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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即国家级中医大师，代
表着中医界的最高荣誉！在重庆，首位
国医大师是谁？他就是重庆市中医院
的郑新。

5月28日，在郑新家中，提起国医
大师这个荣誉时，94岁的郑老很谦虚，

“这和我们肾病科整个团队的努力分不
开。”

自2011年起，郑老因病不再接诊，
但他却是重庆名副其实的中医第一人，

他用大半辈子证明中医不仅能治慢性
病，也能治急病。他致力于中医急症研
究，并执着于中医治疗肾病的长期探
索，创立了“肾病三因论”和“肾病多瘀
论”，成为我市中医防治肾脏病名家，先
后参编学术专著10余部，研制中药院
内制剂10余种。

为中医“抱不平”
证明中医也能治急病

“我是1949年12月26日来到重庆
的。”郑老其实是河南郏县人，说话间仍
带着河南口音。

1949年，响应解放大西南的号召，
一腔热血的郑新在教室里坐不住了，

“当时我虽在河南大学医学院读大二，
但还是决定参军。”

在部队里，每当郑新看见伤者或疑
难杂症患者痛苦不堪，而自己又束手无
策时，他便后悔：自己为啥没能系统地
完成大学学业！

1954年，郑新再次考入四川医学
院医疗系学习西医。

可后来为何转而学习中医？
“因为中医的神奇，我是亲身见识

过的。”郑老的讲述让人回到了 1953
年。

当时，郑新因打球扭伤了手腕，疼
痛难忍，中医科的医师见他十分痛苦，
便给扎了几针，第二天他的手腕居然如
同被施了魔法一般，痊愈了。从此，郑

新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8年，郑新加入重庆市第二届西

学中班学习，毕业后进入了重庆市中医
院。

在人们的印象里，中医一般只能治
疗慢性病。郑新和同事黄星垣却不这
样认为。“谁说中医不能治疗急症？”他
俩决定一起攻克这一难题。

郑新利用业余时间查阅了大量
的古代中医典籍，对古方进行改良，
逐渐形成一套中医应对急症的理论，
还研发了系统的中医制剂配方——清
热解毒针、参麦针、针液养阴针、火
把花根片等，这些药有的能直接静
脉注射，有的可以口服，对于外感高
热、感染性休克、心绞痛、心律失常、休

克等急症和慢性肾炎等都有显著的效
果。

其中，参麦针从1978年开始研制，
用时8年，经过药理试验、动物试验和用
于人体后正式投产，至今都还是国家指
定的中医院急症抢救指定药品之一，可
治疗气阴两虚型之休克、冠心病、病毒
性心肌炎等。

回忆起那段风风火火的日子，郑老
心里满是欢喜。

上世纪80年代，在医院的支持下，
郑新决定办急症学习班，推广中医治急
症的理论和方案。学习班一共办了20
多期，郑新还受邀到上海、河南、陕西、
河北、湖北、辽宁等省市讲学，学员遍布
大江南北。

虽然为中医“抱不平”，但郑老也从
不否认西医。郑老始终认为，专中不西
不全，学术应互相渗透，取其长。

设立肾病科
专注中医治疗肾脏病

“救救我的孩子吧！求你了！”刚下
门诊的郑新，被一位母亲拦住了，抱着3
岁女儿就要下跪。

当时，女孩全身浮肿，眼睛肿得只
剩一条细缝，大量腹水和胸水积在体
内，连坐着都气喘。

据郑新的学生、市中医院肾内科主
任熊维建回忆，那是2002年，女孩在其
他医院被诊断为肾病综合征，进行激素
治疗后，病情反倒加重，连院方都建议
家属放弃治疗。

那为何会找到郑新？
上世纪90年代，郑新发现，高血压

肾脏病、糖尿病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
高，中医系统却缺少专门医治肾病的良
方，于是，他开始专注于肾脏病的中医
治疗。

通过研究，郑新创立了“肾病三
因论”和“肾病多瘀论”，先后研制出
疗效独特的院内制剂肾病Ⅰ号、肾病
Ⅱ号等，研制的“补肾胶囊”“肾衰灵
灌肠液”可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延
缓肾脏病的发展，挽救了众多患者的
生命。

1999年，年过古稀的郑新已满头白
发，即便如此，仍坚持看门诊、查房。这
一年，他提出自己一直未了的心愿：创

办一个中医肾病专科，把几十年积累的
经验传授给年轻人。

2000年冬天，重庆市中医院肾病
科正式组建。郑新把更多的精力放在
了“传帮带”上，他坚持每周两次门诊和
早晨教学查房，定期讲课，并为年轻医
生点评医案。从中医十问，到望闻问
切，如何以小见大、如何开方用药，郑新
都会作详尽解释。在他的辛勤耕耘下，
市中医院肾病科成长为重庆市重点学
科，2013年成为国家临床中医重点专
科，跻身全国名科前列。

“学习中医首先态度要端正，要戒
骄戒躁，不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中
医需要积累，要学好中医，可能需要投
入毕生的精力。”郑老总是告诫学生说，
学习中医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修
德”，二是“研术”。他反复告诫学生，学
医先习德，学中医必须先“正心端品，怀
仁去贪”。要从内心深处真正做到“急
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要先怜悯病
人，替病人难受，要把病人的病当成自
己的病一样看待，千方百计解除病人的
痛苦。

体谅患者
把脉问诊开方用药一丝不苟

郑老还有一个规矩：只要是出门
诊，早上7点他就会到诊室；对每个病人
都仔细询问既往病史，看病历记录，把
脉问诊，再开方用药，整个过程一丝不
苟。

有时患者赶到医院，已到下班时
间，门诊挂不了号，患者就跑到诊室，请
求加号。对于患者的加号要求，郑新从
来不拒绝，只要有病人在，不管多晚，他
都坚持看完才下班。

“老师有糖尿病，门诊时常常不能
按时吃饭，但他从无怨言，也一点不敷
衍患者。”熊维建告诉记者，郑新常对他
们说，病人的心情要体谅，多耽搁一分
钟对他们就多一分煎熬。

不仅如此，郑新还把自己的电话号
码告知患者。有时对方半夜打电话来
询问，他也认真回复，对于一些病情严
重的，他还通知患者入院，并为患者联
系病床，制订治疗方案。

2011年，郑新因病不能再在医院
工作，许多患者想来看望他，他都一一
拒绝了。郑新说：“患者有患者的难处，
他们感谢的心我领了，但我不想再给他
们增加麻烦。”

郑新一生看过多少病人？据医院
粗略统计，经郑新诊治的患者多达数十
万人次，遍布全国各地。

“虽然郑老已经退休，其宝贵经验
和学术思想却留了下来，传承给更多中
医人。”市中医院院长左国庆说。

郑新 重庆首位国医大师的“医者仁心”
本报记者 李珩

人物名片

郑新，男，1925 年 5 月生，
国医大师，市中医院主任医师，
著名肾病专家，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临
床重点专科（中医专业）——重
庆市中医院肾病科创始人，全
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导师。

区域凤凰涅槃
迎来发展新机遇

近年来，重庆城市发展进入快车
道。汽博板块作为渝北区最早开发
的区域之一，从2004年开始，龙湖、
保利、金科、棕榈泉、融创、复地等品
牌房企就相继在金开—汽博片区落
子，打造出代表重庆高端居住水准的
聚集区。

事实上，汽博中心从“中心”二字
就能突出其板块核心地位的优势。
但是汽博中心由于成熟较早，反而因
为新供居住工地较少，成为最易被忽
视的核心板块。

近日，汽博片区再次进入人们视
野，“重庆泰山电缆搬迁”的消息让汽
博板块广受关注。

2019年 5月，渝北区政府公众
网站挂出《渝北区政府公报2019年
第1期》，里面透露“将加快泰山电
缆、红岩方大、华牧等企业的升级搬
迁，有效盘活土地、厂房等资产，实现
腾笼换鸟”。

据了解，泰山电缆厂房原占地面
积约650亩，地块将调整为商业商务
用地和小学用地，汽博板块商圈和配
套将进一步改善升级。

随着工业企业搬迁，汽博区域发
展将迎来升级新机遇。借此“城市更
新”机会，汽博板块将展开探索城市
空间和服务重构，一个全新的城市核
心区域或将陆续呈现出来。

在此背景下，世茂应城市发展需
求，提前落子汽博核心板块。可以

说，时机选择得刚刚好。
2017年，世茂坚持苛刻择址观，

始终布局城中稀贵之地，落子汽博三
亚湾板块，倾尽匠心在此打造出世茂
璀璨系高端产品——璀璨天城，将

“人”和“建筑”有机结合，打造出百万
平方米大盘，革新“北区”人居标准，
助力美好生活。

以璀璨系致敬城市
产品更迭助力人居升级

尊重城市发展，倾力打造每一块
珍稀土地，世茂始终不遗余力。

2014年，世茂开疆重庆，棋定照
母山，布局世茂茂悦府项目。随后

“君望墅”、“珺悦府”等多个别墅组团
亮相，以不断的产品更迭致敬城市高
端人居理想。

与之而来的，是市场对世茂的认
可和支持。其背后的原因是世茂与
重庆的深度融合，对人居的匠造积
淀，对市场的需求洞悉，对产品的质
量把控。

2018年，世茂再次产品升级，携
璀璨系首度入渝，世茂将以丰富的地
产开发经验、敏锐的城市脉络把握、
人性化的情景社区打造为重庆城市
精英阶层臻献更加美好的璀璨生活。

纵观世茂的入渝布局支路，无论
是照母山还是汽博板块，可以发现其
始终立足于城市板块核心。

近年来，璀璨天城周边生活配套
越渐完善。交通方面，临近轻轨10号
线，另有机场高速、金渝大道、金开大
道横贯其中，立体交通纵横，可快速
通达沙坪坝区、渝中区、江北区和渝
北区等核心区域。

教育方面，项目配套两所幼儿园
（规划中），项目周边有相应小学、中
学等配套。与此同时，璀璨天城还引
入世茂“360光合教育社区”体系，实
现0-12岁全周期配套，助力孩子健
康成长。

商娱方面，项目汇集三亚湾水产
市场、宜家、奥特莱斯、在建的两江中

迪广场、美联广场等在侧，在此形成
了麦宜奥城市综合商圈，商圈特色明
显，满足业主人群多方面消费需求。

世茂璀璨天城定址汽博核心板
块，是时代大潮既定的选择，也是区
域蓬勃发展的向心力吸引。布局于
此，究其背后的原因，是对区域经济
发展与板块潜力释放的不断看好，也
是以高端系致敬城市，对区域人居进
步的不断革新和推动。

晏旸组团焕新面世
高标准打造理想情景社区

好的土地需要好的产品与之匹
配才能相得益彰，布局璀璨系，正是
对城市核心区域的致敬。

市场是产品质量的试金石。正
是因为好的产品和好的区域，2018
年 7月，璀璨天城首期产品一经亮
相，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此后，
世茂璀璨天城市场表现仍旧亮眼。

事实上，世茂璀璨天城无论是前
期设计规划、产品打造细节，还是后
续情景社区构造，舍弃了模式化的打
造手法，与城市深入融合，深度调研
最根本的居住和精神需求。在建立
起这种对城市、对人的深度理解之
后，世茂凝炼匠心与修为，不断打造
一个个真正深入人心的作品。

近日，璀璨天城项目即将迎来重
磅新品——晏旸组团。据了解，晏旸
组团为璀璨天城4个组团中体量最
大的部分，产品标准也是最高的，涵
盖高层、洋楼、叠拼等多种置业选择。

景观方面，摒弃了传统的阵列式
排布，采用围合布局，牺牲大量土地
面积去打造宽敞的建筑退距，预留出
了约8000平方米的景观操作空间，
根据小区从西向东的地势高差，采用
交相辉映的组团布局模式，最大程度
的保证整个组团的采光需求，以简洁
精练的“山林水光影”等景观元素，从
形象气质、礼制仪式、情景意境等方
面营造主题分明的景观空间，为“归
家”营造一种直达人心舒适体验。

内部配套上，晏旸组团设置了光
谷生活走廊、活力大中庭、儿童游乐
区、林下书吧等多个景观节点及休闲
空间，以臻美的社区品质、真诚的社
区交互体验，通过对各种生活场景的
重构，打造出富有情境感的社区。

产品设计方面，晏旸组团精研生
活美学，通过多重情境模拟，打造最
佳室内动线，板式结构建筑，南北通
透、户型方正的大开间里，采用人性
化的曲线规划，空间灵活多变，满足
最大效果的采光、通风等，既满足功
能性，又保障私密性。

更舒适、更人性、更细节、更品
质、更美好，每一个关键词的背后是
无数世茂人的心血和汗水，对城市人
居的探索和迭代升级，是世茂对城市
发展的致敬，也是世茂对深耕重庆的
决心与动力。

方媛 图片由世茂提供

晏旸组团焕新登场 世茂·璀璨天城撬动理想人居大门

新时代社会发展，

人们的消费需求也在不

断升级，对于美好人居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什

么是房子的本质？房子

为何而生？世茂不断在

探索。市场进入产品时

代，建筑也迎来了新的

发展，那就是回归到居

住、使用的本质，回归到

使用者的需求点上。

市场的发展呼吁变

革，客户的需求寻找突

破。如今，世茂通过多

年的研究和积累，已经

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生

活哲学”，并不断深耕巴

渝山水，携旗下高端产

品璀璨系首次入渝，通

过无数世茂人的匠心编

织，打造出致敬城市精

英阶层的归家美好社

区。

链接》》

璀璨人居，共美重庆。世茂璀
璨天城深入城市的山水，聆听城市
的人文，2019“晏旸”产品全新再升
级，套内 72-82 平方米瞰景高层、
套内约107平方米阅境洋楼，礼献
山城。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石大道
三亚湾轻轨旁（轻轨10号线三亚湾
站）

垂询热线：023—88755666

世茂璀璨天城鸟瞰效果图

世茂璀璨天城A组团内部景观 世茂璀璨天城营销中心实景图

多年来，郑新一直坚持在一线工作。 （市中医院供图）

他致力于中医急
症研究，并执着于中医
治疗肾病的长期探索，
创立了“肾病三因论”
和“肾病多瘀论”，成为
我市中医防治肾脏病
名家，先后参编学术专
著 10 余部，研制中药
院内制剂10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