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多年实践人员）公示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报考点 身份证号码 医术专长

推荐医师

姓名 工作单位

1 蔡时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422129******094711 擅长使用刮痧类技术-刮痧技术诊疗 中暑
病BNW080;

彭莉莉 江西中医药大学

吴翔 江西中医药大学

2 万雪艳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03852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太阳病BNW150;

杨承才 南昌莲塘杨承才中医诊所

杨品 南昌县人民医院

3 罗巍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03******054133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脾系病（便秘
病）BNP000;

施恺 南昌市第五医院

李克芳
南昌市西湖区十字街街道
建设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 陈丽卿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04******051020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骨
痹病BNV090;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皮内

针技术诊疗 骨痹病BNV090;

颜纯钏 江西省中医院 针灸科

张康梅 江西省肿瘤医院



5 涂传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143956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胃脘痛病
BNP010;

许昱琴 进贤县中医院

梁俊 进贤县中医院

6 毛高云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22******100311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泄泻病BNP110;

毛益强 经开毛益强诊所

章少华 新建区中医院

7 吴国保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40638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水肿病BNS010;

刘方志
进贤县刘方志中医综合诊

所

聂三毛 进贤县聂三毛中医诊所

8 朱建云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60122******060926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腰痛病BNS150;

毛元龙 红谷滩朱建云中医门诊部

朱淑琴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9 喻菊生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22******040614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月经先期病
BFY010;

邹淑亮 新建县铁河乡卫生院

裘春香 新建县中医院

10 曾娇辉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430521******236846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落
枕病BGS010;

钟正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文港

镇卫生院

张广群
江西省进贤县文港镇卫生

院



11 何志胜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2531******212413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损伤痿软麻木病BGU090;擅长使
用内服方药兼推拿类技术-关节调整推拿

技术诊疗 损伤痿软麻木病BGU090;

杨光华 江西省中医药大学

唐清美 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12 程世林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60122******030931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胃脘痛病

BNP010;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胃痞病
BNP020;

毛元龙 红谷滩朱建云中医门诊部

朱淑琴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13 李云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176019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钟正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文港

卫生院

张广群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文港

卫生院

14 谢丰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440103******130911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其他类技术-脐疗技
术诊疗 虚劳病BNV020;擅长使用内服方
药兼其他类技术-脐疗技术诊疗 内伤发热
病BNV010;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其他类
技术-脐疗技术诊疗 盗汗病BNV042;

姚文敏 江西南昌华佗中医门诊部

刚铁铮 江西南昌华佗中医门诊部

15 李进东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11******010917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关节运动推拿技术
诊疗  腰痛病BNS150;

宾学森 南昌大愿医院

袁丝梅 南昌大愿医院

16 王军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360103******231714 擅长使用拔罐类技术-刺络拔罐技术诊疗 
风湿痹病BNV070;

晏微 南昌市新建区中医医院

赵亮 南昌市新建区中医医院



17 熊何山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025816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石淋病BNS03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胃脘痛病
BNP010;

谌江荪 南昌县泾口乡卫生院

黄筠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8 汤小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430219******054010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浮针技术诊疗 损伤
疼痛病BGU050；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

浮针技术诊疗  伤筋病BGS000;

平倩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中医经典科

叶超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中医内科

19 万长征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11******011418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落枕
病BGS010;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漏肩风病BGS020;擅长使用针刺

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病 ;

龙作民
江西中科健康体检中心

（中医堂）

陈传泉
江西中科健康体检中心

（中医堂）

20 彭建青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2502******120613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王朝霞 江西仁心康复医院

单人骧 南昌仁心康复医院

21 胡大鸣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063614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耳鼻

喉科病BR-咽喉病类BRY-乳蛾病
BRY010;

焦玉林 江西省进贤县中医院

李卫胜 进贤县中医院

22 喻晓风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22******151826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外感咳嗽病
BNF011;

刘晓根 新建县中医院

罗来武 新建县中医院



23 杨小马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19145X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月经先后无定期
病BFY030;

周征海 南昌县中医院

衷诚 南昌县中医院

24 冯家老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428******053314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骨伤类技术-脱位整
复技术诊疗 -脱位病类BGT-脱位病

BGT000;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骨伤类技

术-理筋技术诊疗  伤筋病BGS000;

邹成
西湖区绳金塔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李品炎 李品炎中医诊所

25 聂磊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102******230059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泄泻
病BNP110;

程立红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何兴伟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6 赵尊孝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428******274116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骨伤类技术-脱位整
复技术诊疗  伤筋病BGS000;

邹成
西湖区绳金塔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李品炎 李品炎中医诊所

27 万木生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03******24003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心系病类BNX-
不寐病BNX040;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
心系病类BNX-癫狂病BNX070;擅长使用

内服方药诊治 -心系病类BNX-癫病
BNX071;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心系病

类BNX-狂病BNX072;

曾勇辉 洪都中医院

万木荣 南昌市康美健康体检中心

28 刘建军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91831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风湿痹病
BNV070;

刘方志 刘方志中医综合诊所

邓方洲 邓方洲中医综合诊所



29 余声泾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 360123******10005X 擅长使用中医微创类技术-针刀技术诊疗 
损伤疼痛病BGU050;

黄国金 安义县血吸虫病防治站

涂怀浩 安义县中医院

30 卢森辉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2529******301515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擅长使用灸类技术-热敏灸技

术诊疗  腰痛病BNS150;

卢文辉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黄国民 江西省中医院

31 杨贞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622424******055512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月经过少病

BFY050;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崩漏病
BFY100;

秦波 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张莹莹
江西中医药大学岐黄中医

门诊部

32 刘水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2428******160014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伤筋
病BGS000;

万琦 江西博爱眼科中心

龚红斌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3 罗亚琳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413028******28002X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耳鼻喉科病BR-鼻
病类BRB-鼻鼽病BRB050;

胡启煜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刘文杰 南昌博大耳鼻咽喉医院

34 郑红梅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2425******273628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面瘫
病BNV120;擅长使用拔罐类技术-拔罐
（留罐、闪罐、走罐）技术诊疗 面痛病
BNV110;擅长使用拔罐类技术-拔罐（留

罐、闪罐、走罐）技术诊疗 面痛病
BNV110;

唐运倜 新建国医国药诊所

程子义 新建荣华综合门诊部



35 罗贤敏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422822******253524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小儿推拿技术诊疗  
小儿感冒病BES010;擅长使用灸类技术-
热敏灸技术诊疗  小儿感冒病BES010;

程小平 程小平中医诊所

范辉勇 范辉勇诊所

36 黄江川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122159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妊娠病类BFR-
滑胎病BFR050;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月经先期病BFY010;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

治  闭经病BFY090;

晏凯华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雷小华 三里乡卫生院

37 徐华根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22******230675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感冒
病BNW010;

万春根 新建县中医院

邓海贵 新建区中医院

38 魏胜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102******21283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肛肠类技术-中药灌
肠技术诊疗 -男性前阴病类BWN-精浊病

BWN070;

李良 南昌天同康复医院

张念清 洪都中医院

39 刘波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2203******286412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经穴推拿技术诊疗  
伤筋病;

伊凡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杨林全 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40 万丽芬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040585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漏肩风病BGS020;

钟乐明 南昌星海一致中医诊所

刘周华 南昌康泰来健康体检中心



41 熊文辉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020012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骨伤类技术-骨折整
复技术诊疗  骨折病BGG000;

王国坚 进贤县新区医院

万会恩 进贤县新区医院

42 刘高江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24214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中风病BNG080;

涂瑞荣 下埠集卫生院

孙明良 进贤县张公镇卫生院

43 杨忠庚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50122******044510

擅长使用拔罐类技术-刺络拔罐技术诊疗  
腰痛病BNS150;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
针技术诊疗  胁痛病BNG010;擅长使用针
刺类技术-灵龟八法技术诊疗 胃脘痛病

BNP010;

魏明全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黄继平 乐平市大连医院

44 胡志勇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1******093136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伤筋病BGS000;

章来龙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张公

镇牛溪村卫生所

张志林
进贤张志林中西医结合诊

所

45 汤玲娇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2329******051149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腹针技术诊疗 胃痞
病BNP020;

安明伟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唐勇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46 邓礼辉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2323******130057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徐杰 江西省中医院

叶文国 江西省中医院



47 刘淑芳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360124******150022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小儿推拿技术诊疗  
积滞病BEZ080;

吴志高
青云谱刘姥姥中西医结合

诊所

刘娜 南昌市第九医院中医科

48 胡奇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60111******245514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漏肩
风病BGS020;

黄梅玲
青山湖黄梅玲中医综合诊

所

池惠清
青山湖黄梅玲中医综合诊

所

49 熊文军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206935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刘敏勇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杨承才
南昌县莲塘镇杨承才中医

诊所

50 万清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123939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邹冬华
江西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

罗建华 南昌县罗建华中医诊所

51 叶绍信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424******18589X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耳鼻喉科病BR-鼻
病类BRB-鼻鼽病BRB050;

涂七龙   南昌市青山湖区赣医医院

冷健斌   南昌市青山湖区赣医医院

52 吴光海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62218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毫
针技术治疗腰痛病(BNS150);

晏凯华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雷小华 进贤县三里乡卫生院



53 章清江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071214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眩晕症BNG070;

付细明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凰岭

北门卫村所

章来龙
进贤县张公镇牛溪村卫生

所

54 李扬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183617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太阳病BNW150;擅长使用内服方
药兼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少阳病

BNW160;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针刺类技

术-毫针技术诊疗 阳明病BNW170;

赖科燊 进贤县中医院

周诗明 文港镇卫生院

55 曾小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360733******126717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关节运

动推拿技术诊疗  腰痛病BNS150;

方玉平
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

康复科

冯珍
南昌大学附属三三四医院

中医科

56 刘小件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21******281537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敷熨熏浴类技术-中
药热熨敷技术诊疗 风湿痹病BNV070;

罗美旺
南昌市青山湖区罗美旺中

医诊所

熊以宗
南昌市工人新村北社区卫

生服务站

57 王礼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21******020076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心系病类BNX-
不寐病BNX040;

宋卫国
江西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

罗学文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58 侯健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173934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骨伤类技术-骨折整
复技术+夹板固定技术诊疗  骨折病

BGG000;

陈建生 进贤县陈建生诊所

付海龙 进贤县中医院



59 陈劲松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02******281618 擅长使用灸类技术-悬灸技术诊疗 风湿痹
病BNV070;

金文正 南昌市第六医院

陈国振 南昌市第七医院

60 范春连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 360122******190981 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穴位敷贴技术
诊疗  小儿咳嗽病BEZ010;

胡美东 新建区中医院

黄明亿 经开黄明亿中医诊所

61  周国才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11******087216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胃脘痛病
BNP010;

丁明 有不为堂中医门诊部

余涛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歧黄

中医门诊部

62 焦汉青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52717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骨伤类技术-骨折整
复技术诊疗  骨折病BGG000;

赵小忠 进贤县中医院

付海龙 进贤县中医院

63 邓庆亮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102******198017

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穴位敷贴技术
诊疗  小儿咳嗽病BEZ010;擅长使用敷熨
熏浴类技术-穴位敷贴技术诊疗  小儿乳蛾
病BEZ060;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穴
位敷贴技术诊疗  小儿泄泻病BEZ120;

胡秀武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邓陈英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64 杨建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03******282252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消渴病BNV060;擅长使用内服方
药兼推拿类技术-膏摩技术诊疗 消渴病

BNV060;

邹成 新建邹成中医诊所

朱宗光 新建县石岗镇卫生院



65 王秀楷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22******230099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夏季热病
BES100;

裘春香 新建县中医院

黄福珍 新建区中医院

66 文春景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11******240018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敷熨熏浴类技术-中
药冷敷技术诊疗  伤筋病BGS000;

于庆华 进贤县人民医院

章  倩 进贤县五里垦殖场卫生院

67 魏长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22******140912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不孕病BFZ040;

刘玲玲 南昌市新建区中医院

李丽 南昌市新建区中医医院

68 何文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013018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

陶武军 进贤县陶武军中医诊所

付志辉
江西省进贤县钟陵乡卫生

院

69 王萱萱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02******150084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刘敏勇 江西华佗门诊部省

焦琳 江西热敏灸医院

70 叶方贵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115413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灸类技术-毫针技术
治疗腰痛病诊疗  伤筋病BGS000;

张志林
进贤张志林中西医结合诊

所

章来龙
进贤县张公镇牛溪村卫生

所



71 刘红兰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11822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敷熨熏浴类技术-中
药泡洗技术诊疗  带下病BFD010;

刘方志 进贤刘方志中医综合诊所

邓方洲 进贤邓方洲中医诊所

72 涂鸿芸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04******081929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擅长使用灸类技术-悬灸技术
诊疗  腰痛病BNS150;擅长使用拔罐类技
术-刺络拔罐技术诊疗  腰痛病BNS150;

刘敏勇 华佗国医馆

焦琳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3 蔡建勇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2202******196115

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湿敷技术
诊疗  痈病BWC070;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

技术-中药湿敷技术诊疗  红丝疔病
BWC040;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

湿敷技术诊疗  丹毒病BWC080;

蔡国珍
南昌市第二中西医结合医

院

蔡剑虹
南昌市第二中西医结合医

院

74 王师维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2329******157911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咳嗽
病BNF010;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外感咳嗽病BNF011;

兰立群
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

医院

黄晟智 新建县（区)中医

75 廖绍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22******082412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漏肩风病BGS020;

程子义 新建国医国药综合门诊部

万春根 新建区中医院

76 陈功荣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 360123******080711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敷熨熏浴类技术-中
药熏蒸技术诊疗  小儿感冒病BES010;擅
长使用内服方药兼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
熏蒸技术诊疗  痄腮病BES050;擅长使用
内服方药兼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熏蒸技

术诊疗  夏季热病BES100;

谌业江 江西省安义县中医院

杨文林 安义县中医院



77 李淑贵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21******100551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伤筋
病BGS000;

余琳 华夏久康中医诊所

贺绍文 中科体检

78 吴闽晖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122438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咳嗽病BNF010;

吴庆华 进贤县二塘乡卫生院

支国水 白圩卫生院

79 刘献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103613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敷熨熏浴类技术-中
药湿敷技术诊疗  疖病BWC010;擅长使用
内服方药兼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湿敷技
术诊疗  痈病BWC070;擅长使用内服方药
兼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湿敷技术诊疗  发

病BWC090;

陶武军 进贤陶武军中医诊所

张跃进 进贤县民和镇卫生院

80 焦细卿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52435 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穴位敷贴技术
诊疗 暴泻病BNP111;

支国水 进贤支国水中医诊所

陈建生 进贤陈建生诊所

81 颜寄仙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11******26333X 擅长使用骨伤类技术-理筋技术诊疗  落枕
病BGS010;

彭伙灵
南昌市东湖区彭伙灵中医

诊所

黄强
南昌市青山湖黄梅岭中医

诊所

82 龚幸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 360123******062954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伤筋病BGS000;擅长使用内服方
药兼灸类技术-温针灸技术诊疗  落枕病
BGS010;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灸类技术-
温针灸技术诊疗  漏肩风病BGS020;擅长
使用内服方药兼灸类技术-温针灸技术诊

疗  伤筋病BGS000;

黄国金 安义县中医院

龚升师 安义县长埠医院



83 胡洪兰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012502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咳嗽病BNF010;

吴庆华 进贤县二塘乡卫生院

支国水 白圩卫生院

84 赵宝亮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610322******143335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头
痛病BNG060;

周毛生 江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陈洪涛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85 唐小毛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60122******122416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腰痛病BNS150;

刘晓根 新建县中医院

罗来武 中医新建县中医院

86 陈银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22******291311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心系病类BNX-
不寐病BNX040;

涂震 新建县中医院

吴世芳 新建县中医院

87 胡景熙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143311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经行头痛病
BFY130;

赵小忠 进贤县中医院

赵道旗 进贤县人民医院

88 王新龙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22******28121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心系病类BNX-
胸痹心痛病BNX020;

涂震 新建县中医院

吴世芳 新建县中医院



89 万玉龙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11******301418

擅长使用灸类技术-隔物灸技术诊疗 风湿
痹病BNV070;擅长使用灸类技术-隔物灸
技术诊疗 骨痹病BNV090;擅长使用敷熨
熏浴类技术-中药熏蒸技术诊疗 风湿痹病
BNV070;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

熏蒸技术诊疗 骨痹病BNV090;

熊汉如 江西省丰城市中医院

杨新华
南昌象湖辉煌中西医结构

门诊部

90 周国云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2202******142311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蛇串疮病
BWP020;

章爱春 南昌莲塘医仕佳诊所

区建龄 青山湖疾控中心

91 陈秋芝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22******21814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胃脘痛病
BNP010;

金书豹
南昌市新建区西山镇中心

卫生院

黄良权
南昌市新建区西山镇中心

卫生院

92 徐长贵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2329******241915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石淋病BNS030;

徐朝营 丰城妇产医院

徐晖 江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93 龚子祐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103******191213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拔罐类技术-刮痧拔
罐技术诊疗 风湿痹病BNV070;

胡美东 南昌市新建区中医院

涂海洪 南昌市新建区中医院

94 陈冬根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502******266012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敷熨熏浴类技术-中
药冷敷技术诊疗 风湿痹病BNV070;

洪献林 进贤九思医院

何东乡 进贤九思医院



95 肖云兰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21******213541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小儿推拿技术诊疗  
小儿咳嗽病BEZ010;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

-小儿推拿技术诊疗  肺炎喘嗽病
BEZ020;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小儿推拿
技术诊疗  小儿泄泻病BEZ120;擅长使用
推拿类技术-小儿推拿技术诊疗  疳病
BEZ090;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小儿推拿

万春 南昌倍邦健康体检中心

潘爱珍
西湖华萱中西医结合门诊

部

96 周钢铃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423******18291X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芒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周春莲
南昌市西湖区周春莲中医

诊所

罗时林 南昌归针堂中医诊所

97 杨建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 360105******081213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诊疗  中风病
BNG080;

龚勇军 江西中医药大学

孙龙秀 湾里孙龙秀诊所

98 李春摇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04******181955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漏肩
风病BGS020;

赵家奎 梅岭卫生防保站

区建龄 江西九三关怀医院

99 杨水香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24******102112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风湿痹病
BNV070;

             周
海星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胡
贵荣

南昌市洪都医院

100 王敬清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2326******030310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咳嗽
病BNF010;

胡美东 南昌市新建区中医医院

黄福珍 新建区中医院



101 胡道鹤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230075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耳鼻喉科病BR-咽
喉病类BRY-梅核气病BRY070;

章爱春 南昌莲塘医仕佳诊所

区建龄 江西九三关怀医院

102 胡友林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53915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胃脘痛病
BNP010;

陈丽
江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

院

吴强
江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学院

医务室

103 陈建英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05******190525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伤筋
病BGS000;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漏肩风病BGS020;

吴强
江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学院

医务室

肖春麟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04 朱筱平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02******222028

擅长使用刮痧类技术-刮痧技术诊疗 损伤
疼痛病BGU050;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

术-中药热熨敷技术诊疗  落枕病
BGS010;

罗金亮 东湖泽被苍生中医门诊部

熊雅兰 东湖泽被苍生中医门诊部

105 胡英全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403******15003X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风湿痹病
BNV070;

冷任轩
南昌博爱名中西医结合门

诊部

周定胜 周定胜中西医结合诊所

106 吴跃东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2502******07081X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伤筋
病BGS000;

涂福康 进贤县白圩卫生院

陶武军 进贤县钟陵卫生院



107 黄志永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60521******117055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经穴推拿技术诊疗  
漏肩风病BGS020;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

毫针技术诊疗  漏肩风病BGS020;

任北琴 南昌千方中医门诊部

吴伟生 南昌市千方门诊部

108 徐玉娘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420281******21002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风湿痹病
BNV070;

熊周勇 新建区人民医院

周燕第 新建区人民医院

109 朱学连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21102******089519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伤筋
病BGS000;擅长使用拔罐类技术-拔罐

（留罐、闪罐、走罐）技术诊疗  伤筋病
BGS000;擅长使用灸类技术-温针灸技术

诊疗  伤筋病BGS000;擅长使用推拿类技
术-皮部经筋推拿技术诊疗  伤筋病

BGS000;

涂  宏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朱宗光
南昌市新建区石岗镇卫生

院

110 陈国水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50321******295659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耳鼻喉科病BR-鼻
病类BRB-鼻鼽病BRB050;

单人骧 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赵玉静
南昌市第二中西医结合医

院

111 饶健红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036811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经穴推拿技术诊疗  
腰痛病BNS150;

黄淡新 南昌县三江镇中心卫生院

钟岩 南昌县疾病控制中心

112 文金进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92717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骨伤科瘤病类
BGL-骨伤科瘤病BGL000;

夏建高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下埠

卫生院

马振刚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张公

卫生院



113 李苏平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21******135247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小儿推拿技术诊疗  
肺炎喘嗽病BEZ020;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
-小儿推拿技术诊疗 -新生儿病类BEX-脐
突病BEX060;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小儿
推拿技术诊疗  厌食病BEZ070;擅长使用
推拿类技术-小儿推拿技术诊疗  疳病

BEZ090;

张健 南昌睿德康诊所

吴露庆
东湖吴露庆中西医结合诊

所

114 万友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91811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腰痛病BNS150;

钟正 南昌市进贤县文港卫生院

张广群 南昌市进贤县文港卫生院

115 李瑞生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2102******023632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推拿类技术-小儿推
拿技术诊疗 脾系病（便秘病）BNP000;

贺绍文 中科体检

余琳 华夏久康中医诊所

116 罗任文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047533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罗时林 南昌县星海一致中医诊所

龚小刚 南昌县中医院

117 章栋栋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 360121******102469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脐针针刺技术诊疗  
厌食病BEZ070;

徐治华 昌东镇卫生院

盛云珠 昌东镇卫生院

118 虞志新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02******13533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中风病BNG080;

邹淑亮
南昌市新建区铁河乡卫生

院

刘志华 新建县中医院



119 黄森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 350124******214534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李莎 南昌市湾里区招贤卫生院

钟岩 南昌益民中西医结合医院

120 周辉军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362221******165955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耳聋
病BNS192;擅长使用刮痧类技术-刮痧技
术诊疗  耳聋病BNS192;擅长使用推拿类
技术-皮部经筋推拿技术诊疗  耳聋病

BNS192;

             周
蓝飞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耳鼻喉科

            邓
琤琤

附属医院耳鼻喉科

121 胡金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13312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石淋病BNS030;

曾印元 进贤县曾印元诊所

支国水 进贤县支国水中医诊所

122 邓群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22******310018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胃脘痛病
BNP010;

王玉 江西中西结合医院

杨词平 江大南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123 黄正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316130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关节运动推拿技术
诊疗  骨折病BGG000;

张敏 南昌县广福镇卫生院

章爱春 罗马1号诊断

124 沈爱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2203******042610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经穴推

拿技术诊疗  腰痛病BNS150;

王玉 八一大道江西中西结合医
院

杨词平
江大南路139号社区卫生

服务站



125 涂国栋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22******044510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王玉 江西中西结合医院

杨词平 江大南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126 莫章梧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 360105******062119
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冷敷技术

诊疗  外科其他病（水火烫伤病）
BWV000;

章跃平
江西省南昌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

秦波
江西省南昌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

127 张芳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02******165825 擅长使用刮痧类技术-刮痧技术诊疗 -乳
房病类BWR-乳癖病BWR050;

彭莉莉 江西中医药大学

吴翔 江西中医药大学

128 刘建强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03******013111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骨伤类技术-骨外固
定支架技术诊疗  骨折病BGG000;

李品炎 西湖李品炎中医诊所

万仁朝
青山湖区湖坊街道新村社

区卫生服务站

129 喻小勇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22******11065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消渴病BNV060;

刘鹏程
南昌象湖力高长者屋综合

门诊部

邹成 新建邹成中医诊所

130 汪清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 360124******010139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瘾疹病BWP110;

叶如骞 南昌高新医院

汪通 南昌高新医院



131 胡超程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63015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胃脘痛病BNP010;

付火旺 进贤县中医院

李卫胜 进贤县中医院

132 蔡晓飞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03******090716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胃脘
痛病BNP010;擅长使用灸类技术-悬灸技

术诊疗 胃脘痛病BNP010;

刘敏勇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焦琳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33 王金梅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140321******120324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程小平 红谷滩程晓平中医诊所

范辉勇 西湖范辉勇诊所

134 刘涛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421081******30001x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中
药热熨敷技术诊疗  腰痛病BNS150;

徐星凯
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街道

沿河社区卫生服务站

许茜
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街道

沿河社区卫生服务站

135 余大龙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60122******240030 擅长使用肛肠类技术-注射固脱技术诊疗  
肛肠病（外痔病）BWG000;

刘鹏程
南昌象胡力高长者屋综合

门诊部

朱志刚 红谷滩官采并综合门诊部

136 阮槐标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01******165017 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湿敷技术
诊疗  伤筋病BGS000;

罗建和 新建县中医院

黄良权
南昌市新建区西山镇中心

卫生院



137 潘建忠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2322******04005X 擅长使用灸类技术-热敏灸技术诊疗  漏肩
风病BGS020;

迟振海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黄国民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38 胡贤弟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11******153512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关节调整推拿技术
诊疗  伤筋病BGS000;擅长使用骨伤类技

术-理筋技术诊疗  伤筋病BGS000;

黄斌山 江西省科技学院医务所

庄义泉  江西省科技学院医务所

139 蔡福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362331******061358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咳嗽病BNF010;

应学池 罗家镇中心卫生院

龚用信
景德镇市开门子

http://120.203.29.206:113
20/user/userLogin

140 胡良诚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427******250015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敷熨熏浴类技术-中
药冷敷技术诊疗 自汗病BNV041;

邹国明 江西中医药大学

陈俊杰 江西中医药大学

141 沈铃伟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02******234851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红蝴蝶疮病
BWP250;

颜纯钏 江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陈平 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42 周国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2330******125815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风瘙痒病
BWP140;

丁明 江西省中医药大学

余涛 江西中医药大学



143 胡天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6061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骨伤类技术-骨折整
复技术诊疗  骨折病BGG000;

付海龙 进贤县中医院

陈会云 进贤县中医院

144 钟志强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521******277013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皮部经筋推拿技术
诊疗  伤筋病BGS000;

              
姚文敏

江西华佗中医门诊部

            单
人骧

江西华佗中医门诊部

145 张京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102******195319 擅长使用拔罐类技术-刺络拔罐技术诊疗 
损伤疼痛病BGU050;

李良 天同医养院

许忠波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46 杜景字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 360425******140213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骨痹病BNV090;

徐正生
经开徐正生中医（综合）

诊所

熊景伟
经开徐正生中医（综合）

诊所

147 闵霞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2******042745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耳针技术诊疗 感冒
病BNW010;

侯新聚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熊伟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148 黄欢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03024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带下病BFD010;

涂瑞荣 进贤县牙前卫生院

赵小忠 进贤县中医院



149 陶腊菊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30184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带下病BFD010;

王绳新 进贤县中医院

付洪岗 进贤县中医院

150 魏国华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122******188128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月经过少病
BFY050;

魏国刚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桃花镇

李丽 南昌市新建区中医医院

151 廖邓根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22******032414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腰痛病BNS150;

唐运倜 新建国医国药综合门诊部

程子义 新建区国医国医

152 龚桃园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60426******041731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熊全礽
新建区熊全礽中医内科诊

所

熊震伟
新建县熊震伟中西医结合

诊所

153 威和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013033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敷熨熏浴类技术-中
药热熨敷技术诊疗  附骨疽病BWC131;擅
长使用内服方药兼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
热熨敷技术诊疗  环跳疽病BWC132;擅长
使用内服方药兼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热

熨敷技术诊疗  发背疽病BWC102;

万祥云 进贤县民和镇卫生院

张志林
进贤县张志林中西医结合

诊所

154 吴水全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195514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手针技术诊疗  损伤
疼痛病BGU050

龚循斌 南昌县人民医院

李建中 南昌县人民医院



155 刘海燕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60781******084223 擅长使用灸类技术-悬灸技术诊疗 胃脘痛
病BNP010;

陈玉麟 九江市中医院

陈述 九江市中医院

156 钟荣长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60104******020018 擅长使用中医微创类技术-刃针技术诊疗  
伤筋病BGS000;

申梦辉 南昌圣余堂诊所

周伯平 周伯平中医内科诊所

157 颜干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321******148015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泄泻病BNP110;

王飞 南昌岐黄中医门诊部

魏明全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58 隋彦斌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70629******106039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洪素云 新建熊一清中医诊所

汪云辉 东湖区汪云辉中医诊所

159 胡火星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 362331******27051X 擅长使用中医微创类技术-针刀技术诊疗  
腰痛病BNS150;

于晓明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吕国雄
江西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

160 赵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70205******205557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中风
病BNG080;

胡维敦 九江市中医院

  陈述 九江市中医院



161 高想仁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 362330******12399x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胃脘痛病
BNP010;

盛云珠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昌东

卫生院

徐治华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昌东

卫生院

162 周佩龙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02******012432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骨痹
病BNV090;

巫全胜 宜春职业技术学校

王小丽 宜春学院

163 李青翠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612423******294825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胃脘
痛病BNP010;

钱海良 南昌赣江中医门诊部

万仁朝 南昌市易林国药馆

164 颜林庆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175152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骨伤类技术-理筋技
术诊疗  伤筋病BGS000;

赵宏仂 赵宏仂中医综合诊所

易建新 易建新中医诊所

165 黄桂秧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2229******190027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闭经病BFY09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痛经病BFY07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慢性盆腔炎;擅长
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产后恶露不绝;擅长使

用内服方药诊治  月经不调;

张敏霞 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彭雪 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166 邹爱民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092113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不育不孕病;

胡贵荣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赵小忠 进贤县中医院



167 杜云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11******150937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胃脘痛病
BNP010;

黄梅玲
青山湖黄梅玲中医综合诊

所

池惠清
青山湖黄梅玲中医综合诊

所

168 罗国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 360121******222950 擅长使用中医微创类技术-刃针技术诊疗  
漏肩风病BGS020;

闵玲玲 南昌县八一乡卫生院

李加林 南昌县蒋巷村卫生室

169 黄兴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103******192231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落枕
病BGS010;

李克芳 南昌宁康综合门诊部

龚光辉
湾里区站南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170 钟春发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62134******133614 擅长使用灸类技术-悬灸技术诊疗  腰痛病
BNS150;

陈玉麟 九江市中医院

陈述 九江市中医院

171 张子桂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02******050017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漏肩
风病BGS020;

胡玉亮 南昌市新建区人民医院

张仔富 江西省体育医院

172 邹国金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11******150933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痰饮病BNP160;

陈俊杰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邹国明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73 周明轩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02******07053X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胃脘痛病
BNP010;

陈滨 新建县人民医院

胡玉亮 新建县人民医院

174 余红岗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22******250457 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穴位敷贴技术
诊疗  伤筋病BGS000;

徐永庭
江西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

院

邹金生
南昌市中科中西医结合门

诊部

175 涂永梅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360121******066962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漏肩
风病BGS020;擅长使用拔罐类技术-刮痧

拔罐技术诊疗  漏肩风病BGS020;

李燕平 南昌市明州康复医院

窦鹏辉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洪

都琉璃中医门诊部

176 徐水娥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60426******250660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黄梅玲
青山湖黄梅岭中医综合诊

所

池慧清
青山湖黄梅岭中医综合诊

所

177 宋晓薇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210104******130321 擅长使用骨伤类技术-理筋技术诊疗  落枕
病BGS010;

彭伙灵
南昌市东湖区彭伙灵中医

诊所

黄强
南昌市青山湖黄梅岭中医

综合诊所

178 万辉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246118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咳嗽病BNF010;

刘方力 南昌市湾里区太平卫生院

高振凡 南昌市湾里区太平卫生院



179 朱加亮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22******290612

擅长使用其他类技术-搓痧技术、中药点
蚀技术、中药外敷技术诊疗 风湿痹病

BNV070;擅长使用其他类技术-搓痧技术

、中药点蚀技术、中药外敷技术诊疗 骨
痹病BNV090;擅长使用其他类技术-搓痧
技术、中药点蚀技术、中药外敷技术诊

疗 肌痹病BNV100;

赵亮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中医

医院

邹淑亮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铁河

乡卫生院

180 黄宁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2326******070053
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湿敷技术

诊疗  外科其他病（水火烫伤病）
BWV000;

郑智
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中西

结合科

曾纪权
江西省肿瘤医院中西结合

科

181 李怀忠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430104******283051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心系病类BNX-
不寐病BNX040;

李唯钢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龚安
江西中医药大学姚荷生研

究室中医门诊部

182 范晓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50582******29951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灸类技术-悬灸技术

诊疗 -心系病类BNX-胸痹心痛病
BNX020;

张念清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曾庆霖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183 徐文惠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2202******144624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推拿类技术-器物辅
助推拿技术诊疗  胁痛病BNG010;

巢建洪 南昌县中医院

熊景伟
经开徐正生中医（综合）

诊所

184 谭丹华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074622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
痛病;

宗懿 江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宗崇阳 江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185 赵吴双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411322******273826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施恺 南昌市第五医院康复科

叶文国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二科

186                  
樊昀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424******241552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耳鼻喉科病BR-鼻
病类BRB-鼻渊病BRB060;

涂七龙
南昌市青山湖区南昌赣医

医院

 冷健斌
南昌市青山湖区南昌赣医

医院

187 闵艳红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04******151949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咳嗽病BNF010;

刘方力 南昌市湾里区太平卫生院

高振凡 南昌市湾里区招贤镇医院

188 付炎辉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1425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石淋病BNS030;

王绳新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中医

院

陈火印 下华卫生院

189 万波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02******230017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耳鼻喉科病BR-口
齿病类BRK-牙痛病BRK010;

陈至明 南昌市第九医院

万江田 南昌万氏父子医疗门诊部

190 陈青兰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117228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漏肩
风病BGS020;

熊兴勇 江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梅鸥 江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191 程菊平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60122******030948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面瘫病BNV120;

程小平 红谷滩程晓平中医诊所

范辉勇 西湖范辉勇诊所

192 何萍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502******140021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漏肩
风病BGS020;

熊兴勇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梅鸥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93 裴干洲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125816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黄淡新 南昌县向塘镇中心卫生院

钟岩
南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194 向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22******230013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胃脘
痛病BNP010;

邓海贵 南昌市新建区中医医院

黄福珍 南昌市新建区人民医院

195 蔡云云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123******261528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火针技术诊疗  扁瘊
病BWP031;

魏明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耿乐乐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196 戈秋香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2222******143567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风湿痹病
BNV070;

管佩宁 丰城君康医院

陈慧能 南昌幸福时光医仕佳诊所



197 张增勇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 360123******202994 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湿敷技术
诊疗  骨折病BGG000;

涂益杨 安义县协和医院

刘金钰 安义县长埠医院

198 王磊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 360123******03195X 擅长使用骨伤类技术-中药湿敷技术诊疗  
伤筋病BGS000;

袁青华 安义县袁青华诊所

张医平 安义县张代表医院

199 程新辉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360124******232419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胃痞病BNP020;

项书尖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伟梦

清水湾宝峰项氏中医

刘方力
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太平

卫生院

200 蔡海德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103******102214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心系病类BNX-
不寐病BNX040;

胡荣华
西湖胡华荣中西药结合诊

所

申梦辉 南昌市新建区人民医院

201 陈绍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51219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推拿类技术-经穴推
拿技术诊疗  腰痛病BNS150;

洪柏元 进贤县洪柏元诊所

肖火龙 肖火龙诊所

202 熊和文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020054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骨伤类技术-骨折整
复技术诊疗  骨折病BGG000;

焦呈亮 进贤县人民医院

赖科燊 进贤县中医院



203 尚方亮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2232******10242x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带下病BFD010;

王铮
江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

徐玲
江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

204 杨英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 362323******243646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面瘫
病BNV120;

孙雁斌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王云

芝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刘沙塔
南昌市经开区南昌理工学
院英雄校区卫生所（英雄

二路）

205 孙利仁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 362323******080017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孙雁斌
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
区王云芝中西医结合门诊

部

刘沙塔
江西省南昌理工学院英雄

校区卫生所

206 刘英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2233******060045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痹
病;

熊兴勇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梅鸥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07 李海华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502******063725 擅长使用灸类技术-温针灸技术诊疗  漏肩
风病BGS020;

钟水秀 南昌铁路中心医院

邹伟东
江西省南昌市第九医院骨

伤科

208 罗秀兰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2429******152122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伤筋病BGS000;

喻仁根
南昌市东湖区公园街道环

湖社区卫生服务站

孙金水 南昌市第一医院



209 任火根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11******092119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针刺类技术-皮肤针
（梅花针）技术诊疗 面瘫病BNV120;

黄梅玲
青山湖黄梅玲中医综合诊

所

池惠清
青山湖黄梅玲中医综合诊

所

210 胡菊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111******131473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头痛病BNG060;

胡超英
南昌市西湖区系马桩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甘小妹
南昌市西湖区系马桩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11 廖小红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2424******295422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月经先期病
BFY010;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月经后

期病BFY020;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痛
经病BFY070;

罗建华 泾口乡卫生院

陶国保 泾口乡卫生院

212 梅岱琤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440102******033228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胃痞病BNP020;

姚文敏 江西南昌华佗中医门诊部

刚铁铮 江西南昌华佗中医门诊部

213 曹荷英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2232******111824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胃脘痛病
BNP010;

何松寿
南昌中科熹庐中西医结合

门诊部

王建华
南昌阳康中西医结合门诊

所

214 欧阳付琴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422129******094711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小儿推拿技术诊疗  
小儿咳嗽病BEZ010;

陈宝玲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门

诊部

龚勇军 江西中医药大学



215 程春发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103******070736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针刺类技术-八卦脐
腹针法诊疗  腰痛病BNS150;

曾勇辉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万木荣 美康健康体检中心

216 蔡骏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403******040334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皮部经筋推拿技术
诊疗  漏肩风病BGS020;

李兴林
江西敦寿堂国药有限公司
阳明路中医坐堂医诊所

廖云海 江西安康中医院

217 罗时敏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170018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风湿
痹病BNV070;

罗金亮 南昌新杏林中医门诊部

杨承才
南昌县莲塘镇杨承才中医

诊所

218 周子龙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102******19001X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漏肩风病BGS020;

彭伙灵
南昌市东湖区彭伙灵中医

诊所

张国俊 南昌市西湖区古正堂诊所

219 聂付生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22******212139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胃脘痛病
BNP010;

欧阳旭炣 望城卫生院

胡美东 新建县中医院

220 熊学仁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 360425******15173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腰痛病BNS150;

李金华
红谷滩新区沙井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袁烛荪
国营南昌市北郊林场卫生

所



221 黄莉萍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03******181744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关节调整推拿技术
诊疗 -脱位病类BGT-脱位病BGT000;擅
长使用骨伤类技术-理筋技术诊疗 -脱位
病类BGT-脱位病BGT000;擅长使用骨伤
类技术-脱位整复技术诊疗 -脱位病类

BGT-脱位病BGT000;

汪云辉 东湖汪云辉中医诊所

张文琮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22 刘琳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2422******060043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擅长使用拔罐类技术-刺络拔

罐技术诊疗  腰痛病BNS150;

窦鹏辉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洪

都琉璃中医门诊部

龚安
江西中医药大学姚荷生研

究室门诊部

223 胡秋生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260012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漏肩
风病BGS020;

黄强
青山湖黄梅玲中医综合诊

所

李莎
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招贤

卫生院

224 王涛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02******231620 擅长使用拔罐类技术-针罐技术诊疗  黧黑
斑病BWP300;

魏明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胡初向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25 洪虹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 362527******075424
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湿敷技术
诊疗耳鼻喉科病BR-鼻病类BRB-鼻渊病

BRB060;

刘倩
南昌市湾里区站前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徐虹 南昌市湾里区湾里中医院

226 涂莽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21******185857
擅长使用骨伤类技术-理筋技术诊疗  伤筋
病BGS000;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伤筋病BGS000;

许忠波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黄仙保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27 王圣榕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 362322******167828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胡菊生 南昌现代门诊部

陈建华 南昌逢春诊所

228 肖桂兰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2430******120024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面瘫
病BNV120;擅长使用灸类技术-热敏灸技

术诊疗 面瘫病BNV120;

陈建华 江西中医学院

任北琴 南昌市第三医院

229 管菁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11******120949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肩痹
病;

             熊
兴勇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梅鸥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30 张燕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360104******270429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手针技术诊疗眼科
病BY-眼科其他病类BYV-眼科其他病

（近视病）BYV000;

陈小娟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眼科）

贾洪亮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眼科）

231 毛小铭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02******145350

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冷敷技术
诊疗  疖病BWC010;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

技术-中药冷敷技术诊疗  丹毒病
BWC080;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

冷敷技术诊疗  丹毒病BWC080;擅长使用
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冷敷技术诊疗  蛇串
疮病BWP020;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

许来宾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魏祖龙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232 易显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02******104311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其
他(请录入)-腰痹病;

            宗
懿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宗重阳

江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233 邬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124******153314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面瘫
病BNV120;

黄强
抚州市临川区太阳镇卫生

院

王发根 进贤县泉岭乡卫生院

234 李慧芳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2422******156226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皮部经筋推拿技术
诊疗  腰痛病BNS150;

王玉 江西中西结合医院

杨词平 江大南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235 陈春如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62223******16435X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伤筋
病BGS000;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落枕病BGS010;擅长使用针刺类
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漏肩风病BGS020;

夏雷翔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周娟娟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36 李丽红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362331******011349

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水火烧烫伤技
术诊疗  外科其他病（水火烫伤病）

BWV000;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

湿敷技术诊疗  外科其他病（水火烫伤
病）BWV000;

陈世奔 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医院

郭瑞
鄱阳县古县渡古镇钟家岸

村龚用信中医诊所

237 张惠波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440126******045427 擅长使用刮痧类技术-刮痧技术诊疗  漏肩
风病BGS020;

彭莉莉 江西中医药大学

吴翔 江西中医药大学

238 郑才辉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11511x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敷熨熏浴类技术-中
药湿敷技术诊疗  ;

饶海兰
进贤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医务室

万月明
进贤县万月明中医综合诊

所



239 邓国生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21******084633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漏肩
风病BGS020;

任北琴 南昌千方中医门诊部

花敬先
御锦城社区服务卫生工作

站

240 王诗梦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 362322******247827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胡菊生 南昌现代门诊部

陈建华
南昌逢春中西医结合门诊

部

241 刘诗哲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360104******011075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耳鸣病BNS191;

高振凡 南昌市湾里太平卫生院

刘方力 南昌市湾里太平卫生院

242 曹漪莲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42422******067005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灸类技术-悬灸技术
诊疗  痛经病BFY070;

唐木根 南昌急救中心

庄静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243 公帮泉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277214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风湿痹病
BNV070;

衷诚 南昌县中医院

周征海 南昌县中医院

244 张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03******192211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不孕病BFZ040;

谢玲 江西中西结合医院

钱海良 南昌赣江堂中医门诊部



245 刘丽华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11******02252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其他类技术-诊疗  粉
刺病BWP200;

钱海良 南昌赣江堂中医门诊部

谢玲 江西中西结合医院

246 李能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100352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腰痛病BNS150;

王高祖 临川区中医院

李碧丽 临川区第一人民医院

247 李相赞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11******292515 擅长使用拔罐类技术-刺络拔罐技术诊疗 
损伤疼痛病BGU050;

李唯钢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龚安
江西中医药大学姚荷生研

究室中医门诊部

248 王莺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02******046385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骨痹
病BNV090;

张燕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仁心综

合门诊部

刘小纯 江西师大校医院

249 肖和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04******150455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外感咳嗽病
BNF011;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哮病
BNF040;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喘病

BNF050;

张伟 洪都新村张伟中医诊所

党迎军 青山湖党迎军诊所

250 喻斐斐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360102******084326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漏肩
风病BGS020;

宗懿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科

宗重阳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针灸科



251 徐祥成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122******175730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殷霞 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万明智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252 黄庆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02******173317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针刺类技术-毫针技
术诊疗  腰痛病BNS150;

洪素云 新建熊一清中医诊所

高振凡 南昌市湾里区太平卫生院

253 王尚亮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2202******024411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崩漏病BFY10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不孕病BFZ04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带下病BFD010;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产后病类BFC-
产后血晕病BFC010;擅长使用内服方药
诊治 -妇科瘤病类BFL-妇科瘤病BFL000;

万春 南昌倍邦健康体检中心

潘爱珍
西湖华萱中西医结合门诊

部

254 周任光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04******181534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皮部经筋推拿技术
诊疗  腰痛病BNS150;

许忠波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刘朝霞 南昌市第九医院

255 肖志坚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2429******030330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伤筋
病BGS000;

秦英 三七二厂

魏小明 省中医院

256 赖球艳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502******210427 擅长使用灸类技术-热敏灸技术诊疗 脾系
病（便秘病）BNP000;

江月霞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黄仙保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57 刘友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0321******036015 擅长使用骨伤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伤筋
病BGS000;

熊伟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程凌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258 胡建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02******255337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外感咳嗽病
BNF011;

吴露庆
经开吴露庆中西医结合诊

所

王建华
南昌阳康中西医结合门诊

部

259 卢敦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3******270314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头痛
病BNG060;

万仁朝 南昌象湖易林中医门诊部

梁立
江西省水电工程局职工医

院

260 涂相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02******114334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胃痞病BNP020;

吴伟生
江西省南昌市华佗中医门

诊部

钱海良 南昌赣江堂中医门诊部

261 李阳成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2326******196318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消渴病BNV060;

袁敦荣 西湖袁乐云中医内科诊所

蒋云峰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62 胡维涛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111******153312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心
系病类BNX-不寐病BNX040;

黄传发
江西省修水县四都中心卫

生院

梁光荣 江西宜丰县新庄镇卫生院



263 章凤珍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360121******016421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痛经病BFY070;

谢玲 江西中西结合医院

李唯钢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64 俞雷飞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30921******155014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心系病类BNX-
不寐病BNX040;

蒋力生
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国医堂)

查青林 江西中医药大学

265 陈冬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320322******035637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擅长使用拔罐类技术-刺络拔
罐技术诊疗  腰痛病BNS150;擅长使用灸
类技术-悬灸技术诊疗  腰痛病BNS150;

李燕平 南昌明州康复医院

窦鹏辉
东湖圣爱中医门诊部（现
更名青云谱琉璃中医门诊

部）

266 黄俊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423******232918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心系病类BNX-
不寐病BNX040;

朱容松 武宁县惠康医院

朱明 武宁县中医院

267 朱学明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360122******296932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皮部经筋推拿技术
诊疗  伤筋病BGS000;

龚安
江西中医药大学姚荷生研

究室中医门诊部

谢玲 江西中西结合医院

268 吴关关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424******145708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经穴推拿技术诊疗  
痛经病BFY070;

陈平 南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颜纯钏 江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269 杨耀红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0215X 擅长使用灸类技术-三伏天灸技术诊疗  漏
肩风病BGS020;

肖永焕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杨小健 进贤县三里乡卫生院

270 张增敬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440822******201897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结

合三棱针诊疗  腰痛病BNS150;

丁晓音
江西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

李淑彦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71 吴岚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03******231723 擅长使用刮痧类技术-刮痧技术诊疗  漏肩
风病BGS020;

彭莉莉 江西中医药大学

吴翔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阳明

路56号

272 谌阳琳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60102******02282X 擅长使用其他类技术-揉抓排乳技术诊疗 
-产后病类BFC-产后缺乳病BFC110;

吴芬芳 南昌民众中西医门诊部

祁本杰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273 崔毅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360103******220075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浮针技术诊疗 损伤
疼痛病BGU050;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浮

针技术诊疗  伤筋病BGS000;

平倩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中医经典科

叶超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中医内科

274 刘运萍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 362222******205324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胡菊生 南昌市现代医疗门诊部

熊海根
南昌市进贤县民和镇胜利
北路18号熊海根中医诊所



275 刘强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 360123******03001X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兼针刺类技术-皮肤针
（梅花针）技术诊疗  油风病BWP220;

陈敬辉 安义县中医院

谌业江 安义县中医院

276 陶茂凤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360122******29482x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朱容松 武宁县惠康医院

朱明 武宁县中医院

277 胡燕燕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130026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内伤咳嗽病
BNF012;

许德深 进贤县中医院

胡敏 进贤县中医院

278 徐淑军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0121******071961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月经先后无定期
病BFY030;

曾快昌
江西省南昌县蒋巷中心卫

生院

涂军能
江西省南昌县蒋巷中心卫

生院

279 邓俊红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360111******150026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浮针技术诊疗 损伤
疼痛病BGU050;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浮

针技术诊疗  伤筋病BGS000;

平倩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中医经典科

叶超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中医内科

280 于水金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21******196128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

章伟 江西省公安消防总队医院

陈之江
东湖陈之江中西医结合诊

所



281 刘芝凤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 360102******023841
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冷敷技术
诊疗耳鼻喉科病BR-鼻病类BRB-鼻鼽病

BRB050;

陈敬辉 安义县中医院

谌业江 安义县中医院

282 姜和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360124******234837
擅长使用灸类技术-悬灸技术诊疗眼科病
BY-眼科其他病类BYV-眼科其他病（近

视病）BYV000;

陈国龙 进贤县人民医院

赵道旗 进贤县人民医院

283 王骏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121******233114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痛经病BFY070;

吴伟生 江西南昌华佗中医门诊部

张莹莹
江西中医药大学岐黄中医

门诊部

284 蒋小妹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111******210928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经穴推拿技术诊疗  
痛经病BFY070;

熊海根 熊海根中医诊所

乐小冬 乐小冬中医诊所

285 余枫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60102******193322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粉刺
病BWP200;

乐小冬 进贤县乐小冬中医诊所

熊海根 进贤县熊海根中医诊所

286 朱召立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231102******203238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泄泻
病BNP110;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经穴推

拿技术诊疗 泄泻病BNP110;

李莎 湾里区招贤卫生院

钟岩 南昌益元中西医结合医院



287 刘灵娟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412821******101549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月经先后无定期
病BFY030;

王家林 南昌王家林中医诊所

董卫莉 江西广济医院

288 肖常杰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432503******075952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喘病BNF050;

熊伟 新建区中医医院

杜平 新建区中医医院

289 谈文平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 360122******202753 擅长使用内服方药诊治 痛风病BNV050;

徐琴根 西湖徐琴根诊所

陈建华 南昌逢春诊所

290 李萍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360102******020046 擅长使用其他类技术-中医柔性整骨诊疗 
中医柔性整骨;

李良 江西省天同医院

龚光辉
站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291 杨忠贤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440502******200039 擅长使用敷熨熏浴类技术-中药热熨敷技
术诊疗  骨折病BGG000;

吴来发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吴法强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292 唐永红 女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03******040020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腰痛
病(BNS150);

喻仁根
南昌市东湖区喻仁根中西

医结合诊所

陈剑波 南昌市第一医院



293 方晖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362101******262537 擅长使用针刺类技术-毫针技术诊疗 -心
系病类BNX-不寐病BNX040;

陈剑波 南昌市第一医院

熊卫 南昌市第一医院

294 李鹏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60102******16071X 擅长使用骨伤类技术-夹板固定技术诊疗  
骨折病BGG000;

刘小敏
江西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

张斌 南昌市急救中心

295 徐立新 男性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 360123******240314 擅长使用推拿类技术-关节调整推拿技术
诊疗 损伤疼痛病BGU050;

涂益杨 安义新一医院

刘金钰  安义县长埠镇卫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