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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悦时从做中医骨病医生的第一天

起，就和腰椎病打交道，至今已经有 40 多
年， 经过她治好的腰椎病患者有多少，马
悦时自己也记不清。

马悦时认为， 腰椎承载着人体上半
身的全部重量， 腰椎对于人体就像 110
指挥中心一样重要， 也可以比喻为一座
大楼的钢筋大梁； 同时腰椎还对人体营
养供给、神经传导、新陈代谢等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

然而，人的腰椎是非常脆弱的。 随着
年龄增长，人体椎间盘组织退变，弹性降
低，在长期劳损，用力不当，和外伤、车祸
等外因作用下，纤维环破裂，髓核从破裂
处突出，压迫到神经根，脊髓。患者常常感
到腰部疼痛麻木， 下肢呈放射性疼痛，还
可出现间接性跛行，足下垂，肌肉萎缩，严
重者不仅痛不可忍， 还可造成卧床不起，
瘫痪等。为此，马悦时呼吁：不能让腰椎病
再如此肆虐，防治腰椎病刻不容缓！

事实上，大多数腰椎病患者在医院治
疗时，多选用西医的方法，手术、微创等，
不但花费高，病人还承受巨大的痛苦和失
败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手术不能治根，复
发几率很高。

所以马悦时教授在临床治疗腰椎病
一开始，就决定通过中医治疗。

二
中医怎么看待腰椎病？“血不养筋，筋

不固骨”就是病因所在。
古人有句话说的好： 问渠哪得清如

许？ 惟有源头活水来。 流水不腐，一切生
命才会常新；死水一潭，就会滋长“臭鱼烂
虾”；腰椎病的形成，就是因为我们的“除
旧布新”工作没做好；只有把旧的排除掉，
新的才能用上，只有源源不断地给身体输
送营养，腰椎病才能康复；所以，我们找到
了问题的根源，从根源着手，营养能够顺
利地送达到腰椎，所有的一系列问题都将
迎刃而解。

患者选择做手术， 甚至在腰椎上打
钢钉加固腰椎，可结果怎么样呢？ 即使手
术摘除了突出的髓核，也支撑不了多长时
间，因为椎间盘只有磨损，没有修复，很快
就会磨坏；手术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没有从根本上恢复健康，这
就是为什么不少患者做完手术还是照样
复发。

正是因为马悦时教授一开始就从中
医的理论体系中找到了腰椎病的根源，认
识到要真正治好腰椎病，依赖手术等创伤
性疗法是行不通的。

三
当然， 在马悦时教授治疗腰椎病的

行医生涯中，最让中医骨病界所肯定的造
诣，就是她的中医辩证理论。她的“腰间盘
复活疗法”，博采众长，成为非手术治愈腰
椎病的传奇。 无论是腰间盘突出，还是椎
管狭窄、腰肌劳损，甚至是瘫痪在床的腰
椎病人，都能奇迹康复。在腰椎病“不死的
癌症”笼罩下，马教授独树一帜，成为我国
少有的疑难病专家。

所谓“腰间盘复活疗法”，就是利用中
医辨证理论，通过内服外敷中药，对老化、
破裂的腰间盘进行调理、修复，使其重新
闭合，恢复韧性和活力。 从而从根本上治
愈腰椎病。

这是马悦时教授在 40 多年的骨科医
学临床研究中， 根据腰椎病的各种病理变
化，以及腰椎病患者多有并发症的特点，总
结出一套综合调理的非手术疗法。 毫不夸
张的说这就是她腰椎病治疗的独门秘笈。

腰椎病致病原因复杂多样，而马教授
可谓是独具慧眼。看过患者照射的影像图
后，根据腰椎病变、受损的部位、状态等，
很快就能找到患者发病的根源。从而准确
地进行分析判断，开出良方。

四
有一次，马悦时教授在武汉做义诊。 一

位小伙子背着年近五旬的母亲慕名前来。
这位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患腰椎病

十多年了，不得已还做了手术，可是两年
后却突然瘫在了床上。 小伙子说，每次去
医院，那些所谓的专家都给母亲开出一大
堆的中药、西药，结果，病情一点没见好
转，把胃都吃坏了，一见药就吐。

更让小伙子着急的是， 为了治病，小
伙子背着母亲去了很多大医院。 因突出
髓核严重压迫神经、血管，已无法再次手
术，众多知名专家在看过他母亲的 CT 片
后，均下达了无药可医的判决书。

马教授详细看了他们带来的 CT 片，并
在腰部做了检查。发现她不只患有腰间盘
突出，还有严重的腰肌劳损。 正是两病同
发导致她下肢失去行动能力。 因为身体
条件限制不能再次手术，所以各大医院都
无计可施。

“你母亲的病能治好，我保她一个月
就能下床。”马教授很快开出了药方。看到
药方后，小伙子和母亲都有些迟疑。 药方
仅有两种，一种是 19 味组方的“小药丸”，
另一种却是蜂蜜。

马教授笑一笑说：“用蜂蜜水服用小
药丸就可以了。 你放心吃吧，这种药不刺
激胃，还能让你的病去根。 ”

不到三个月，小伙子给马教授写来了
感谢信：真是神医啊，服了您开的药，我母
亲的病全好了。 她服用一周就感觉腰部
热热的，疼痛大为减轻，不到一个月就能
下床了。 而且走路、上下楼都没问题。 后
来到医院拍片子一复查，连医生都惊讶地
说没想到恢复这么好。 现在我母亲正跟
学校联系复课的事呢！

五
在医学界，腰椎病就有“不死的

癌症”的说法，对此，马教授一笑而过。 正
是这些错误的理论误导了患者，腰椎病仿
佛就是患者身体上的一道难以挣脱的“紧
箍咒”， 各大医院动不动就要拿刀子解决
问题，着实吓坏了不少患者。

听听马教授的故事，再反观所谓现代
医学的治疗方法，确实如此。 患者去医院
看腰椎病，往往就是 CT、核磁共振、X 光
等一系列的检查确诊。 而如何解决问题
连所谓的专家都摇头叹息。 年纪轻的就
直接建议手术，而对于那些年岁大、身体
差或有其他并发症的患者却束手无策，随
便给开点消炎药，回家养着。

在马教授看来， 西医之长在于检查
定论， 可取之长通过仪器检查各项治标，
以便详细确定患者病情。 而中医却往往
是治本求源，看清楚了病情，找准了病根，
以中医数千年积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名方、名药，治病何难之有？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前文提到过的
“小药丸”。 马教授介绍，小药丸现在是国
家腰椎病治疗的重点推广用药，由百年老
字号广东华天宝生产，组方有上百年的历
史，浓缩了我国几千年中医治疗腰椎病的
精髓。 做了四十多年的骨科大夫，用过的
治疗腰椎病的药物也有上千种，对比这么
多药物，到目前为止，真正的、专业的、治
疗性药物，我还是首选“小药丸。 ”

六
俗话说的好：“三分治，七分养”。马悦

时特意提醒腰椎病患者， 药物不是万能
的，合理的生活习惯必不可少。

那么， 腰椎病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马悦时说，这些事项
看似简单，但是严格做到却实属不易。

1、睡硬板床。睡硬板床可以减少椎间
盘承受的压力 。

2、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腰间保
暖，尽量不要受寒。 避免着凉和贪食生冷
之物， 不要长时间在空调下,这样对腰部
不太好!�加强腰背部的保护 。

3、不要做弯腰又用力的动作（如拖地
板…）注意劳动姿势， 避免长久弯腰和过
度负重，以免加速椎间盘的病变 。

4、 锻炼时压腿弯腰的幅度不要太大，
否则不但达不到预期目的，还会造成椎间
盘突出。

5、急性发作期尽量卧床休息，疼痛期
缓解后也要注意适当休息, 不要过于劳
累，以免加重疼痛 。

6、平时的饮食上,多吃一些含钙量高
的食物，如牛奶，奶制品，虾皮、海带、芝麻
酱、豆制品也含有丰富的钙，经常吃，也有
利于钙的补充，注意营养结构 。

七
厚积薄发时、必当一鸣惊人。 2008 年

9 月 10 日， 由中华骨病康复协会举办的
“全国腰椎病康复高峰论坛” 在人民大会
堂召开！ 作为腰椎病治疗领域杰出代表，
马悦时教授出席了此次会议，并获得全国
腰椎病“十大健康卫士”称号。 同日，马悦
时被中华骨病康复协会聘为特级专家，对
“腰间盘复活疗法”进行推广。

马教授在最后语重心长的说，自古就
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的名言。我从医几十年，积累了一些经
验，虽已近古稀，仍能发挥余热，受中华骨
病康复协会的邀请在全国各地巡诊，为广
大腰椎病患者进行免费诊疗。

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所
以马悦时想通过本报就腰椎病的治疗知
识理论对广大患者进行科普教育，也是希
望患者能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让更
多的患者受益。

后记
1、文中所提到的“小药丸”，是针对腰

椎病发病根源，由桂枝、红花、独活、五加
皮、白芷、防己、骨碎补、当归、制草乌、千
年健、秦艽等 19 味名贵中草药配伍，并采
用国际最先进的双重浓缩技术，制成高度
浓缩的小药丸， 专治各种顽固的腰椎病，
药效是普通药物的 20 倍。 患者只要服用
1.23 粒小药丸就相当于服用一副治疗腰
椎病的汤药。 此药丸由中华骨病康复协
会“腰间盘复活疗法”专家门诊特供，患者
可在了解病情后由专家开具处方后拿药。

2、想要进一步了解腰椎病康复治疗的
朋友可以拨打热线 0731-82222114 预
约马悦时专家。

马悦时教授全国巡诊长沙站时间：
2011 年 10 月 21 日 -10 月 26 日。 即日
起，开通电话预约就诊，限额 100 名。

预约报名电话：0731—82239234����
活动地址：10 月 21 日—26 日长沙市

养天和东塘星城大药房（东塘西百幸鞋业旁）

在中华骨病康复协会特聘的全国巡诊专家团里，马悦时教授并不是唯一的女性专家，却是接诊人
数最多的专家。因为不光是腰椎病患者来找她，每到一个地方义诊，不少当地医院的骨科医生也特地前
来向她请教。在患者的口中，她是一位非常神奇的医生，说她神奇是因为她可以用看上去比较简单的治
疗方式，使那些遭受腰椎病痛苦而导致瘫痪的病人重新站起来，让那些长期饱受腰椎病困扰的人摆脱
病痛。 她的治疗方法非常简单，不用开刀，用她的慧眼诊断再加上口服中药辨证施治，就可以达到腰椎
患处消炎、祛痛，最终使腰椎功能恢复的目的。 腰椎病只要找马悦时教授，片子一看，中药一开，腰椎病
患者治一个好一个。

马悦时教授是中华骨病康复协会理事，骨科治疗领域的权威，湖北中医腰椎病治疗泰斗。 系统学习
中医骨病治疗理论，博采众长，治学严谨，多年来撰写 10 余篇腰椎病治疗学术著作，独创“腰间盘复活
疗法”。这是马悦时教授在 40多年的骨科医学临床研究中，根据腰椎病的各种病理变化，总结出来的一
套新的医学理论和治疗手法。2004年 6月，“腰间盘复活疗法”被列入中国卫生部“十年百项重点推广应
用项目”。

笔者与马悦时教授首次见面，一点也感觉不到老专家的架子，说起话来中气十足，根本看不出她已
近古稀之年。 她爽朗一笑说，这就是中医的好处。 更让人惊诧的是，她近 70岁的高龄，身子骨如年轻人
一般硬朗。

现在很多人知道：西医治标，中医治本。 对此，马悦时教授有自己的见解：中医辨证施治腰椎病。

马悦时
中医擅治腰椎病

腰椎病专家热线
中华骨病康复协会 名医面对面栏目联办

0731-82239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