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埃及《金字塔报》2
日报道，黎巴嫩国会议员
康索爆料称，叙利亚军队
在打击霍姆斯城内反政
府武装组织的战斗中，俘
虏了100多名法国军人。
据他说，在被俘的法军人
员中有18名军官和100名
伞兵，与之同时被俘的还
有70名黎巴嫩武装人员。
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
法国方面的证实。

据报道，霍姆斯阿姆
鲁区共有600名叙利亚籍
和118名其他国籍的武装
分子向叙军缴械投降，政
府军已开始向该区居民
分发食物，运送伤者。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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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李治国给谢本渊教授送锦旗

丢掉拐棍 绝处逢生
湘潭华侨中医医院救治股骨头坏死患者李治国纪实

几个月前，在湘钢附近开饭店的李治国就出
现腿疼的现象，时有时无断断续续，他一般强忍
着就过去了，以为是劳累过度并没在意，痛得剧
烈时就吃“去痛片”抗着，一直没到正规医院接受
检查治疗。没想到的是，从去年 9月开始，李治国
的腿疼加重，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他感到髋
部发紧，紧接着膝关节发炎、肿大，腰疼、臀部后
侧疼，肌肉萎缩、膝盖也疼而且疼得越来越厉害。
随着病情恶化，股骨头塌陷，两腿长度相差 5�公
分，只能拄着拐棍走路。他心里非常着急，家人也
满是忧伤，实在顶不住了，他才丢下生意，急忙到
市内一家大医院就诊。 在医院做MR(磁共振)检
查，显示两侧股骨头出现缺血性坏死、神经根水
肿，股骨头囊性变化发生扩大，且髋关节坏死的
面积很大，需要马上治疗。

命运似乎在和李治国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
也仿佛故意捉弄他一样，在那家医院住院一个月
后，他的病情反而严重了，到了后来他已经站不
起来了。 李治国的脸上总是挂着幽怨，家人们的
情绪也变得烦躁，这让他感到，他已经走到了绝
境。 就在李治国几乎放弃的时候，传来一个令人
振奋的消息，湘潭有一家专门治疗股骨头坏死的
医院———湘潭华侨中医医院疗效非常好。朋友欢
天喜地地告诉他，他却提不起精神来“都是这么
说，可有谁能真的治好我的病呢?”家人的一句话
打动了李治国：不管怎么说，去试一试吧，万一能
治好呢!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李治国在朋友的陪
同下，痛苦地拄着拐棍到湘潭华侨中医医院。 当

他几乎是爬着走进到湘潭华侨中医医院的大门
时，前台导医小姐那甜美的微笑、热情的服务让
他痛楚的内心得到了一丝慰藉。谢本渊教授接待
了李治国，并为他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得出这样
的结论：股骨头坏死四期。李治国很是迷惑：我是
怎么得上这个病的呢?

谢本渊教授具有 30多年治疗股骨头坏死的
临床经验，擅长运用永州异蛇炼制蛇油百草膏药
外敷，无论股骨头坏死疼痛时间多长，无论何种
类型，无论男女老少均有显著效果。 被《湖南日
报》、《健康报》、《大众卫生报》、 湖南都市频道等
媒体誉为“国医妙手、起死回生”。 在李治国提出
自己的疑问后， 谢本渊教授耐心地给他解释：由
于其关节一直以来承受着很重的负担，从而导致
股骨头坏死。 谢本渊教授继续说道：虽然现在情
况比较严重， 但是只要好好配合医生的治疗，缓
解疼痛，改善功能受限是很有希望的。

从进门到接诊，李治国感受到了与其他医院
截然不同的待遇，从前的那些医院的医生都是冷
面加冷漠，而这里的医生处处都让人感到温暖贴
心。 看到谢本渊教授眼中坚定的目光，李治国更
加相信了这家医院。

在随后的二十多天里，李治国接受了湘潭华
侨中医医院独创的“五效同步整合疗法”治疗。首
先是利用冲击波改善股骨头坏死区域的供血状
况，激活成骨细胞，然后利用骨伤治疗仪促进血
管再生和骨性修复，阻止股骨头的塌陷，消除疼
痛症状，改善骨细胞的营养状态，接着是利用超

导疗法，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再加上 OKW 波，
康复手法，中药，输液等多种治疗手段综合运用。
湘潭华侨中医医院独创的“五效同步整合疗法”
是在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上研制的非手术治疗股
骨头坏死的新疗法。

“五效同步整合疗法” 经过股骨头坏死专家
的多年研究及临床应用，利用国际先进的治疗仪
器，对患处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治疗，共分为通血
运祛瘀阻基础疗法、促进骨细胞再生疗法、中药
三补双活疗法、液体内循环疗法、功能康复锻炼
疗法五大部分。

“五效同步整合疗法”能在短期内将股骨头
坏死残存的血运得到激活和生长，建立起大量的
侧枝循环以彻底改善股骨头坏死缺血的状况，并
激活骨小梁的生长和骨纤维重塑，加快对坏死骨
细胞的修复，促进新骨生成，病骨变新骨，最终达
到治愈股骨头坏死的目的。

“五效同步整合疗法”不仅彻底解决单纯靠
中药治疗疗程长、效果慢等种种弊端，更避免了
手术给病人带来的肉体痛苦和经济损失，治疗安

全可靠、效果显著，使用以来，已经使数以万计的
股骨头坏死患者获得了新生.

随着股骨头坏死治疗过程的一天天推进，李
治国感觉腿慢慢地较以前有劲了，关节也能灵活
的活动，病情好转，李治国的心情也大大好转，和
他的病友一起谈笑风生， 如果不是手中的拐杖，
谁也不能相信，他还是一个疾病缠身的股骨头坏
死四期患者。 心情是这样的好，以至于让李治国
忘记已经在医院住院快一个月了，直到谢本渊教
授告诉他可以出院时，他才恍然醒悟。

谢本渊教授说道：“您的股骨头坏死已经治
不需要住院治疗了，我们让您出院，首先是想减
少您的经济开支，您治病这么长时间，相信也花
了不少钱，其次是因为我们觉得您的股骨头坏死
康复达到了我们出院的标准，出院后只要您按照
我们华侨股骨头医院给您安排的康复计划进行
调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我出院了，是自己走出医院的，不是爬出去
的，这是我绝处逢生的最好证明。出院后，我将按
照谢本渊教授的嘱咐，坚持喝中药调理，保持适
当的锻炼。 现在我已经能够下地行走，照料自己
的生活。 我很感谢湘潭华侨中医医院，感谢大夫
们帮我找回了失去的幸福。 ”

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通过谢本渊精心
治疗后，丢掉拐杖康复出院，李治国感激地说：谢
教授真是“国医妙手、华佗在世”。 文 /罗未迟

【相关介绍】：谢本渊，永州冷水滩人，1971
年毕业于湖南中医药大学， 谢氏第三代骨科传
人，现任湘潭华侨中医医院学科带头人。

临床风湿骨科 40多年，擅医股骨头坏死、腰椎
间盘突出、类风湿关节肿大畸形、颈肩腰腿疼痛、
肌肉萎缩疼痛，成功研究“活血止痛膏”、“蛇油百
草追风膏”系列外敷，荣获国家专利技术，国家专
利技术证书号：1L031248543。 现编著《中医治疗
股骨头坏死》、《中医外敷穴位治骨病》二本书，共
计 80万字，全面总结阐述“谢氏五效同步整合疗
法”30多年来的临床经验。

好消息：2月 9日—4月 9日特邀北京、 上海
知名股骨头专家来湘潭华侨中医医院会诊。

湘潭华侨中医医院
医保、新农合定点单位
地址：湘潭市汽车东站右对面 吉安路 259号
电话：0731－52818999��手机：13203202888

2012 年 1 月 10 日，湘潭华侨中医医院前坪鞭炮阵阵，吸引了许多
路人驻足观看。 这一天，在湘潭华侨中医医院华侨股骨头研究中心接受
治疗的李治国成功康复出院。为感谢华侨股骨头研究中心谢本渊教授的
精心治疗，他不仅燃放鞭炮，还和朋友将一面写有“骨头坏死缠我身，华
佗在世病魔清”的锦旗送到谢本渊教授手中，“太谢谢你们了，是你们给
了我重新走路的机会”，李治国拉着谢本渊教授的手激动地说。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2日对沙特媒体说，“基地”潜
入让叙利亚正处于恐怖主义问题的中心地带。

同一天，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卢卡舍维奇在莫
斯科说， 有可靠证据表明，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中有
“基地”组织的成员，俄罗斯将要求联合国对部分国
家官员有关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的建议进行法
律评估。

马利基：叙利亚处于恐怖主义中心地带
伊拉克总理努里·马利基在沙特阿拉伯媒体2日

刊登的采访中说，“基地” 组织势力正从伊拉克向邻
国叙利亚转移。

“过去， 叙利亚觉得国内不存在恐怖主义问题，
而如今，它处于恐怖主义问题的中心地带，”伊拉克
总理告诉《乌卡兹报》。这是伊拉克官员首次明确提
到“基地”组织正从伊拉克“转战”叙利亚。

伊拉克内政部高级官员上月告诉法新社记者，
宗教极端主义武装人员正从伊拉克潜入叙利亚，一
些人跨境走私武器，供给叙利亚反对派。

俄外交部：“基地”成员混入叙利亚反对派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卢卡舍维奇2日发表声明

说， 最近一些国家的官员越来越频繁地呼吁向叙利
亚反对派提供武器， 有些国家的官员甚至宣称向叙
利亚反对派提供武装是合法行为。有可靠证据表明，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中有“基地”组织的成员，而该组
织被联合国安理会认定为恐怖组织。 这些官员的言
论是否符合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以及国际法值得
怀疑。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所有国家都不应
向恐怖组织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 其中包括资金支
持以及提供武器。

卢卡舍维奇说，根据联合国大会1994年通过的有
关宣言，所有国家不应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组织恐怖活
动，挑唆、庇护并参与恐怖活动。但一些国家的电视媒
体却向极端分子提供舞台，这些极端分子号召人们消
灭那些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他们持不同看法的人。

自由军：说“恐怖分子”制造暴力是“造谣”
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多次指认“武装恐怖分子”制

造暴力流血事件，致使国内局势恶化。美国情报机构
2月中旬说，“基地”伊拉克分支已经把活动范围扩大
至叙利亚。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第二大城市阿勒颇自去
年年底以来数次遭遇汽车炸弹和自杀爆炸袭击，死
伤惨重。包括美国情报人员在内，一些人怀疑“基地”
是背后黑手。

叙利亚主要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分支
“法鲁克旅”2日声称，叙利亚境内不存在任何“基
地”势力，宗教极端主义武装在叙利亚活动的说法
是政府“造谣”。

“基地”潜入叙利亚
向反对派密送武器
俄罗斯：所有国家不应在他国领土挑唆恐怖活动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 在叙利
亚受伤的法国《费加罗报》女记者
埃迪特·布维耶（下图）和另一名
法国记者威廉·丹尼尔斯（上图）2
日乘坐法国政府提供的一架装备
有医疗器械的飞机， 离开黎巴嫩
首都贝鲁特返回法国。

法国驻黎巴嫩使馆2日发表
声明说，这两名法国记者1日晚从
叙利亚进入黎巴嫩， 在贝鲁特的
一家法国医院接受了全面体检，
其中，布维耶的健康状况稳定，可
以送到法国接受治疗。

100多名法国军人
在叙利亚被俘虏？

受伤法国记者
从黎巴嫩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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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爆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