 男 44022****11 内外兼有 内服方药/毫针技术 腰痛病 芦杰喜 珠海光明卫生所 董石山
珠海市湾仔济世堂新生大药房

上沙街中医坐堂医诊所

戴桃红 女 34122****28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 张友红 珠海瑞桦心理康复医院 郑庆武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街道联安社

区卫生服务站

方世辽 男 45012****11 外治技术 理筋技术/正骨技术
颈肩腰腿痛病/四肢闭合性

骨折
黄东平 吴川市康复医院 江洪波 吴川市济民优抚医院

范垂锦 男 44058****18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治疗胃脘痛病
胃脘痛病

（BNP010）
张建源 汕头市中医医院 郭俊和 汕头市中医医院

范红霞 女 44022****29 内科 内服方药 便秘病 陈年妹 翁源陈年妹中医诊所 黄思雄 翁源黄思雄中医诊所

费宏越 女 22020****67 外治技术 隔物灸 痛经病 谭顼 深圳康靓中医诊所 梅云华 深圳阳源堂中医诊所

龚水明 女 36040****26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 调理不寐（BNX040） 钱国强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梁颖瑜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门诊部

郭利德 男 37072****70 内外兼有 小柴胡方剂加减豪针技术
妇科疾病（月经不调）、普

通肠胃病
乐洪瑀

珠海市拱北乐洪瑀中医诊
所

李月松 珠海市百安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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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石磊 男 41042****10 外治技术 理筋技术脱位整复技术
颈型颈椎病、急性腰扭伤、

四肢关节脱位或半脱位
盛文娟 东莞市中医院 张雪飞 东莞市中医院

胡伟 男 43032****78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不寐病 胡桂根
深圳市和顺堂医疗机构投
资有限公司蛇口玫瑰园中

医馆
蔡镇盛

深圳市和顺堂医疗投资有限公
司保税区中医馆

胡清群 女 51032****28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太阴病 梁健华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医院 谭淑华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医院

胡兰珍 女 44182****26 外治技术 枯痔技术 肛肠病（痔病） 姚  群 连州市中医院 李贤忠 连州市中医院

黄奕炫 男 44050****17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 陈伟玲 愈生中医医院 廖敬文 愈生中医医院

黄晓波 男 34222****94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咳嗽病 郑庆武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街道联

安社区卫生服务站
张友红 珠海瑞桦心理康复医院

黄齐 男 36212****16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头痛病 张友红 珠海瑞桦心理康复医院 郑庆武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街道联安社

区卫生服务站

黄玉和 男 44040****19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内科瘤病 刘新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潘伊凡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黄惜强 男 44528****19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眩晕（高血压病） 郑剑波 普宁市中医医院 黄世伟 普宁市麒麟镇卫生院

黄诗喜 男 44528****36 外治技术 蜂针 风湿痹病 陈浩生
普宁市流沙北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赖国新 普宁市后溪乡卫生院

黄彬 男 44522****13 内服方药 使用内服方药技术 附骨疽病 许纯梓 揭西县中医医院 吕琼芬 揭西县东园镇卫生院

黄文 男 44082****10 内服方药 中药内服方药技术 腰痛病 戴学芳 遂溪县城月镇中心卫生院 周景荣 遂溪县中医院

黄隆富 男 44082****19 内外兼有 中药内服方药和推拿技术 肩周炎病（漏肩风） 李亚荣
吴川市梅菉街道庐江社区

卫生服务站
吴尚兴

吴川市海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黄洪传 男 44161****83 外治技术 中医针灸 诊治面瘫病 王国书 惠州市中医医院 李昌生 惠州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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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锋 男 44142****13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技术 胃脘痛 丁亮平
丁亮平        中医内儿

科诊所
陈泰邦 丰顺县中医院

黄清龙 男 44023****16 外治技术
脱位整复技术、中药湿敷

技术
脱位病 刘燕宏 韶关仁德医院 江泽井 乳源县中医医院

黄月坤 男 44022****12 内服方药补阳还五汤加减，解语丹加减等 中风 李增生 翁源县江尾镇松岗卫生站 刘月秀 翁源县龙仙镇卫生院南浦分院

黄林辉 男 44023****3X 外治技术
脱位整复技术、中药湿敷

技术
脱位病 江泽井 乳源县中医医院 曾伟锋 乳源县中医医院

黄清慧 男 44023****18 外治技术
脱位整复技术、中药湿敷

技术
脱位病 曾伟锋 乳源县中医医院 刘燕宏 韶关仁德医院

何镜锐 男 44282****17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技术 胁痛病 刘一杏 刘一杏中医诊所 朱明
衍康中医诊疗（广东）有限公

司

何玉周 男 44092****31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类 伤筋病 林春华 茂名市电白区中医院 黎明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医院

何建成 男 42112****33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 肖勇 东莞市横沥医院 陈佳娜 东莞市横沥医院

何碧智 男 44162****17 内外兼有  中医药技术内服外用法 皮肤性疾病 卓亚全 连平县元善镇卫生院 刘观南 连平县第二人民医院

韩光护 男 44082****19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前胡汤加减” 咳嗽病 曾利超 徐闻徐城曾利超中医诊所 吴世梁 徐闻徐城吴世梁中医诊所

金彬 男 36242****1X 内服方药 内服 胃脘痛病BNP010 张俊生
深圳杨志明中医（综合）

诊所
王晓晖

深圳市宝安区万丰社区健康服
务中心

金平 男 22022****30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 消渴病 禹建捷 东莞东华医院 肖留军 东莞东华医院

江永杰 男 44011****12 外治技术 推拿技术 腰痛病 江启标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唐

阁社区卫生服务站
黄广彬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唐阁社
区卫生服务站

江国强 男 42212****18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不寐病 李麟 李麟中医诊所 戴显娇 戴显娇中医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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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雯雯 女 44162****29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关节调整推拿

技术
漏肩风病BGS020 赖小军 源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彭洪亮 源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简义训 男 44092****36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类 咳嗽病 林冲
电白县水东镇上排路卫生

室
陈少佳 电白县水东镇陈少佳中医诊所

简炎成 男 44062****59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石淋病 黄锦霞
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医

院）
李永凤

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佛山
市顺德区大良医院）

姬伟军 男 21132****18 外治技术 推拿技术、毫针技术 伤筋病、漏肩风 唐贤伟 番禺区中医院 何广杰 番禺区中医院

李大庆 男 42138****36 内外兼有 中药方剂及毫针技术 疼痛 李国华 深圳龙济医院 游弋 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

李红燕 女 37152****26 外治技术 火针技术 腰痛病 高飞
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海旺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袁俊义 袁俊义中医针灸诊所

李纯锋 男 44042****31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不寐病 张友红 珠海瑞桦心理康复医院 郑庆武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街道联安社

区卫生服务站

李汉初 男 44012****32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咳嗽病 冼炜坤 颐德康中医诊所 王娜
广东黄村体育基地运动医学门

诊部

李小珍 女 44142****41 内外兼有
内服方药、耳针技术、外

滴药水
针眼病（BYB010） 程幼光 金榆中医内科诊所 方洁生 汕头市龙湖人民医院

李连菊 女 43282****28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妇科瘤病 乐洪瑀
珠海市拱北乐洪瑀中医诊

所
李锋 珠海德正上医中医诊所

李太国 男 44082****16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风湿痹病(BNV070） 张小飞 广州市增城区誉康诊所 周燕平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卫生

所

李戎 男 44090****14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太阳病 黄瑞莲 黄瑞莲中医诊所 禤晓姑 茂名市高凉社区卫生服务站

李飞鸿 男 44098****14 外治技术 外敷外贴 腰颈增生 杨伟乾 化州杨伟乾中医诊所 李亚勇 化州市东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李贡 男 44098****1X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类 内科病-肾系类-腰痛病 杨华杰 茂名市茂南区人民医院 罗增武 茂名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申报的中医医术专长 推荐医师1信息 推荐医师2信息

类 别 中医药技术方法 治疗的疾病名称 姓名 主要执业机构 姓名 主要执业机构

李斌斌 男 44022****55 内外兼有
地黄凉血汤、补中益气汤
、苦参汤、止痛如神汤

肛肠病类，痔病 沈小强 沈小强中医诊所 冯任光 南雄市油山镇延村卫生站

李乐明 男 44022****9X 内外兼有 中医中药 胃病、胃痛 李逢春 粤北人民医院 钟振裕韶关小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医务室

李招娣 女 51302****11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病 梁素娟 龙门县慢性病防治站 何少华
龙门县阿沙中医馆有限公司中

医诊所

李来荣 男 36250****1X 外治技术 针灸推拿 痹症（坐骨神经痛） 吴海金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恩平分

院
邹震宇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恩平分院

李昌泉 男 44072****10 内外兼有
内服方剂结合中药热熨敷

技术
风湿痹病 黎思财 阳春市中医院 谢宝林 阳春市中医院

李伟泽 男 44040****14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痛痞满 王卓升 化州市杨梅卫生院 陈城 化州市杨梅镇和平卫生站

龙耀 男 44082****56 外治技术 理筋技术（罗氏正骨法） 伤筋病类（颈肩腰腿痛） 朱壮辉 吴川市人民医院 周文辉
吴川市海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龙世飞 男 44092****33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虚劳病、不寐、郁病 陆海祥 茂名信宜市红棉诊所 俞华 茂名信宜市白石镇卫生院

吕庆友 女 44252****26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 漏肩风病BGS020 巫林生 埔前镇巫林生中医诊所 陈奕文 埔前镇卫生院

吕学谦 男 44512****18 外治技术
贾氏点穴疗法、关节调整

推拿技术、毫针技术
伤筋病（BGS000） 黄燕彬 汕头市中心医院 黄闻生

金平区岐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卢雁 女 44122****21 内外兼有 中药内服和悬灸技术 咳嗽病 关永潮 泰健中医门诊部 王黎明 泰健中医门诊部

卢陈香 女 44052****27 外治技术 耳穴+皮内针技术治疗不寐 不寐（BNX040） 陈欣泽 汕头市中医医院 卢渠 汕头市中医医院

卢梅 女 45082****64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月经过多病 张高清
佛山市乐从张高清中医诊

所
江海芬

佛山市顺德区二州堂中医综合
诊所

柳智雄 男 44162****39 内外兼有 药酒推拿 风湿痹病 江世强 和安堂中医门诊部 叶家立 和安堂中医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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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心锋 男 44058****17 内外兼有
毫针技术+经穴推拿技术+

内服方药治疗伤筋病
伤筋病（BGS000） 黄训生 汕头市潮阳区中医医院 郑志辉 汕头市中医医院

雷春生 男 44010****30 外治技术 推拿类技术、针刺类技术 痛症（BGU050） 孙健 广东省中医院 李颖文 广东省中医院

叶少珊 女 44011****61 外治技术 三棱针刺血，耳针 云雾移睛病 周俊 周俊中医诊所 唐静祥
广州阳生堂静祥中医诊所有限

公司

梁文坚 男 44018****31 内服药物 内服药物 肌痹病 周刚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中心

卫生院
刘万杰 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

刘银燕 女 44098****47 外治技术 小儿推拿 治疗小儿呕吐 范文华
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余拓界 余拓界中医诊所

刘珊和 女 51302****24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积聚病 邓建扬 深圳叶传娟诊所 裴曦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龙悦居

健康服务中心

刘昕 男 36212****3X 内外兼有 内服方药及外用药酒 风湿痹症 徐木创
广州中兴运动损伤专科医

院
向梅芝

三元里街机场一、二居委社区
卫生服务站

刘亮科 男 44148****1X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内科不寐病 谢飞
佛山南海谢飞中医综合诊

所
王新花 佛山南海王新花中医综合诊所

刘耀兰 女 44023****25 内外兼有 中药内服外用技术
中风后遗症、腰痛（强直性

脊柱炎）
刘  展 乳源县人民医院 谢章炉 乳源县中医医院

刘干 男 45252****37 内服方药 内服中药 眩晕病 陈达宏 河源市中医院 张翼飞 河源同济医院

刘穆光 男 44132****15 内服方药 茵陈蒿汤 阳黄病 范新强 范新强中医诊所中医内科 张文轲 张文轲中医诊所中医内科

刘钊雄 男 44092****11 内外兼有 理筋技术/外用/内服中药 伤筋病 吴先奇 湛江赤坎吴先奇中医诊所 陆剑飞 湛江赤坎陆剑飞中医诊所

刘钊兴 男 44092****33 外治技术 骨折整复/夹板固定技术 骨折病 吴先奇 湛江赤坎吴先奇中医诊所 陆剑飞 湛江赤坎陆剑飞中医诊所

刘金明 男 44282****50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中医眼流泪证（BYZ101冷泪
病）（BYZ011无时冷泪病）

（BYZ012迎风冷泪病）
颜宗繁 云浮市中医院 史可军 云浮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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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明新 男 44123****18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技术 胃痞病 陈志明 罗定市中医院 刘成彬 罗定市中医院

陆杰辉 男 44098****35 内服方药 经方技术 胃脘痛病 曾文茜
佛山市瑞宝堂医药有限公
司顺德容桂振华中医诊所

蒋子唐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

务室

梁远荣 男 44068****36 外治技术
关节调整推拿技术——定

点推正法
颈肩腰腿痛 谢平 广东同江医院 赖妙珍 广东同江医院

梁东梅 女 44088****29 外治技术 理筋技术（罗氏正骨法） 伤筋病类（颈肩腰腿痛） 朱壮辉 吴川市人民医院 周文辉
吴川市海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梁国胜 男 44072****32 内外兼有
中药内服外统兼治蛇串病

（带状泡疹）
蛇串病（带状泡疹） 冯而标 阳江市中医医院 伍尚伟 阳江市中医医院

梁焰 男 44070****1X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病 李爱民 阳江市中医医院 钟华文 阳江市中医医院

黎计金 男 44072****11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感冒病 黎思财 阳春市中医院 陈少辉 阳春市中医院

路光荣 男 53312****12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病 梁学艳 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 廖凯明 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

雷晖 男 44020****18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诊治咳嗽病 咳嗽病 陈复兴 陈复兴私人诊所 黄昭荣 黄昭荣私人诊所

雷绍增 男 44172****3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眩晕病 严小慧 阳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刘昌庆 阳江阳东刘昌庆中医诊所

林鉴埕 男 44152****11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小儿慢惊风 杨文响 陆丰市南塘镇中心卫生院 吴俭 陆丰市南塘镇中心卫生院

林卓伦 男 44252****56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眩晕病 程峰 东莞仁康护理院 唐裕玲 东莞仁康护理院

林华博 男 44170****13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小儿咳嗽病 曹是褒
江城区城北街道东源社区

卫生服务站
曹静 阳江市阳东区人民医院

林桂升 男 44052****11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不寐病（BNX040） 陈华明 陈华明中医内科诊所 程幼光 金榆中医内科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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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开拾 男 44081****98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肋痛病 朱剑辉 湛江大众康复医院 林晓波 湛江市港区人民医院

林培锋 男 44080****11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病 林秋柏 湛江赤坎林秋柏中医诊所 吴标 湛江赤坎吴标中医诊所

林红 男 44082****16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病 刘汝武 廉江石岭刘汝武中医诊所 林进深 廉江城北林进深中医诊所

林小娇 女 44082****24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厌食病 梁自腊 徐闻徐城梁自腊中医诊所 李光荣 徐闻徐城李光荣中医诊所

林育乾 男 35062****58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内科病胸痹 李耀辉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华侨医

院
林锦宏

潮州市潮安区金石镇上官路卫
生站

林镇城 男 44512****1X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技术 胃脘痛病 庄明浩 揭西县人民医院 蓝锡榕 揭西县人民医院 

林建彪 男 44052****35 内服方药 内服技术 痰饮病 孙卓磊
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卫生

院
王东 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卫生院

林宜凡 男 44528****36 内服方药 使用内服汤剂技术 胃脘痛病 陈小光 普宁市人民医院 李芳芳 普宁市人民医院

林光辉 男 44130****22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病 黄水华 博罗县中医医院 李思远 博罗县中医医院

林泽森 男 44522****10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虚病、痰饮病 蔡文权 惠城镇卫生院 吴坤洪 惠城镇卫生院

罗俊卿 男 11010****15 外治技术 独龙针针灸(毫针、芒针) 伤筋病 谢文娟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 温威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

罗见明 男 44200****71 外治技术 中药湿敷技术 损伤疼痛病 官韶雄 翁源县人民医院 陈露 江尾卫生院

罗带娣 女 44022****43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痛病 黄兆平 陈嘉欣私人诊所 邹万成 韶关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

罗智慧 男 44142****34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 踝关节扭伤 冯宇旋 丰顺县中医院 柳裔福 丰顺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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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树裕 男 44082****13 内外兼有
中草药方剂内服/祖传药膏

外贴
风湿痹病 黄春荣 廉江市人民医院 许武 廉江市人民医院

赖培钊 男 44090****1X 外治技术 外治技术类（枯痔技术） 肛肠病-肛肠病类-内痔 何杰科 高州市中医院 谭永光
高州市分界镇何经纲中医个体

诊所

赖俊德 男 44052****1X 内外兼有 家传验方配合刮痧 内科腰痛病 卢渠 汕头市中医医院 董业植 汕头市潮南区陇田中心卫生院

赖炳林 男 44092****57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病 张广焕 茂名市中医院 刘付明昌 化州刘付明昌中医诊所

赖嘉应 男 44128****75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不寐病 李中华 肇庆市高要区医学会门诊 赖业超 端州赖业超中医诊所

赖德海 男 51052****39 内服方药 中药汤剂内服 风湿痹病 吴俊宽 合景堂中医门诊部 李玉枢 合景堂中医门诊部

莫负鹏 男 62242****15 外治技术
器物辅助推拿和穴位敷贴

技术
伤筋病 唐静祥 阳生堂唐静祥中医诊所 李国营 百家康中医诊所

莫志远 男 44082****17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 腹胀满病(BNP100) 黄夏晴 合景堂中医门诊部 吴俊宽 合景堂中医门诊部

莫介恒 男 44170****30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咳嗽病 林志兴 阳江市妇幼保健院 姜先亮 阳江市阳东区人民医院

莫达记 男 44072****15 内外兼有
皮部经筋推拿，中药热熨

敷令及中药内服法
骨痹病 黄瑞聪 阳江市中医医院 蒋亮 阳江市中医医院

莫英飞 男 44082****38 内外兼有
中医内服方药/壮医经筋药

线点灸法
胃脘痛、腰痛、风湿痹病 郑泽荣 湛江市第二中医医院 黄锦利 湛江市第二中医医院

莫雪莲 女 44092****44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类 内科病-肺系类-咳嗽病 杨华杰 茂名市茂南区人民医院 罗增武 茂名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莫林声 男 44092****1X 内外兼有 内服方药/外用中药热熨敷 腰痛病 陈子茂 化州市那务卫生院 刘付文 化州市那务卫生院

麦伟强 男 44062****13 内外兼有
内服方药、外敷中药热慰
敷技术、皮部经筋推拿技

术
伤筋病 李永凤

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医

院）
王文献

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佛山
市顺德区大良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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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丹 女 42100****62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 风湿痹症 丁建江 荔湾区人民医院 杨柳城 荔湾区人民医院（鹤洞分院）

区汉章 男 44062****15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BNP010） 邓文均 佛山市高明区中医院 区树阳 佛山市高明区中医院

欧文君 男 44182****30 内服方药 小柴胡汤加减 咳嗽病 张林平
清远市清城区小市张林平

诊所
梁建明 清远市中医院

潘泳 男 44010****1X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外感咳嗽病（BNF011） 潘肖华 潘肖华中医诊所 白丽丹 广州市越秀区中医医院

潘磊 男 34262****15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不寐 黄兆平 陈嘉欣私人诊所 邹万成 韶关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

彭雪云 女 44152****4x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 头痛病 林世龙 陆丰市南塘镇中心卫生院 吴俭 陆丰市南塘镇中心卫生院

彭华正 男 44092****73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类 内科病-肝系类-中风病 张永祥 高州市根子卫生院 李益雄 高州市根子卫生院

乔新义 男 41282****77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治疗中风 彭伟楚 深圳康力健中医诊所 罗泽平
罗泽平中医内科诊所（深圳市
罗湖区罗泽平中医内科诊所）

邱桥成 男 44252****75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肝胆病 杨慧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张立波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邱高荣 男 36210****34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虚劳病（BNV020） 陈喜梅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明信

门诊部
胡建明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明汉中医
门诊有限公司

邱华轩 女 44082****69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支气管哮喘病 李亚荣
吴川市海滨街道庐江社区

卫生服务站
李华泉

吴川市海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邱伟年 男 44092****19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类 不寐病 吴东汉 电白区黄岭镇卫生院 崔薇薇 电白区人民医院

沈观龙 男 44088****14 外治技术 中药湿敷技术 烧伤、烫伤、皮肤损伤病症 肖波 湛江市第二中医医院 陈明强 吴川市第四人民医院

沈水海 男 44052****39 外治技术 毫针 腰痛病 欧阳明 深圳正曲中医诊所 周万明
深圳市和顺堂医疗机构投资有
限公司新新家园中医（综合）

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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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凯鹏 男 44098****73 外治技术 使用秘方药散热敷技术 骨伤科病-骨折病类-骨折病 陈天良 高州市中医院 陈念 高州市中医院

孙亮 男 44132****28 外治技术 亳针技术 腰痛病 李炳杰 惠阳正骨医院康复医学科 朱阳师 惠州市惠阳区中医院康复科

孙庆鸿 男 44082****35 内外兼有
手法复位固定中草药外敷

内服
骨折病 韩转定 徐闻县中医医院 邓周武 徐闻县中医医院

孙新建 男 41020****11 外治技术 脊柱定点旋转复位法 颈、胸、腰椎病 杨林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吴烜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孙玉 男 44252****75 外治技术 中医龙氏正骨推拿技术 脊椎病 陈刚 73022部队卫生连 冯志文 31626部队卫生连

唐万文 男 44062****17 外治技术 醒脑开窍技术 中风病 杨柳茵
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医

院）
麦桂荣

佛山市兆和堂医疗服务有限公
司（三水区西南街环城路中医

诊所）

唐七斤 男 44182****17 内外兼有
水蜡烛火灸技术、药酒皮

部经筋推拿技术
伤筋病、痛风病、风湿痹病 李拥军 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毛柏雄

连南瑶族自治县慢性病防治站
（三江卫生院）

田邦杰 男 41132****31 外治技术 针灸推拿 腰痛病 郑光宪 阳江市中医医院 许劲羽 阳江市中医医院

谭卓斐 女 44132****10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病 谭卓超
惠城区桥西街道办事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黎亮

惠城区江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万雪伟 男 41132****55 内外兼有 针灸/内服方药 伤筋病、腰痛病 李至佳 佛山禅城广生成中医诊所 李刚明 佛山禅城广生成中医诊所

王洪 男 44010****75 外治技术 关节运动推拿技术 腰痛病 康健
广州市海珠区瑞宝中医门

诊部
林敏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建强 男 44020****12 内科 内服方药和针刺技朮 脑梗塞 白留军 乐昌白留军私人诊所 雷建 韶关雷建私人诊所

王靖 男 62040****55 外治技术 通脉技法 气滞血瘀型痛症 王岩松
东莞东城美兆健康医疗门

诊部
陈志文 东莞南城美年大健康门诊部

王康伟 男 44092****13 内外兼有 内服方药、毫针技术 咳嗽病 杨伟乾 化州杨伟乾中医诊所 梁孔文 化州市东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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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润发 男 41018****32 伤筋病类
皮部经筋推拿技术结合关

节调整推拿技术
伤筋病 王红伟 深圳军龙医院 户红卿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王书坦 男 41272****72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 腰痛病 张万清 广州市中医医院 刘劲创 刘劲创中医诊所

王铁森 男 22062****38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 腰痛病 吴冰冰 四会市中医院 邓国全 四会市中医院

王宜添 男 44052****13 内服方药 中医内服法 胃脘痛病 洪立雄
汕头市潮南区胪岗镇卫生
院

张英凯 潮南区胪岗镇新联一卫生站

王玉祥 男 41138****53 外治技术 豪针技术 漏肩风 周俊 周俊中医诊所 张圣浩 张圣浩中医诊所

魏何 男 44022****16 内外兼有 理筋技术 腰腿痛 曾照全 韶关市中医院 唐肇毅 韶关市中医院

温笑欢 女 44162****65 内外兼有 毫针技术与内服方剂 痛经与乳癖病 陈昌元 深圳昌元堂中医诊所 周易 深圳六联妇产医院

温智洪 男 35262****14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风湿痹病(BNV070) 傅陆 海珠凤阳杏林中医门诊部 容锦泰 御生堂医疗门诊

文翠丽 女 45232****48
内服方药和
外治技术

内服方药悬灸技术 伤食病、便秘病、泄泻病 陈光全 东莞中堂陈光全中医诊所 袁月平 东莞市中堂医院

邬海标 男 44162****18 内服方药 内服中药 胁痛病 陈达宏 河源市中医院 张翼飞 河源同济医院

吴安豪 男 44082****18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病 王锡振 徐闻县中医医院 陈玉德 徐闻县中医医院

吴国势 男 44010****57 外治技术 艾类技术 腰椎间盘突出症 邝日建 广州市十三行国医馆 康健 广州市瑞宝中医门诊部

吴国友 男 44040****3X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胸痹心痛病 乐洪瑀
珠海市拱北乐洪瑀中医诊

所
李锋 珠海德正上医中医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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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华明 男 44082****59 内外兼有 内服方药结合针灸 内科瘤病/中风病 欧柱雄 吴川市人民医院 李窍 吴川市济民优抚医院

吴茂林 男 44022****14
内外兼有技

术
内服中药+艾灸 胃脘痛 李庆枫 李庆枫中医诊所 雷福聚 翁源县江尾卫生院

吴妙琼 女 44528****20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痛经病 陈光全 东莞中堂陈光全中医诊所 袁月平 东莞市中堂医院

吴青业 男 44011****30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抽搐病 吴清和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林吉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吴维航 男 44092****13 内服方药 中药汤剂内服 胃痞病（BPN020） 何文辉 广州市荔湾区嘉信门诊部 张又勇 广州市荔湾区嘉信门诊部

吴子需 男 34262****9X 内外兼有 中药内调/毫针技术诊/ 咳嗽 乐洪瑀
珠海市拱北乐洪瑀中医诊

所
芦杰喜 珠海光明卫生所

吴作伟 男 44052****34 内服方药 中医内服法 胃脘痛病 洪立雄
汕头市潮南区胪岗镇卫生
院

张英凯 潮南区胪岗镇新联一卫生站

冼若屏 女 44010****01 内科 内服方药 胃脘痛 曾玉兰 易安中医门诊部 庞珈珈
广州市南洲恒济中医门诊部有

限公司

肖光全 男 44092****55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类 太阳病 王京
茂名市电白区霞洞镇上河

卫生站
崔薇薇 电白区人民医院

肖其明 男 32010****33 外治技术
亳针/拔罐/皮部经筋推拿
关节运动推拿经穴推拿

漏肩风病 陶琦 江苏省中医院 于建 江苏省中医院

肖文彪 男 44082****15 外治技术 中药热熨敷技术 风湿痹病 郑仙 廉江廉城郑仙中医诊所 肖瑶 廉江廉城郑仙中医诊所

谢锦康 男 44132****77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腰痛病 戴显娇 戴显娇中医诊所 凌书强 凌书强中医诊所

谢克东 男 44172****38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咳嗽病 林志兴 阳江市妇幼保健院 严小慧 阳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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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翔 男 44010****12 内服方药
六经辩证治疗太阳病之感冒

病（BNW010）
吴俊宽 合景堂中医门诊部 陈日辉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辛国明 男 21010****50 内服方药 中药内服 咳嗽病（BNF010) 朱丹 汕头市龙湖人民医院 张建源 汕头市中医医院

熊志涛 男 44132****10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呃逆病 张进达 张进达中医诊所 李麟 李麟中医诊所

徐必谦 男 42080****16 内外兼有 穴位贴敷、中药内服 胃脘痛病 徐伟德 徐伟德中医内科诊所 张建国 深圳九味中医门诊部

徐宏 男 43018****79 内服方药 中药汤剂内服 治疗消渴病 马政康 康富来国医馆中医门诊部 庞珈珈 广州市海珠区瑞宝中医门诊部

徐慧琼 女 34262****98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诊治热淋病 梁素娟 龙门县慢性病防治站 何少华
龙门县阿沙中医馆有限公司中

医诊所

徐沛亮 男 44522****54 外治技术 中药外敷 腰痛病 罗仁 南方医院 汪青春 南方医院

许际春 男 44082****10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萎黄病 李亚荣
吴川市梅菉街道庐江社区

卫生服务站
吴尚兴

吴川市海滨街道办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许家信 男 44082****35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 朱瑞今
吴川塘㙍朱景明中医诊所
（原吴川市塘㙍朱瑞今中

医诊所）
朱景明

吴川塘㙍朱景明中医诊所（原
吴川市塘㙍朱瑞今中医诊所）

许杰昭 男 44058****56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治疗胃脘痛病
胃脘痛病

（BNP010）
李延雄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卫生
院

张伟坚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卫生院

许顺娣 女 44023****2X 内外兼有 经穴推拿治疗 胃脘痛 杨友生 乳源县大桥镇中心卫生院 邹细珍 武江区江湾镇卫生院

许伟强 男 44092****77 内外兼有 内外兼有 疼痛病 少阳病 冯冬香
深圳市德润经方医疗管理
有限公司世纪春城中医诊

所
陈伟卿 深圳小马中医诊所

严梅 女 44122****88 内外兼有 针刺、熏蒸、汤药 腰痛病、脾胃病 孔德聪 广宁县中医院 雷奕祥 广宁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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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志敬 男 44082****17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咳嗽病 吴绍林 廉江合力医院 杨德富 廉江合力医院

杨  超 女 44080****20 内外兼有 毫针技术 胸痹心痛病 刘梦映 蕉岭县中医医院 赖启皇 蕉岭县中医医院

杨芳 女 44020****28 外治技术 李氏砭法刮痧技术 不寐症 杨俊杰
韶关市武江区新华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李运文

韶关市武江区惠民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杨桂彬 男 44022****39 内服方药 金砂散加减 石淋病 林伟花 翁源县中医院 吴东翔 翁源县人民医院

杨俊标 男 44092****33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类 咳嗽 郭斌
茂名市电白区第二人民医

院
吴浦君 茂名市电白区第二人民医院

杨十姣 女 44022****44 内外兼有 穴位贴敷 泄泻 谢文林 杏林中医诊所 陈年妹 陈年妹中医诊所

杨啟辉 男 44050****13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腹胀满病、胃脘痛病 谢翊 汕头市金平区中医医院 李业文 汕头市金平区中医医院

杨栩 男 52262****11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悬饮病BNP170 胡桂根
深圳市和顺堂医疗机构投
资有限公司蛇口玫瑰园中

医馆
蔡镇盛

深圳市和顺堂医疗机构投资有
限公司保税区中医综合诊所

姚成雨 男 23080****10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 腰痛病 马新蕾 东莞市中医院 宫振兴 东莞塘厦怀元堂中医诊所

姚海方 男 44122****70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病 钱彩凤 肇庆市高要区人民医院 梁海明 肇庆市高要区人民医院

姚宏峰 男 44052****38 内外兼有 姚氏中医正骨疗法 骨伤科病 黄训生 汕头市潮阳区中医院 陈恩宏 汕头市潮阳区中医院

姚宏峻 男 44058****55 内外兼有 姚氏中医正骨疗法 骨伤科病 黄训生 汕头市潮阳区中医院 陈恩宏 汕头市潮阳区中医院

姚宏章 男 44058****59 内外兼有 姚氏中医正骨疗法 骨伤科病 黄训生 汕头市潮阳区中医院 陈恩宏 汕头市潮阳区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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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顺平 男 44052****17 内外兼有 姚氏中医正骨疗法 骨伤科病 黄训生 汕头市潮阳区中医院 陈恩宏 汕头市潮阳区中医院

姚玉玲 女 44040****44 外治技术 揉抓排乳技术    
产后缺乳病（编码：

BFC110）、乳痈病（编码：
BWR020）

王翰屏 广州市黄埔区中医医院 徐丽红 广州市黄埔区中医医院

姚正怀 男 44018****1X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 姚蔡荣 姚蔡荣中医诊所 单昌涛 单昌涛中医诊所

叶  威 男 44162****37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腰痛病 叶  智 和平县大坝镇卫生院 赖荣森 和平怡和诊所

叶百雄 男 44130****18 外治技术 理筋技术 伤筋病 刘志强
佛山市三水区欣华范湖医

院
黄丽贤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欣华医院

叶景通 男 44190****77 外治技术 理筋技术 伤筋病 邢怀德 东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张愿 东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叶葵邦 男 44092****34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感冒病 陈子茂 化州市那务卫生院 刘付文 化州市那务卫生院

叶志坚 男 44190****92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 伤筋病 莫钰君 东莞中医院 黎少文 东莞中医院

尹平 男 44252****1x 内外兼有 内服外敷 阳黄病 徐慧平 惠州市中医医院 孙艳 惠州市中医医院

游冰 女 31010****28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 瘿病 黄根胜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刘吉权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余评义 男 44522****55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 伤筋病（颈椎病）、面瘫 王俊杰 深圳宝元堂中医诊所 张润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福

田）

袁海旭 女 22088****2x 外治技术 豪针技术 漏肩风 周俊 周俊中医诊所 张圣浩 张圣浩中医诊所

曾冠铭 女 44090****2X 内外兼有 内服方药、小儿推拿技术 积滞病（代码：BEZ080） 彭旭明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庞珈珈 广州市海珠区瑞宝中医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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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小涛 男 36242****32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 腰痛病 蔡国林
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
院长坑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华青 深圳新沙正弘中医诊所

曾秀明 男 44252****36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儿科 感冒 咳嗽 谢学文 龙川县中医院 黄紫锋 龙川县中医院

曾学文 男 36252****15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痞满病 曾焕清
东莞市南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程维袱 东莞市洪梅医院

曾志梅 女 44142****8X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痞病 刘晓怡
佛山南海德民刘晓怡中医

综合诊所
谢飞 佛山南海谢飞中医综合诊所

詹桂边 男 44092****7X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类 胃脘痛病 崔薇薇 电白区人民医院 吴东汉 电白区黄岭镇卫生院

张楚环 女 44080****29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治疗乳蛾 罗泽平
罗泽平中医内科诊所（深
圳市罗湖区罗泽平中医内

科诊所）
郭德尚 深圳维明生中医馆

张福强 男 44142****78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技术 感冒病 张天培 五华县中医医院 刘文浩 五华县中医医院

张浩禄 男 44512****12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虚劳病 陈铧 潮州市湘桥区中医医院 吕占荣 潮州市饶平县浮山中心卫生院

张立峰 男 41030****36 外治技术 推拿正骨 颈椎病 许球祥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陈世昌
惠州市桥东办事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张琳新 男 44098****51 外治技术 针灸 骨痹症 杨伟乾 化州杨伟乾中医诊所 李亚勇 化州市东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鹏飞 男 44200****34 内服方药 中医内服法 胃脘痛病 李国辉
中山市沙溪镇李国辉中医

诊所
严少勤 中山市小榄镇严少勤中医诊所

张奇信 男 44092****32 内外兼有
内服中草药/中药热淋技术

/ 中药冷敷技术
外科其他病-水火烫伤病 唐广明 高州市中医院 黄家政 高州市中医院

张前明 男 44090****1X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腰痛病 陈金喜
茂名市茂南区
山阁卫生院

张林全
茂名市茂南区

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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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霞 女 44130****24 外治技术 推拿正骨 颈椎病 许球祥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陈世昌
惠州市桥东办事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张少海 男 44030****15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痞病、乳癖病、不孕病 李建民
陆丰市东海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葛振佳 汕尾市陆丰市碣石人民医院

张帅 男 44170****1X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咳嗽病 胡业建 阳江市人民医院 费春羡 阳江市人民医院

张熙路 男 44022****12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脘痛 张瑾 然道金谷中医门诊部 陈文斌 然道金谷中医门诊部

张炀 女 44512****69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感冒 彭丽芳 潮州市湘桥区中医医院 颜展炎 潮州市湘桥区中医医院

张奕红 女 44080****44 内外兼有 毫针技术 消渴病 刘梦映 蕉岭县中医医院 赖启皇 蕉岭县中医医院

张友良 男 44200****78 内服方药类 内服方药类 消渴病 蓝常青 河源市中医院 骆玉玲 河源市中医院

张志明 男 44252****50 外治技术 骨折整复 骨折病 夏贤生 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吴秋敏 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招世 男 44082****52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象贝三七散加味 胃脘痛病 李光荣 徐闻徐城李光荣中医诊所 陈康瑞 徐闻县中医医院

赵根孝 男 44022****39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脾系胃脘病痛 林锐金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新

容奇医院有限公司
曾文茜

佛山市瑞宝堂医药有限公司顺
德容桂振华中医诊所

赵曦 女 12010****29 外治技术 经穴磁疗 损伤疼痛 许德华
广州市天河区长兴人民医

院
李雪芬 广州市天河区岑村护理员

赵玉良 男 23210****18 内外兼有 毫针技术与内服方剂 腰腿各种疼痛 周易 深圳六联妇产医院 陈昌元 深圳昌元堂中医诊所

郑桂丰 男 44052****11 内外兼有
中药内服、秘制烫伤膏外

敷
烫伤 李爱杰 汕头市澄海区人民医院 陈志颖 汕头市澄海区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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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相荣 男 44058****14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胃痛病 黄兆平 陈嘉欣私人诊所 邹万成 韶关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

郑晓燕 女 44090****22 内外兼有
内服方药结合毫针、皮肤

针外治
黧黑斑病、

粉刺病
彭冬梅 茂名市中医院 郭志明 茂名市中医院

钟春发 男 36213****14 外治技术 毫针技术/悬灸技术 风湿麻病 骆悠 广东省中医院 李慧 广州市正安中医门诊部

钟景柱 男 44180****16 内外兼有 化石散、乳癖外敷散 石淋病、乳癖病 黄宗良 清远市中医院 陈太日 清远市中医院

钟镜勇 男 44132****33 外治技术 关节调整推拿技术 伤筋病 柯青 海丰县中医医院 王群锋 海丰县中医医院

钟鸣 男 44252****35 内外兼有 内服方药加钟氏药烫技术 黄疸病、风湿痹病 郑新雄 紫金县中医院 杜华山 紫金县中医院

钟能 男 44132****12 外治技术 悬灸 产后身痛病 姚球 惠东县中医院 吕秀梅 惠东县中医院

钟沛丽 女 51112****63 内外兼有 内服方药兼外治拔罐技术 风湿痹病 宋述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林国华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周从本 男 44052****10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类 腹胀满病 蔡蔚斌 汕头市中医医院 张锡涛 汕头市中医医院

周顺平 男 43048****72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紫癜病 施建勇 深圳君平元真堂诊所 唐志村 深圳君平元真堂诊所

周宗云 男 43062****35 外治技术 中医药外治技术 骨伤科病、风湿痹病 刘峻瑜 韶关市铁路医院 徐述 韶关市铁路医院

朱美英 女 42062****47 外治技术 外治技术 伤筋 韩芳苗 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 唐吉平 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

邹树伟 男 44082****12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技术 感冒病 覃永泉 遂溪县人民医院 刘周鸿 遂溪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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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晓英 女 43042****64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腹胀满病 邹万成 韶关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 谭志雄 韶关市中医院

左志中 男 32011****11 内服方药 内服方药 胸痹心痛病 林华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

（福田）
张翠青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福
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