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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解
REN WU JIE MI 密

在西藏拉萨、墨脱一带，很多人都知道中
医治骨奇人卓老怪。

广州的一个私营企业家， 找到卓老怪的
时候是三个人抬进来的，坐都坐不起来，只能
直挺挺的趴着，翻身都需要两个人协助。 在卓
老怪这里开了 3 天特制秘方就能上下楼，十
多天后开始跑步， 两个多月后竟然报名参加
了登山队。

2006年，当地 60多岁的单增曲扎老人修
房后从墙上往下跳，踩上一滩泥，脚一滑闪了
腰。 医院诊断为腰椎 3、4、5节腰间盘突出，医
院治了三个月，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家人找到
卓老怪，给他治一次后，就能坐起来，但还疼；
第二次后就能站立，也不疼了；第三次后就能
下地行走了。 几年了，腰椎病从没犯过。

武汉的一位退役运动员， 膝盖红肿疼痛
治了五年多都没治好，中西医都看过，花费大
几万。他不能下蹲，连上厕所都要跑到很远的
宾馆去找个坐式马桶。经好友介绍，他不远万
里登门求诊卓老怪。卓老怪亲手查看后，给他
开了 20 付自制药方，2 个月后这个运动员一
星期踢一场足球。

在拉萨、德庆、墨脱县一带，关于卓老怪的
传闻真是多如牛毛：在大医院必须手术的严重
颈腰椎病在卓老怪这里根本就不用手术，十付
八付老药方就能治好； 风湿骨病只要没有截
肢，卓老怪就能给治祛根了；在别处花几万元
都治不好的风湿关节病，在卓老怪这几百块钱
就能治好；抬着进来的三、五天就能走着出去；
据说卓老怪的家传秘方已经成为国家藏药保
护配方， 外国人花 1000万美元要买人家都不
卖。

传闻越多， 人们就越觉得到卓老怪越神
秘， 以至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排满患者等待
就医， 卓老怪家门口也停满了全国各地开来
的奔驰、宝马车，更有聪明者在卓老怪家门口
开起了旅店生意，生意出奇的好。

卓老怪是谁？
初次见到卓老怪时， 正碰到有患者给卓

老怪送来锦旗，只见上面写道“腰痛腿麻病缠
身，举步维艰萦苦辛。 妙手回春分秒里，立竿
见影变常人”。 原来这是一位家在四川的的患
者为了感谢卓老怪， 特意大老远跑来用真心
表示感谢的。 用他的话说，不是卓老治好他的
腰突，他就没有下半生的幸福，再远也要来表
达心意。

听了我们的来意后， 卓老怪操着一口流
利的汉语给我们讲起了他的故事：

卓老怪大名叫卓卡，生于 1933年，现在已
经 78 岁高龄了，是西藏墨脱地区著名卓氏中
医的第 8 代传人，7 岁跟随祖父采摘研磨中
药，10 岁时在父亲的督促下开始熟读医学典
籍， 已精通《四部医典》《黄帝内经》《千金要
方》《本草纲目》等，12岁时就随祖父行医。

其实卓先生祖籍河南商丘，祖父曾经是中
原赫赫有名的知名老中医，1950 年卓家随 18
军进驻西藏，常年为驻藏部队首长、官兵和当
地藏民治病，后定居墨脱。 因为长年伺医耳渲
目染，以及祖父、父亲的口授亲传，卓卡 16 岁
时就能够独立行医，尤其擅长各种疑难杂症和
药材配伍。 旧西藏物质匮乏，寒冷、低温的恶劣
气候条件下顽固性风湿骨病患者众多，卓卡得
以大量接诊膝关节炎、风湿、颈椎病、腰椎病、
滑膜炎等病患者。 他创造性的将中医、藏医精
髓辩证结合，方法怪异，用药奇特，疗效显著。

岁月催人老， 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一晃
就过， 凭借几十年来济世救人的真本事和高
尚医德，卓老先生的本名虽然逐渐被淡忘，而

“卓老怪”的名声却反而在广大藏、汉地区愈加响
亮。

治风湿骨病
卓老怪究竟怪在哪？

一是时机怪：
卓老怪给患者治病只在每年 9月至次年 1月

三九隆冬到来之前，越早效果越好。 卓老认为，凡
风湿骨病，关节必有寒气、湿气沉滞、瘀积。 冬天
阴气盛行，风寒湿邪气上逆，此时用药，药力只能
到达关节表面，药效发挥不足 2 成，虽然能暂时
缓解病情，决不能去根，气温寒冷时保准还犯。 寒
湿要用热治，否则寒湿不除，病痛永无宁日。 夏秋
阳气旺盛，寒湿下藏，气血运行通畅，此时用药，
药效发挥十成，药力可至关节腔，药借热力将风
寒湿毒全部逼出，风湿骨病方可治愈。

卓老怪说，风湿骨病的病情会在冬季显著加
重，疼痛难忍。 如果此时才想起治疗，最好的时机
已经错过。 即使疼痛暂时有所缓解，来年必再犯。
二是方法怪：

治风湿骨病，传统方法要么口服药丸，要么
贴敷膏药。 卓老怪治病因病选药，口服药物与敷
贴膏药结合。 卓老认为，内服药丸的目的是祛湿
解毒，彻底逼出淤积在体内、关节、脏器之内的风
寒、湿毒；而敷贴膏药是康复风湿骨病的有效辅
助，敷贴膏药能贯通穴位，疏通经络，让内服药丸
发挥最大功效。 内服外用，风湿骨病自然标本兼
治，终身不再得风湿骨病。
三是配方怪：

卓老怪所用配方是家传 200 多年的老方子，
该方由 25味藏药、中药联合组方，君臣佐使全面，
驱风除湿、舒经活络、强筋健骨功能样样齐全。 制
作上历经“抄丹，炼丹，火上下丹，成药，摊，贴，研
磨，烘焙”等十几道工序提炼。 尤其是阿魏，味辛、
温，有理气消肿、活血消疲、祛湿拔毒之奇效，二十
五味阿魏胶囊，独特的组方当中有 7味香料药，和
18种藏区特有药材，因 25味大药大方，世所罕见，
故命名为“二十五味阿魏胶囊”，现如今已被国家
药监局批准为风湿骨病特效专用药（国药准字
Z20025614）。

谈效果 怪言怪语
三天无效分文不取

卓老怪听闻家传“二十五味阿魏胶囊”全国销
售一片火爆时，十分感慨：我年事已高，已经没有
足够的精力亲自问诊、熬药。但是每天看到登门求
诊患者焦急无助的眼神，作为医者十分不忍。为了
帮助更多患者康复， 也为了家传秘方得以弘扬光
大，政府安排实力强大的医药企业，按照我的祖传
药方，严格遵循传统工序要求，批量生产出药效更
强的“二十五味阿魏胶囊”。

“我不希望大家记住卓老怪，只求【二十五味
阿魏胶囊】 能实实在在的为患者解除疾病痛苦，
我就心满意足了。 ”

“用二十五味阿魏胶囊必须做到三天见效，如果
患者感觉无效，我要求厂家全额退款，分文不取。 ”
后记：
得益于卓老怪显赫的名声，“二十五味阿魏

胶囊”销售量一路暴涨，日销数万盒！ 为遵循卓老
先生叮嘱，特推出“厂家直销，半价特惠，验证疗
效”活动：活动期间，“二十五味阿魏胶囊”全部厂
家直销，半价特惠，再买 5 盒送 1 盒；买 12 盒送 6
盒；买 18盒送 12盒，并有特效“二十五味阿魏贴”
赠送。 凡使用本产品无效的患者，三天之内一律
全额退款，绝不收取任何手续费、税费、快递费。
据悉 ， 厂家已在我省开通订购问诊专线 ：
0731-88184606即日起接待患者。

二十五味阿魏胶囊适用范围：风湿、类风湿、
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足跟骨
刺、坐骨神经痛、产后风湿、痛风、膝关节增生肿
大、关节红肿热痛、窜麻、窜痛、伸屈不利、僵硬强
直、活动不灵。

卓老讲到，风湿骨病并不难治，关键是找到好方法、找准好时机。 在我这里，
我敢肯定：“用我的方法 1个月，即可斩断风湿骨病之根，20年不复发。 ”如果你
饱受风湿骨病折磨，请拨打 0731-88184606问诊用药。

20 年老风湿，照样能治
郑女士患风湿性关节炎 20 多年，踝

关节、肘关节、膝关节严重变形，肿大。 为
治这老风湿已花光了所有积蓄， 什么方
法都用过，可这病一直就没好过。

听人介绍卓老怪专治重症风湿骨
病，卓老说，像你这样的病人我已治过很
多，用我的方法可斩断病根。

卓老怪给开了 3个疗程的二十五味阿
魏胶囊，并叮嘱一定要连续使用。半个月左

右，郑女士关节肿大消失了一大半，疼痛轻
了很多，敢走路了；一个月时，关节肿消了，
膝盖能打弯了，能蹲下了；三个月左右，关
节所有的症状都没有了，胳膊腿能伸能弯、
活动自如，能做家务活了。

找卓老怪看病， 前后加一块没花多
少钱， 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不见踪影，6
年来一直都很健康。 治病关键是找对方
法，否则花多少钱也白搭。

腰突、颈椎同时犯 一副卓老怪当天见效
王先生患颈椎病、 腰间盘突出十多

年，没想到去年 7 月同时犯病：头晕、头
痛、脖子硬梆梆的，肩膀后背酸痛，看东
西模糊；腰酸痛，直不起来也弯不下去，
腿麻痛，迈不开步。 生活不能自理，痛不
欲生。

卓老认为，颈椎病、腰椎病都是常见
病，一起犯病也属正常现象，只要方法得
当，治好并不是没有可能，于是给开了总
共三个月的“二十五味阿魏胶囊”。

服用当天，马上就感觉腰部暖暖的，

非常舒服， 就像有一只手给轻轻按摩似
的；第 3 天时，在床上躺得腰酸背疼时想
翻一下身，没想到真的翻过去了，腰没那
么酸，没那么疼了，几天后，腰能直起来
了，在家人搀扶下，能下地走走，还能自
己洗脸；服用一周左右，带着丰厚的礼品
亲自感谢卓老，用了两个疗程，浑身上下
感觉不到有患过腰脱的痕迹；同时，头晕
头痛，肩背酸痛全消除了，大脑感觉清醒
了，脖子也灵活了，没花多少钱就摆脱了
疾病的困扰，值！

骨里插刀痛难忍 25 味大药病全好
患有多年的膝关节骨质增生， 膝盖

越肿越大，不能打弯，不敢走路，一碰钻
心的疼，遇到下雨天就不敢出门。

去年 9 月份找到卓老， 卓老听完病
情描述后，建议用“二十五味阿魏胶囊”
三个月即可。自打用上“二十五味阿魏胶
囊”后，怪事就一个接一个：7 天左右，眼
瞅着膝盖上的大包一天天变小， 就像泄
了气的皮球一样；用到一个月，膝盖一点

也不疼了，能打弯了；三个月时，就能像
正常人一样走路了， 每天都出去慢走半
小时， 一点也看不出来曾经是个严重的
膝关节骨质增生患者。

看到“二十五味阿魏胶囊”疗法这么
好，还向好几个邻居隆重推荐卓老怪，他
们用了“二十五味阿魏胶囊”后，风湿骨
病全好了。

风湿关节病、腰突、颈椎病———

风湿、膝关节炎、滑膜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

给我 1 个月
20 年不复发

民间奇人展绝活

长沙：★河西楚济堂大药房(枫林宾馆大门右侧)
★东塘楚仁堂大药房(神禹大酒店东侧)
★湘春路楚济堂大药房(陋园宾馆斜对面)
★红星步步高楚济堂大药房(红星步步高超市内)
★五一广场平和堂药号
★东塘平和堂药号
★五一广场王府井大药房(王府井百货负一楼)
★火车站仁寿堂药号(五一路口晓园数码城一楼)

★南门口大药房(原好又多药号)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
★马王堆誉湘大药房(马王堆派出所斜对面)
星沙：★旺鑫大药房(星沙四区凉塘路 96号)
��������★新一佳楚济堂大药房(新一佳超市内)
浏阳：★仁济药店(中医院下 50米)�
宁乡：★神洲大药房(人民中路苏宁电器对面）

★开发药号(人民北路 1号)

望城：★九芝堂康民药店(电力局对面)
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穴建设中路浩天宾馆对面雪
醴陵：★湘东大药房(湘东医院正对面)
湘潭：★市一中新校门对面贵富康药号
★河东福寿昌医药堂(建设南路华凯站，华宇大酒店南侧雪
湘潭县：易俗河仁康大药房(银杏路步步高旁)
湘乡：龙城药店(新湘路家佳源超市对面)
衡阳：★国兴大药房(岳屏公园东大门对面)

益阳：★平和堂大药房(陆贾山庄门面)
��������★桥北家润多大药房
常德：★北站民康药号(汽车北站旁)
��������★下南门家润多民康药号
德山：民康药号(十字路口万象超市旁)�����
岳阳：★为民药店(九龙商厦对面）

★土桥友谊医药商场
邵阳：★时珍大药房（宝庆路中心医院斜对面）

邵东：仁爱大药房(百富路三完小对面)�
郴州：★友谊中皇城斜对面百姓福大药房
娄底：★一品康大药房(育才路与贤童路交叉口)
��������★天天好大药房(市财政局旁)
吉首：★健安药店(市一中桥头旁)
永州：★康源大药房(市委正对面)
怀化：★东方大药房(中心市场佳惠超市对面)
张家界：★寿康大药房(解放路影视城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