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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癫痫病、脑萎缩病三疗程完全康复了

毛绍琪院长撰写自勉联，谨与诸君敬勉：述内经之玄意，采百家之良方，入此医道，廿八年矣；奉绝招于癫痫，致医道于思邈，出奇愈者，数千盖焉！

毛绍琪院长

中国异蛇克癫发明人

成氏中国异蛇抗癫痫新疗法发明

人，创造永州“蛇伤草本中草药配方，穴

位种植、药物熏蒸泡脚、中医割治”四联

创新疗法，治疗癫痫病有良好效果，每天

求医患者络绎不绝！ 阳华兴企业家在湘

潭汽车东站吉安路 259 号投资 2000 多

万元，创办华侨医院开设病床 120 张，按

二级甲等医院全新设置， 市区公费医疗

定点保险单位，新农合医疗定点单位。 营

业面积万余平方米， 为国内外患者提供

优质品牌服务。

成贵芳简介：1963年出生于永州蓝山

竹管镇，自幼酷爱医道，师承舒普荣、熊继

柏教授， 专业终生研究中草药治疗癫痫

病，1986 年 -1989 年共 4 年时间居住郴

州汝城县集龙乡上山挖药采集整理民间

单方验方。 临床 20余年，深感祖国传统医

药源远流长，异趣妙微、内容丰富。 尤以永

州异蛇另类蛇伤中药为基本方药治疗继

发性癫痫病，屡起沉疴大症，深受广大患

者高度评价，组建友爱医院癫痫病课题研

究小组，课题成员有：熊继柏、黄佑钦、毛

绍琪、谌南武，被赞誉为：国医妙手，起死

回生！ 国外患者纷纷前来。

2011年 3 月 1日－3 月 31日，特举行“友爱华侨德天下”大型会诊活动，药费优惠 20％！

电话：0731-58553529

湘潭友爱癫痫病医院地址：市河东大道宝塔路口盘龙布市场口对面（建设路口往长沙方向 800 米）

中国华侨癫痫病医院地址：市汽车东站右斜对面 邹华副院长（中国蛇协秘书长）电话：13087325927

永州异蛇克癫新疗法·妙治癫痫有绝招———专访湘潭友爱癫痫病品牌连锁医院院长、中国蛇协副会长毛绍琪专家

永州稀有异蛇造福癫痫患者

说起“癫痫病”与“草本蛇药”两者似乎不太相关

的字眼结缘，还要从 40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 1965

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中国蛇协会长、全国知名老中医

舒普荣主任医师， 在他工作的蛇药研究所收治一名

50多岁的蛇伤病人， 病人是在上山打猎中不幸被毒

蛇咬伤。 舒老立即根据当时病情，为其开具了两个疗

程其自研发明的“太光青龙蛇药”，并为患者交待了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不久后患者蛇伤痊愈，舒老也

将此事渐渐淡忘。 在蛇药研究所担任所长几十年以

来，舒老已忘却收治了多少位蛇伤病人。 时隔数月后

这位患者在家人的陪同下又来到蛇药研究所， 他们

双手捧上一幅红艳艳的锦旗“医癫圣手、华佗再世”。

舒老满脸疑惑，默默的听患者娓娓道来……

原来，在上次被毒蛇咬伤以前，患者从小就患有

原发性癫痫病，发病时突倒在地、四肢抽搐、口吐白

沫、神志不清，每次发作达 2小时，每月发病 6-8次。

多年以来一直靠中枢神经类西药维持， 然而长期用

药后，药量在原先基础上逐渐加了近两倍，仍得不到

控制，经医院检查时发现肝、肾等重要器官也受到不

同程度的损害。 渐渐地失去了治疗信心，便放弃了继

续治疗的念头。 据患者家属回忆，在服用舒老开具的

“太光青龙蛇药”一个多疗程后，患者蛇伤部位已经

基本痊愈。 为健康安全起见，就遵舒老医嘱服完最后

几付中药并用蛇药方剂泡脚 30天。 后来奇迹发生

了，患者每个月发作 6-8次的癫痫病再也没有发作。

拜谢完毕， 患者又强烈要求舒老为其 26岁的儿子

（患家族遗传性癫痫病）诊断，舒老为其开具了“太光

青龙蛇药”三个疗程。 转眼又是半年过去，又传来佳

讯，他的癫痫病没复发。

异蛇克癫显良效 友爱华侨天下传

患者赵先生，邵阳人，今年 30多岁。 他在小时候

因持续高烧后导致癫痫病。 突然倒地，每次发病达到

30多分钟，两眼上翻，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大脑无意

识。 1992年至 1994年两年间，先后四次到北京多家

医院检查诊断为：继发性癫痫脑萎缩病、有软化灶，

共花医药费 6万多元，导致家里一贫如洗，他情绪不

稳定时有幻觉产生，逐渐丧失治疗信心。2007年 6月

20日，他到长沙检查病时，偶然从报纸上得知成贵芳

院长是专业治疗癫痫病的名医。 便抱着试一试的心

情，慕名求医。 成贵芳、毛绍琪副院长为他精心诊疗，

确诊属于：“气滞血瘀，痰阻经络”引起，专门为他配

制了”异蛇克癫 1号方剂、脑萎缩丸“3疗程的药给他

带回，薰蒸和外用泡脚 30天。 唐继湘医师给他穴位

种植 2次，随访，未见复发。 去年村民还选举他当上

了村干部。 他逢人便说：“成贵芳院长和毛绍琪副院

长是我的救命恩人。 ”而后经他介绍的 12位癫痫患

者来院诊疗，除一位因脑部肿瘤引起，经治疗无效果

外，其他 11位患者没有再发病。

毛绍琪专家、 黄佑钦主任运用永州异蛇中草药

配方，蛇伤草药薰蒸泡脚，穴位种植埋线，对女性月

经不调导致的癫痫病有独到的治疗经验， 如患者许

某 36岁，每逢月经期间患者抽搐每日 3-8次，每次

20多分钟，两眼上翻，腹部胀疼、腰痛，昏迷不醒，口

吐白沫，大声尖叫，大脑意识障碍，平时也有头昏脑

胀，失眠、记忆力下降症状，经黄主任采用癫痫舒神

宁方剂治疗 90天后，脑神经苷注射液三次，蛇药泡

脚 30天，再穴位埋线 6次，再没有发病了。

衡阳的孙先生，1972年因外伤引起脑萎缩癫痫

病，四肢抽搐，两眼上翻，口吐白沫，颈项强直，大喊

大叫，每次发病 10多分钟，每月发病在 8-12次，经

毛绍琪、黄佑钦主任精心诊断，运用中药芳香开窍，

理气化痰。 住院观察用蛇药方剂泡脚 10多天，药物

熏蒸 20多次，穴位种植埋线，控制大脑神经元异常

放电，住院治疗数天后，成院长采用中国异蛇克癫新

疗法配合脑萎缩丸 4个疗程便治好了。 考虑到他家

庭贫困，医院还给予减免药费 30％。

春季是运用中草药、异蛇克癫的最好时机，抓紧时

间，注意休息，调养好，遵守医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这是癫痫病专业课题小组长黄佑钦经过 20多

年的临床经验独到总结，遵守医嘱，更有明显效果。

中国湘潭友爱医疗

集团连锁公司 CEO

欧阳勇策划

友爱医院聘永州宁远籍

欧阳勇出任连锁医疗机构

CEO，年薪近百万。 成院长求

贤若渴， 更加重视人才的留

用问题， 考虑集团公司的组

建， 为更好发挥职业经理人

的办事效益， 公司决定将价

值 10 多万元的马自达一台赠

与欧阳勇。 欧阳勇表示，要让

永州异蛇克癫痫新技术为更

多的久服西药没有根除或手

术治疗无效的癫痫病患者解

除痛苦。

企业家阳华兴注资 2000

万元建设华侨品牌医院，按二

级甲等医院设置，将按连锁上

市公司新模式把华侨医院、友

爱医院开到长沙和北京去。大

医院治疗不好的就找湘潭友

爱医院。

城镇职工居民

医保定点单位，

新农合医疗定

点单位。

本报3月4日讯 昨天深夜， 长沙一名

28岁男子在和朋友相聚后多喝了几杯，在

骑电动车回家途中摔倒， 醉卧马路边，所

幸被正在附近的岳麓巡警及时救助。

据岳麓巡警大队三中队指导员何李

介绍，昨天晚上11点钟左右，他和同事蔡

茂文驾车巡逻至长沙西二环梅溪湖路段

时，发现一名男子倒在环线辅道上。距男

子几米远的距离，一辆电动车已摔得面目

全非。民警将男子扶上警车，送往湘雅三

医院， 并在男子裤袋里找到一部手机，通

过电话与其家人取得联系。原来，男子是

当晚聚会喝多了，在回家途中发生意外。

■记者 周红泉 通讯员 刘斌

上班

6

天加班

4

天，老刘累倒了

女儿：父亲这是劳累过度 公司：我们不应负全责

醉酒男深夜骑电动车 幸亏巡警及时发现

本报3月4日讯 雪白的墙壁，雪白

的床单，映衬着一张苍白的脸，他静静

地躺在病床上，好像周边的一切都与他

无关。可是在10天前，他还是一个在工

地上生龙活虎的汉子，而现在他却是一

个重度昏迷、生命垂危的病人。

今天， 长沙市第三医院住院部5病

室45床，刘松华还在昏迷，女儿小刘在

病房外走来走去，“上班6天，前面4天每

天加班到凌晨4点，到第6天在工作中就

晕倒了，这几十万元的医药费我可怎么

办？”

工作6天他脑溢血昏迷

刘松华是长沙县北山镇人，今年54

岁2011年2月22日，他经熟人介绍来到

北山建筑公司某分公司的道路工程工

作。2011年2月26日， 刘松华在工作的

时候突然脑溢血晕倒，现在处于重度昏

迷。

“上班6天， 前面4天每天加班到凌

晨4点，到第6天我父亲还在工作就晕倒

了，这是过度劳累引发的啊。”小刘说，

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脑溢血，要手

术，手术费住院费前前后后加起来估计

就是好几十万。“我们是农村的，哪来这

么多钱啊！”

小刘找到了工地负责人何某，何某

却说这只是他承包的项目，不应该他负

责任，要去找总公司，但是何某却拒绝

透露总公司的联系方式。

公司垫付2万元医药费

“后来， 我找到了北山建筑公司相

关负责人，在我们的要求下，北山公司

才派人去医院看望了我父亲，并垫付了

2万元医药费。”小刘说，“医生说，就算

动手术，醒来的希望也很渺茫，治愈的

概率可以说为零。”

小刘告诉记者， 父亲没有法律意

识，没有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因为没

有劳动合同， 我们不知道这算不算工

伤？ 还有， 如果是工伤该怎么样去申

请？”

“现在关键是救人”

记者联系到了北山建筑公司相关

负责人石先生，石先生表示，公司已经

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 现在关键是救

人， 至于医疗费用他们会跟其家人协

商、“刘松华是脑溢血， 可能有遗传性，

不应该由我们全负责，分公司和病人都

应该承担责任。”

■实习生 卢珍美 记者 曾力力

湖南众旺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拥军表示，工人在工作中发病，比如脑溢血晕倒，

公司应该负一定的责任。如果没有劳动合同，工人可以凭工作服或是工资条、工牌

等去工作单位申请，然后去劳动保障部门认定处认定，以确定工人与公司的劳动

关系，如果单位拒绝申请，工人可直接去劳动保障部门申请。

公司应该负一定责任

本报3月4日讯 玩废弃电线时因绕脖

导致窒息， 家住益阳沅江南大膳镇5岁的

小海（化名）在省儿童医院抢救。

孩子父亲回忆，前几天，小海与小伙

伴在外玩，附近一根电线杆上掉下一根废

弃的电线，离地大约30厘米高，小海与小

伙伴将电话线缠在脖子上，一失足就被吊

了起来， 还好被经过的路人及时发现。主

治医师袁远宏说，家长一定要加强对孩子

的看管，一旦碰到上述情况，要立即剪断

勒脖子的线，在畅通气道的情况下马上实

施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等有效的急救措

施，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

■记者 张春祥 通讯员 刘菊秀

5岁男孩玩电线绕脖导致休克

律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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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井

3月3日，长沙市第三医院，受伤的刘先生一直昏迷不醒，只能借助呼吸机生存。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