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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医传统技艺的传承增添光彩
——记福州市台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肛肠医师谢晟煜

穿一身白大褂，戴一副眼镜，气质儒雅，沉稳
内敛，这是谢晟煜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

谢晟煜，“福州谢氏痔科”第五代直系传人，
出生于传统中医世家，名医谢可珊之孙，谢国超
之子，主治中医师，福州市台江区谢国超中医肛
肠科诊所主要负责人，现为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
究开发协会民间疗法研究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难治病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
福州市台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谢国超中医
肛肠疗法”的代表性传承人。2012年 12月，中华
国际肛肠医学大会授予谢晟煜“全国肛肠病诊疗
突出贡献奖”。

谢晟煜自幼受中医文化的熏陶，对中医产生
浓厚兴趣，2002年从福建中医学院中医系毕业
后，师承于父亲（肛肠名家）谢国超，继承祖辈医
业，一直从事肛肠科临床工作，将祖传诊疗经验、
方药与现代医技相结合，深入钻研祖传“痔瘘专
科”医术与医药秘方的临床使用经验，结合现代
新技术、新学说治疗肛肠疾病，丰富肛肠病临床
理解，提高诊疗疗效。

谢晟煜对肛肠疾病的诊疗有着独到的见解，
理论与手术方式及对疑难杂症的研究更是精益
求精。通过对谢氏中医肛肠疗法治疗痔科疾病
与现代“微创疗法”等治痔的临床疗效对比，谢晟
煜坚定走中西医结合的路线，以谢氏痔科祖传用
药及手术技巧为主，现代医疗设备术后理疗为
辅，充分缩短病人的诊疗周期，提高痔疮手术后
远期疗效。

谢晟煜对于肛门直肠周围生理与病理及临床
解剖有着充分了解，在临床诊疗与手术中对细节

严格要求，熟练把握，处理得当。经谢晟煜治疗的
肛肠病患者术后复发率极低，可随治随走，无须住
院，疗程短，最大程度减轻患者的身心负担。从各
地慕名而来的痔疮患者骆驿不绝，谢晟煜收治过
的病人最高年龄96岁，最小年龄只有3个月。

一位美国华侨唐姓患者，祖籍福州长乐。因
肛门周围反复肿痛十余年，在美国当地医院诊断
为复杂性高位肛瘘伴肛周脓肿，经美国医生及华
人外科医生两次手术，仍无法治愈，症状经常发
作。经亲戚介绍得知福州台江肛肠病专家谢晟
煜乃“谢氏痔科”第五代传承人，治疗痔疮以根治
为主，远期疗效显著，复发率低。抱着慕名求医
的心态，这位唐姓患者决定回国就诊。

2019年 8月，唐姓患者来到福州市台江江滨
路永恒商厦谢国超中医肛肠科诊所。谢晟煜了
解病情后，给患者仔细检查，并耐心解答，给出详
细的治疗方案与愈后分析，唐姓患者放下了紧张
的心，决定按谢晟煜建议进行高位肛瘘清除根治
手术。患者术后情况良好，无明显疼痛，生活正
常，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换药护理，创口完全愈
合。患者感激不尽。在美国被视为疑难杂症的
高位肛瘘，在福州家乡“谢氏痔科”谢晟煜处治疗
竟如此简便与高效，让唐姓患者感知到中医疗法
的博大精深。

谢晟煜祖父谢可珊、祖母郑玉英、父亲谢国
超，皆是福州名老中医，谢氏痔科三代人在福建
省文史丛书《壶天墨痕——近现代榕医锦翰》中
皆有记载。谢氏中医肛肠疗法属传统医药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技艺疗法，以根治为准，手到
病除；手术时间快、痛苦少、疗程短、耗费低。20

世纪 40 年代，谢可珊采用纯中药提炼出“枯痔
液”，针注治疗内痔核，以无刀之术为痔疾患者解
除病痛。谢国超在继承“枯痔液”的基础上，研制
出疗效更高的“谢氏痔根断”枯痔液，内痔经针注
治疗后枯干、坏死、脱落，远期疗效可达二三十年
不复发。

作为谢氏痔科第五代传人，谢晟煜信仰佛教，
深知以佛理做人及以佛理度人。平日有时间，会
常去各地寺院为僧人与皈依居士做义诊。每年也
受邀参加本地区政府组织的公益义诊活动，为广
大肛肠疾病患者排忧解难，深受患者敬重。

谢晟煜以“行医济世、敬业修德”为宗旨，对
于传统医术的传承与传统中医文化的弘扬深感
任重道远。他表示，目前正着力筹备建立新型肛
肠专科，将“谢氏痔科”发扬光大，更好地为肛肠
病患者提供优质的诊疗，为中医传统技艺的传承
增添光彩。 （记者 张华元）

福建地处我国南方落叶果树规模栽培种植
的南沿，虽热量充足、雨量充沛，早熟优势明显，
但区域差异性栽培技术研发与推广相对滞后，产
量不高、品质欠佳、效益低下等问题始终困扰着
全省落叶果树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为尽快摆脱这一困境，多年来，作为一名科
技特派员，黄新忠长期奔波于建宁、清流、明溪、
建瓯、德化等落叶果树产业重点县（市），与一些
落叶果树种植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
大户建立长期技术帮扶协作关系，建立示范园
3950亩，辐射带动周边果农865户，覆盖面积1.5
万亩，2009—2018年示范基地累计增加产量 1.2
万吨、收入超过4800万元。

建宁县绿源果业有限公司在2008年以前多
年处于亏损或保平生产经营状态。2009年，黄
新忠帮该企业分析把脉，采取建立“园中园”等办
法，组装集成示范推广梨、黄花、猕猴桃新品种及
避雨栽培、棚架栽培、水肥一体化、人工辅助授粉
等增产稳产、提质增效技术，不仅实现产量 970
吨、收入 285万元、利润 82万元，一举扭亏为盈，
还从 2015年开始，产量、收入、利润分别持续稳
定在 1500吨、500万元、160万元以上，极大地提
振了企业对未来的发展信心。

三明市清流县是全省种植规模最大的台农
2号蜜雪梨生产基地县，由于栽培技术跟不上，
产量低、品质劣、效益差，至 2008年种植面积锐

减至1万亩以下。获知这一情况后，黄新忠主动
与清流县农业局取得联系，了解现状、分析原因、
制定对策。他以嵩口镇围埔村村办梨场为突破
口，建立了低产劣质台农2号蜜雪梨园改造技术
集成示范园200亩。经他密集技术培训、现场技
术指导与示范操作，自2010年起，蜜雪梨综合生
产终于亮丽转身，亩产持续保持 2500公斤，200
克以上优质果率达到 82%，亩收益 5218元以上，
成为全省栽培产量、质量、效益最好的台农 2号
蜜雪梨园，带动周边大量抛荒半抛荒台农蜜梨园
仿效改造。

许多果农深情地说：“要不是黄新忠的技术
帮扶，清流县的台农 2号蜜雪梨可能要濒于灭
迹。”

同样是 2010年，他的应急反应也为福建落
叶果树产区防止灾害、挽回经济损失做出了重大
贡献。

2010年3月5日—11日，福建落叶果树产区
正值开花幼果期，却连遭冰雹、雨雪、霜冻危害，
范围之广、温度之低、受害之重前所未有。为此，
黄新忠连续奋战在抗冻救灾工作第一线，在冻前
根据天气预报迅速做出灾害预测，提出抗冻救灾
预案，并协同推广部门组织果农落实熏烟、喷施
防冻剂等防冻措施，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尤其是建宁县福胜果业有限公司2010年刚承包
权属建宁县农业局的建宁县果树示范场梨、桃园

200亩，面临绝收境地，在他提供的针对性技术
支撑下，梨、桃总产量仍达 175吨，收入达 56万
元。

2011年，黄新忠将福建省“现代农业果树品
种改造项目”的示范园落在了明溪县胡坊镇林宝
生态梨园。该园连续几年在黄花梨上采取高接
翠玉梨换种，但改造速度偏慢，成效没有充分显
现出来。为此，黄新忠深入果园现场把脉诊断，
手把手传授农户他本人多年研究的实用型疏导
法梨整形修剪新技术，为翌年丰产果大质优创造
条件。参加培训的农业大户对这种技术非常赞
赏，纷纷认为现场培训、手把手教学新技术，对提
高他们的梨树栽培管理水平有很大帮助，也让他
们信心十足。

除了疏导法梨整形修剪新技术，多年来，
针对长期困扰福建梨、桃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的重大关键共性技术，黄新忠历经多年潜心
研究，不仅明确了长期悬而未决的主要诱因，
而且在综合防控措施上取得众多突破性进展，
并通过示范带动、技术培训得以普及推广，累
计辐射带动落叶果树“五新”推广 27 万亩、新
增产值 4.8 亿元；在突发灾情和重大疫情面前
彰显出科技报务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累计挽回
经济损失 1.2 亿元，赢得了地方领导与群众广
泛赞誉。
（福建省人社厅专家工作处、省院士专家工作中心）

一名梨专家的产业扶贫路
——记果树研究所科技特派员黄新忠

黄新忠，男，1962年生，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落叶果树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福州综

合试验站站长。自2004年担任科技特派员以来，他通过在

福建省落叶果树主产区建立联合技术创新中心和科技示范

基地，开展科研攻关和技术服务，探索了一条科技服务助推

果业升级、农民增收之路，为福建果业发展，特别是三明市建

宁县黄花梨产业发展，做出业界公认成绩，得到当地政府和

农民的高度肯定和评价。

林爱娥：创新思路和做法

安溪县福建八马茶业有限公司直播带货现场，带货主播
是公司董事长王文礼，通过这一新销售模式，八马茶业 2020
年一季度的销售额同比去年增长 19%。这个直播带货创意，
正是由党建指导员林爱娥所提出的。

安溪县委两新工委牵头向八马茶业派出的党建指导员
林爱娥，是龙门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党支部书记、所长。八马
茶业2004年成立党支部，2014年升格为党委，在此过程中，林
爱娥为八马茶业的党建工作带来了新思路、新做法。

设立红色卫士、党员示范岗、党员标杆生产线、党员科普
基地、党员诚信门店，创新公司年终评选考核机制等等创新
做法，让“党建入章”制度化、具体化，让党建与经营同频共
振，成为公司稳步壮大的核心驱动力。

张少謇：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

由于疫情，泉州市倍斯豪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国外订单断
崖式下降。

党建指导员张少謇分析形势、挺身而出，引导企业把握时
机由生产化妆品转产洗手液等消杀类产品，破解企业困局。

张少謇说：“我在倍斯豪做企业调研时，发现他们外单量
下降到 40%，资金链有一定的压力。我在沟通中发现一定要
把产业链条延伸，转型做消杀用品。消杀用品生产的卫生许
可证很重要，按以往流程，要一个多月。我们就跟主要领导
协调，大概花了10天到11天，把这个事情就办成了。”

倍斯豪转产推出的“嬉皮郎”洗护、消杀产品，受到市场青
睐，日产20多万瓶。这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急需的防疫物资，也
让倍斯豪坚定了跟党创业的决心。

今年4月，倍斯豪主动申请并成立党支部。
党建指导员张少謇还与中国银行惠安支行密切联系、积

极协调，为倍斯豪转产过程中碰到的融资难题提供解决方案
——加大融资额度，缩短办理周期，共融资1500万元，节省利
息近80万元，使企业转型升级能够轻装上阵。

“办实事、解难题、促发展”，作为惠安县城南工业园区的
党建指导员，张少謇充分发挥作用，履职尽责。

蔡长久：当先锋作表率

及时推动复工复产，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运行。
2月 15日，第一批复工复产的晋江市嘉年华婴儿用品有

限公司面临着员工无法及时返岗的问题。
党建指导员蔡长久有效担当作为，主动联系当地人社

局，通过“点对点”形式，包车将第一批员工接回工厂。
冲在一线、干在一线，蔡长久多次深入嘉年华公司，并指

导成立党员突击队，组织 4名党员、3名入党积极分子及 2名
入党申请人积极投身疫情防控，主动承担起企业出入人员体
温检测、厂区消毒等工作。

蔡长久说：“我们通过安海产业协同创新平台，举办 3期
人才、员工线上招聘会，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这项工作有
2000多人次积极参与，解决员工返岗近200人。”

亮身份、当先锋、作表率。在企业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
安全生产过程中，党建指导员蔡长久通过积极发挥作用，形
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闭环，制定“十三个一”实操细
则，为企业疫情防控与复工申请提供指导。 （时代先锋）

他们的名字——党建指导员
全面推进新时代非公企业党建，党建工作指导员

是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主动履职尽责、有效担当作为，

有力推进全市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为企业健康发展注

入强大红色力量。

泉州市非公企业数量占全市企业的90%以上，各

级两新工委共选派4800多名党建工作指导员，覆盖

1.6万家“三有”非公企业，走出一条强化非公企业党建

工作的成功道路。

最美科技工作者风采

“北斗将星”王飞雪：愿付一生挚北斗
6月23日9时43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喷薄着烈焰拔地而起。北斗
第55颗，也是组网的最后一颗卫星发射成功。

26 年，55 颗北斗卫星环绕琼宇，正式宣告
中国第一“巨星天团”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星座部署宣告全面完成。

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55 颗北斗“出
道”的背后，还有一个中国当之无愧的“天团”
级别的队伍。

这支队伍中有一颗北斗将星，就是福建龙
岩长汀籍的王飞雪。

王飞雪，龙岩长汀人，1982年至 1988年就读
于长汀一中，8月考入国防科技大学；1998年博
士毕业留校任教，于 1999年和 2002年破格晋升
副教授和教授；2003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是当
时全军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之一。现为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卫星导航定
位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博导生导师，中国第
二代卫星导航系统顶层设计专家，中国第二代
卫星导航系统重大科技专项导航技术专家组组

长，中美、中欧、中俄卫星导航兼容与互操作技
术工作组（TWG）专家，863专家，专业领域多个
期刊编委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航空科学
基金同行评议专家，军队科技进步奖评委。

北斗的一颗将星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国家和军队时空定
位领域的重要基础设施，系统的建设具有巨大
的技术挑战性。王飞雪从 1995 年起从事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的研究，是国防科技大学卫星导
航学科的主要创立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带领
团队从 3 个人的课题组发展为近 300 人的北斗
建设国家队，承担完成数十项重大关键技术攻
关和型号装备研制任务，突破了北斗一号、北
斗二号和北斗全球系统建设中多项制约性的
关键技术瓶颈，被北斗系统总师孙家栋院士誉
为“李云龙式的团队”，为我国自主卫星导航
系统的建设和应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愿付一生挚北斗

1971 年出生的王飞雪，在 20 世纪 90 年代

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那时他在国防科技大
学攻读博士学位。1995 年，得知我国北斗导
航卫星工程地面设备研制遇到重大技术瓶颈
后，王飞雪和 2 名同学主动请缨，创造性地拿
出一套全数字快捕精跟技术方案，“冒昧”地
闯进我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奠基人、中科院
院士陈芳允的家中，请求承担攻关任务。而
这个曾被一些专家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技术
方案，被他们历时 3 年、在一间 10 平方米的小
屋中一举攻克，成功研制出北斗一号全数字
快捕与信号接收系统，突破了长期制约北斗
一号卫星导航定位工程的瓶颈，成果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那一年，24 岁的王飞雪
声名鹊起。

与北斗结缘后，这一干就超过 20 年。这
些年里，王飞雪不但是北斗的见证者，更是奉
献者。在新华社报道中曾这样描述这位“北斗
功臣”：“在北斗问天征程上，每一个耀眼的年
轮、每一座矗立的丰碑，都镌刻着一个名字：
王飞雪。”

（福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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