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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 月 23 日， 《中国医药报》
发表了 《“癫痫自愈” 给了世界一个奇
迹》 的文章， 此文报道了贾满飞的最新
研究成果， 首次提出癫痫可“自愈” 的
理论， 一时间在医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次年 11 月， 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
国际癫痫论坛上， 贾满飞荣获“抗癫圣
手” 称号；

2011 年 10 月， 贾满飞再次闪耀国
际癫痫防治大会。 他主导的“癫痫自愈
修复疗法” 得到大会同行的认同， 成为
“战胜癫痫病二期计划” 的重点推广项
目……

贾满飞是谁？ 她为何能让顽固的癫
痫神奇自愈？ 她凭什么获得如此殊荣？
带着疑问， 笔者对这位抗癫奇人进行了
走访。

一个个康复故事
一个个治疗奇迹

近年来， 贾满飞获了多少次奖， 她
自己也说不清楚。 她印象最深刻的， 就
是每次获奖后都会引发海内外医药界的
强烈关注。 而每逢有人采访， 贾满飞都
会先带对方去参观他的病历档案室。

房间里没有任何陈设， 在不到 30
平米的房间里， 二十个上下六层的架子
上， 整齐的摆放着十六万多份病历档
案， 里面除记载详细的病历外， 还有脑
部影像片、 脑电图等。

贾满飞说， 这些脑部影像片都来自
一些典型的重症癫痫病患者， 每个患者
两张， 一张治疗前的， 一张治愈后的，
每组片子下边还附着病历卡片。

卡片上记录的非常详细， 每位患者
的姓名、 年龄、 地址、 症状、 病龄、 治
疗方法、 治疗效果等历历在目。

其中广西的一个 9 岁男孩， 两岁
时高烧发生惊厥， 继发癫痫。 最严重
时， 每天发作两三次， 父母整天以泪
洗面， 经贾满飞治疗后， 一个月发作
得到控制， 一年半彻底康复， 现已在
小学就读。

江苏吴江女孩夏晓华失恋后突发癫
痫， 多年医治无效， 心灰意冷的她在公
交车上割腕企图自杀， 后经人介绍找到
贾满飞， 不仅癫痫痊愈， 如今还找到如
意郎君。

更让人称奇的是甘肃白银患者马又
清， 他患癫痫十三年， 做了两次手术仍
在频繁发作， 最后连省医院都拒绝治
疗， 最终在贾满飞的治疗下， 彻底回归
正常人的生活……

可以说， 每张卡片都记录了一个癫
痫康复奇迹， 而这些影像片都是奇迹的
最佳佐证。

每次贾满飞坐诊， 总能碰到一些专
程前来致谢的患者， 而对患者的致谢，
她总会谦虚的说： “不用感谢我， 还是
感谢你自己的身体吧。 你的癫痫病能治
好， 最大的功劳是你身体的自愈力， 我
只是帮了个小忙而已。

自愈力？ 很多患者听后都会一头雾
水， 这么严重的癫痫病怎么可能自愈呢？

贾满飞介绍， 自愈力是人体与生俱
来的能力。 我们的身体中天生拥有康复
系统， 可以及时自我诊断、 自我修复、
自我维护， 在身体遭受侵害时就会自我
进行调节。 例如， 手指划破了口能自动
愈合； 骨折后调养一段时间， 断骨就会
自动连接。 这就是人体自愈力的体现。

然而， 人体的自愈力是有限的， 当
人体受到的侵害超出自愈能力， 或者人
体某些部位的自愈细胞发生异常时， 就
会导致疾病久治不愈。

贾满飞指出， 癫痫病病因复杂， 很
多患者患病后， 听之任之或者盲目求
医， 导致病情反复， 越来越重。 同时，
她强调， 无论患者的癫痫病有多严重，
只要能恢复脑神经细胞的自愈力， 改变
不良生活方式， 都可以完全获得康复。

癫痫自愈修复疗法
神奇疗效震惊世界

贾满飞经常跟她的学生说： 我从医
三十多年就干了一件事： 为癫痫患者找
了“自愈” 的方法。

在贾满飞眼里， 人体自愈力是不可
思议的， 没有任何一个名医可以与机体
的自愈力相媲美。 他认为， 癫痫病患者
康复， 表面上是治疗起了作用， 而起决
定性作用的却是脑神经中的自愈组织。

最新医学研究发现， 脑神经由神经
元和胶质细胞两部分组成。 神经元负责
信息的传递， 而胶质细胞就是为神经元
提供营养和修复的自愈组织。

在临床中， 贾满飞发现， 患者每发
作一次， 脑神经元就损伤一次， 进行修
复的胶质细胞就会被迫增生， 最终因为
营养不良而不断坏死。

也就是说， 只要为胶质细胞提供充
足的营养， 全面唤醒它的自愈修复功
能， 就能从根本上治愈癫痫病。

贾满飞回忆说： “当初我提出以
胶质细胞作为突破口， 把恢复脑神经
自愈力作为攻关项目时， 很多专家都
说我是狂想家， 当时没少受他人的嘲
笑和白眼。”

然而， 如今贾满飞的设想已经成
为了现实， 她独创的“癫痫自愈修复
疗法” 成功治愈了成千上万的癫痫病
患者， 神奇的疗效更是震惊了国际医
学界。

巧用胡椒碱衍生物
癫痫自愈获得巨大成功

2008 年 1 月 23 日， 《中国医药报》
刊登了贾满飞编写的理论文章 《“癫痫
自愈” 给世界一个奇迹》。

文中， 贾满飞利用大量的中医理论
对“癫痫自愈修复” 疗法治愈癫痫病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 她强调， 自愈修
复不是要患者对病情不管不顾， 而是在
药物干预下， 充分发挥脑神经的自愈修
复功能， 从而达到彻底康复的目的。

同时， 贾满飞还特别介绍轰动世界
医学界的胡椒碱疗法。 大量临床和试验
数据证明， 胡椒碱衍生物不仅能迅速打

通脑神经细胞的钠离子通道， 平衡脑神
经细胞的递质代谢， 增加脑神经细胞的
携氧能力， 还能为脑神经胶质细胞提供
充足营养， 彻底修复受损神经元， 为实
现癫痫的全面自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文章一刊出， 立刻在医学界引起了
轰动。

随后， 在国家卫生部门召开的论
证会上， 近百位专家一致认同了“癫痫
自愈修复” 胡椒碱疗法的科学性， 并指
出此疗法在癫痫病治疗历史上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

自此， “癫痫自愈修复” 理论找到
了科学的依据， 获得国际国内医学界广
泛的认同， 她和恩师周正新教授研发的
胡椒碱衍生物治癫痫这一高科技成果已
被美国、 英国、 瑞典、 德国等科技发达
国家引进， 其知识产权差点被德国一药
商抢注。 现在该药已被国家药监局批准
为国药准字， 由北京大学北大药业组织
生产。

如今， 在癫痫病患者心中， 贾满飞
简直成了他们的大救星。 贾满飞就是凭
着自己的精湛医术， 脑电图一看， 药方
一开， 病人吃一个好一个。

然而， 谈到癫痫病的治疗现状， 贾
满飞非常担忧， 她说， 癫痫就像一个难
以送走的瘟神， 不仅给患者身体和精神
上带来巨大的伤害， 也给家庭造成沉重
的负担。 然而， 很多患者发病初期并没
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基层的医疗技术也
很难满足患者的需求。

更让贾满飞心痛的是， 西药只能被
动抑制神经元的兴奋性， 无法修复受损
的神经元。 长期服用西药会使人体产生
依赖性和抗药性， 一旦停药， 极易复
发。 而手术都是创伤性的， 尤其是脑部
手术， 一旦失败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所以， 在临床中贾满飞一直坚持能
少吃药就少吃， 能不开刀就不开刀的原
则， 她特别指出： “癫痫自愈修复疗
法” 中所用的胡椒碱衍生物， 是由云南
西双版纳大勐龙地区野生白胡椒， 运用
现代生产工艺精炼提纯而成， 纯天然植
物药， 不仅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 而且
药效是一般中药的几十倍， 非常神奇。

很多患者反映， 服用贾满飞所开的
植物药胡椒碱衍生物， 脑部会有一种温
热感， 头晕、 头痛症状很快消失， 脑部
变得异常清醒， 原来频繁出现的大发
作， 小发作不知不觉停止了， 脑电图复
查显示脑电波平稳有序， 脑神经全面恢
复正常， 即使感冒、 刺激也不会复发。

医者仁心
忘我奉献治病救人

其实， 作为全国知名的癫痫病专
家， 在医学界广为传颂的， 不仅是贾满
飞主任在癫痫治疗上的精湛医术， 还有
她高尚的医德和人格魅力。

“治病是技术活， 更是个良心活，
为患者解脱病痛是我们的职责， 也是我
们的荣幸”。 贾满飞的弟子杨宝华一直
铭记着老师对他的教导。

在杨宝华的印象中， 贾满飞简直就
是个“工作狂人”。 虽然慕名求医的患
者越来越多， 而贾满飞总是有求必应，
每当就像一个陀螺一样忙个不停。

他印象最深的是去年冬天， 贾满飞
因为饮食不规律、 操劳过度， 患上了严
重的胃病， 一疼起来就直冒冷汗， 消化
科的医生给她安排了床位输液治疗， 没
想到刚扎上没多久， 贾满飞竟然自己拎
着输液瓶回到了诊室， 很多前来就诊的
患者都说， 有这样的好大夫为我们看
病， 我们绝对信得过。

提起这个经历， 贾满飞只是呵呵一
笑。 她坦言， 三十年来， 带病坚持工作
的情况有很多次了。 她说治病救人是我
的职责， 那么多患者为我远道而来， 他
们承受的痛苦比我严重多了， 我不能让
他们失望。

享誉海内外淡薄名利
免费巡诊点燃康复希望

贾满飞主任用不懈的努力和精湛的
医术换得癫痫患者的彻底康复， 更赢得
了医学界的广泛赞誉。

2011年， 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国际癫
痫防治大会上， 贾满飞再次大放异彩，
她的科研成果得到大会同行的认同， 她
主导“癫痫治愈康复疗法” 作为“战胜
癫痫病二期计划” 的重点项目进行全面
推广。

当国外抗癫痫联盟诚挚地邀请她留
在法国时， 贾满飞主任回答说： “我的
成果是要为世界人民服务的， 但我不能
辜负国家对我的培养， 更不能放弃中国
患者对康复的期盼， 因为我们的心是交
融在一起的。

为了让更多的癫痫病患者感受到
“癫痫自愈修复疗法” 带来的神奇效
果， 早日回归健康， 贾满飞接受中华
中医药癫痫康复协会的邀请， 与十几
位癫痫病专家一道， 在全国各地开展
免费巡诊活动。

最后， 贾满飞主任欣慰地说： “癫
痫不是不治之症， 能让更多的癫痫患者
走向健康， 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免费巡
诊的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访谈后记
采访最后， 贾满飞主任还公布了一

个好消息， 近日， 癫痫病全国巡诊活
动即将走进长沙市， 贾满飞主任将亲
临现场， 为长沙市癫痫患者进行免费
诊疗救助。

据悉， 目前报名热线电话: 0731-
83297020 已经开通， 如果你是癫痫病
患者，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癫痫自愈
修复疗法”， 现在就可以报名预约， 获
得贾满飞主任的亲自接诊。

贾满飞主任巡诊长沙站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22 日至 23 日。 每天只接
受 30 名患者就诊， 请患者提前预约。

报名电话：
0731-83297020

������贾满飞， 我国千千万万个中医的一员， 却对癫痫病有着独到的见
解， 以精湛的医术颠覆了癫痫治疗的历史， 成为享誉中医治疗癫痫的
传奇人物。

抗癫圣手
让重症癫痫神奇“自愈”

* 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个“神医” ---自愈力， 癫痫病能够彻底康复归根结底是
自愈力的功劳。

* 我三十年就干了一件事： 为癫痫病患者找到了“自愈” 的方法。
* 治病是技术活， 更是个良心活， 为癫痫患者解脱病痛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事。

名
语 录
家

抗癫圣手———贾满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