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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医院， 我们能想到的大部分
是临床医学，也就是治“表病”,达到了
临床医学的出院标准即可“出院”。 但
是事实上，有很多疾病及意外伤害，如
中风、椎间盘突出、车祸等，即使已达
到临床医学的出院标准， 但疾病对人
体机能造成的长远损害及功能障碍却
一直都存在， 极大降低了患者的生活
质量。 面对“康复”这个大课题，湖南省
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针推康复科主
任赵瑞成，带领科室团队，将传统针灸
推拿与现代康复理论相结合， 让传统
医学“洋”起来，让患者真正得到身心
的恢复，顺利回归社会。

“‘追尾’这种看似不严重的车祸，
如果车内人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突然
受到后方‘甩鞭’式冲撞，很有可能导
致脊椎严重受损甚至全部骨折而死
亡。 ”南航空姐 28 岁的罗西（化名）前
不久就经历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
追尾事故。 在开车的过程中，她被后车
追尾， 毫无防备的她当即脖颈处剧痛
难忍，无法动弹，在长沙某大型综合医
院确诊为寰枢关节半脱位合并颈椎间
盘突出。 该院建议其进行手术治疗，但
是需承担手术带来的二次损伤风险，
手术一旦失败严重可导致高位截瘫甚
至危及生命。 不想冒险的罗西通过友
人介绍， 慕名找到了赵瑞成寻求保守
治疗。 赵瑞成通过对罗西病情的全面
研究， 运用现代康复医学手段进行功
能损害情况评分的同时， 为其量身定

制了康复疗法。通过“岭南正骨法”手法
复位配合针灸、强筋健骨膏方、物理治
疗等综合治疗 25 天后，罗西恢复显著，
不久前复诊时已经完全康复。

长沙的林女士因为顽固性湿疹导
致全身皮肤瘙痒、流脓，可是抗过敏药
又让她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痛苦不堪的
林女士多处求医后，在两个月前找到赵
瑞成。赵瑞成为林女士制定了自体血穴
位注射疗法治疗顽疾。首先抽取林女士
自身 5-10 毫升静脉血，然后在其背部、
四肢等相应穴位重新注射血液到其体
内，通过这种非特异性刺激疗法，可产
生一种非特异性脱过敏作用，促进白细
胞吞噬作用， 从而增强机体免疫力，达
到治疗效果。 通过两个月的定期治疗，
目前，林女士湿疹瘙痒情况已得到明显
好转。

据了解， 赵瑞成从事中医临床、科
研、教学工作 30 余年。赵瑞成带领的针
推康复科是该院最具有中医传统特色
的科室。除了牵引配合针灸、推拿、理疗
治疗腰椎肩盘突出症、中风偏瘫、各部
位骨质增生等疾病外，该科室目前还可
开展周围性面瘫、小儿脑瘫、类风湿性
关节炎、肩周炎的针灸治疗；慢性浅表
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慢性结肠炎穴
位埋线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过敏
性鼻炎冬病夏治穴位敷贴治疗等。近年
来还开展了小针刀疗法、 脊椎整骨手
法、麦粒灸、刺络放血、火疗、针灸减肥
等，均取得较好疗效。

让传统医学“洋”起来
———记针推康复科专家赵瑞成

本报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夏爱民

中 医 人风采

������众所周知， 肛肠科最常用的检
查方法是指诊， 将手指从患者肛门
伸进直肠 ， 通过感知觉来判断疾
病。 这活又脏又累， 还要求拥有丰
富的诊察经验 ， 实非常人所能驾
驭， 然而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肛肠科教授王爱华却将之做得
十分出色， 不仅赢得了患者的信任
与感恩， 2009 年还获得由中华中医
药学会授予的 “全国中医肛肠学科
知名专家” 荣誉称号。

怀化 40 余岁的李先生 ， 两年
前因出现肛周肿痛、 流脓、 流血，
在当地医院确诊为肛瘘， 接受手术
治疗不久后复发， 遂前往长沙、 广
州治疗 ， 经历多次手术仍没有治
愈。 他在广州某医院治疗时， 正在
这家医院进修的一个医生告诉他：
“治疗像你这种复杂性肛瘘， 你们
湖南王爱华教授挺厉害， 你不如去
找她。” 王爱华接诊李先生时， 通
过指诊发现他肛门内外仍存在伤
口， 且久不愈合。 在王爱华看来，
李先生的问题不大， 可以通过一种
无创的方法来解决， 即采用局部注
射的新疗法。

王爱华介绍， 复杂性肛瘘是一

种复发率较高的肛肠疾病， 有很多
患者手术后都容易复发， 且畏惧手
术。 她通过对肛瘘病因、 病机、 解
剖、 生理深刻剖析， 经过多次大胆
的尝试， 才总结出这种疗效肯定的
局部注射新疗法。 事实也正如王爱
华预想的一样， 在连续 3-4 天的每
天一针局部注射下， 李先生的伤口
神奇般地愈合了， 且不再复发。

正是因为如此， 李先生才强烈
推荐同是怀化的王大爷来找王爱华。
据王爱华回忆， 70 岁的王大爷第一
次找她的时候， 说自己肛瘘病史长
达 50 余年之久， 着实令人惊讶， 一
个肛瘘竟能伴随人半个世纪， 对一
个人的身体、 精神折磨可想而知。
仔细查体时， 王爱华发现， 他的肛
周局部发黑发硬， 肛管部分缺损，
中间有凹陷和破溃， 进一步检查发
现从溃口到内口最高点长度竟达 12
厘米。 在排除癌变之后， 王爱华很
快给王大爷安排了开窗挂线对口引
流术。 由于之前的 3 次手术留下的
疤痕很硬， 使王大爷肛周直肠环变
得毫无弹性， 在这种情况下， 手术
视野极小， 完全靠通过手指伸入直
肠， 凭手指触感和经验找到内部凹

陷顶点挂线。 全程 2 个小时的手术
成功地解决了困扰王大爷的 “世纪
难题”， 他甭提多高兴了。

在王爱华的眼里， 看到患者的
笑容， 自己再苦再累都值得。 她告
诉记者， 每周一、 三、 四是她的门
诊时间， 在门诊的病人中有很大一
部分是肠道炎性病变患者。 长沙的
廖阿姨就是肠炎患者之一， 她自诉
十几年来每天都要解大便 3 次以
上， 且大便不成型， 还存在腹部疼
痛、 精神欠佳、 怕冷等症状。 她的
儿子刚从西医院校博士毕业， 正在
一家省级大医院工作， 也通过儿子
看过很多专家， 西药吃了不少就是
不见好转 ， 经朋友介绍找到王爱
华， 希望用中药试试。 一番望闻问
切后， 王爱华诊断其为泄泻 （慢性
肠炎）， 中医辨证为脾肾阳虚， 予
以参苓白术散加减。 10 付汤药为一
疗程， 2 个疗程后廖阿姨完全康复。

根据多年临床经验， 对治疗肠
道炎性病变， 王爱华有着独到的见
解， 她善于从脾、 肾论治， 辨证施
治， 分期治疗， 早期予以健脾理气，
祛湿止泻， 后期健脾益肾、 固本求
源。 许多顽固性肠道疾病患者经过

精心调治之后， 症状完全控制。
记者在采访时看到了很多患者

写给王爱华的感谢信， 其中， 最令
记者动容的两句是 ： “如果没有
您， 我早已变成一堆骨灰， 救命之
恩今生难报。 如果有来生， 我愿意
变成一只您所宠爱的小动物， 陪伴
在您身边， 在您工作之余， 逗您开
心， 使您愉快， 让您很快消除一天
的工作疲惫。”

写下这封感谢信的是桃源的胡
老先生， 现高龄 87 岁。 2014 年他因
大便出血且每天解便十余次来医院
检查， 在距肛门 7-8 厘米处发现 3-
4 厘米大的肿块， 表面呈菜花状、 凹
凸不平， 最终诊断为直肠癌， 已到
晚期。 鉴于胡老年事已高， 家属放
弃手术治疗法， 也不同意进行痛苦
的放化疗， 而是请王爱华为老人开
处中药调理。 王爱华遂予以经验方：
固本培元抗瘤方加减治疗。 她解释，
从中医角度来讲， 肿瘤的根源是抵
抗力低下， 鉴于胡老的具体情况，
扶正为首要， 待病情稳定后， 再适
当进行清热解毒。 胡老不仅圆了活
到 2016 年看巴西奥运会的愿望， 他
还正努力让自己活过 90 岁。

�������日前，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联合
该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及县人民医院， 深入该县沱江镇
三王阁社区， 开展健康知识宣传进社区活动。 图为该县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向社区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通讯员 龙向阳 段再凤 摄影报道

一指探乾坤 有效疗顽疾
本报记者 邓梦玲 通讯员 胡翠娥

———访知名肛肠科专家王爱华教授

健康宣传进社区

������本报讯 （通讯员 段斌 ） 4
月 30 日， 由湘潭市第一人民医
院承办的长株潭城市群泌尿外
科创新科技精准医疗研讨会暨
2017 年长株潭泌尿外科年会在
湘潭举行， 湖南省 14 个市州泌
尿外科专业委员会主委与湖南
省内的近 300 名泌尿外科工作者
参加研讨。 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
学分会前主任委员叶章群等 20
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围绕泌尿外

科疾病研究的新进展、 新技术
以及精准医疗等进行研讨。

据悉，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
院泌尿外科专业技术水平和能
力， 以及专科规模、 收治病人
数、 床位数、 手术量、 业务收
入在全省地市级医院中均处于
领先水平， 有些技术如前列腺
钬激光逆向剜除术、 前列腺癌
减瘤术加内分泌治疗等已步入
国内先进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