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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 ⑨

������说起钟勇皮肤疼痛专科， 相信
湖南醴陵的同行及病友都不陌生，
这间规模不大的诊所因良好的疗效
一直口碑相传。 钟勇皮肤疼痛专科
创办于醴陵至今二十多年， 株洲店
开办于 2016 年， 专科创办人钟勇
已成长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治疗皮肤
顽疾和颈肩腰腿痛的专家。

刚刚步入中年的钟勇与中医已
结缘 20 多年，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
年轻 “名中医”。 钟勇 1976 年出生
于醴陵 ， 从小受当乡医的母亲影
响， 对医学产生兴趣。 母亲在娘家
时得益于伯父传授中医知识并跟随
一六七部队军医学习中医外治疗
法， 当时农村方圆几公里都难找一
名医生， 母亲总能用既简单又经济
的验方让乡邻解决问题， 备受他人
敬重。 这让幼小的钟勇认识到， 能
帮助他人解除痛苦是一件幸福的事
情。 钟勇 1995 年毕业于湘潭医卫
职业技术学院， 随后在家乡醴陵创
办诊所， 接诊的病人来自于不同的
科别， 这对年轻的钟勇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 他刻苦研读中医经典医
著 ， 如 《黄帝内经 》 《伤寒杂病
论》 《医宗金鉴》 等， 不断提高理
论水平， 2005 年、 2010 年相继通
过全国中药学执业药师资格、 执业
医师考试。

2014 年 10 月钟勇考入湖南中
医药大学深造 ， 系统学习中医知
识。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他遍访名
师， 先后去过长沙、 南京、 北京、
上海、 郑州等地皮肤科、 骨科、 针
灸科进修学习。 多年所学加实践经
验， 钟勇在皮肤疾病方面形成了自
己独到的治疗方法， 他强调内调脏

腑， 结合外疗， 擅长治疗
痤疮、 湿疹、 疥疮、 黄褐
斑、 带状疱疹及后遗神经
痛、 银屑病、 颈椎病、 肩
周炎、 腰椎间盘突出症、
膝关节炎等。

醴陵 82 岁的瞿大爷
是一位银行退休干部， 全
身皮肤痒， 溃烂七年余，
头面部因瘙痒挠得面目全
非， 2019 年 4 月经朋友介
绍来诊。 钟勇医生经过中
医辨证， 认为瞿大爷属血
热风燥兼血瘀型的慢性湿
疹， 予以消风散中药颗粒剂内服配
合外洗祖传秘方排毒散， 外抹玉肤
膏调治。 几天后钟勇接到老人电话
说症状加重， 痒得厉害， 钟勇立即
驱车 45 公里到老人家里， 在详细
询问情况时， 瞿大爷拿出一个塑料
袋， 里面装了不少药膏， 其中不乏
各种激素药膏， 如皮炎平、 丙酸氯
倍他索软膏等， 此前看诊时钟勇要
求停用之前所用药膏， 原来是停激
素药膏导致病情加重。 钟勇告诉瞿
大爷属正常现象， 过两天就会慢慢
好转， 果不其然后面瘙痒程度一天
天减轻。 随后， 瞿大爷每两周到钟
勇诊所去一次， 后期改用当归饮子
补血驱风， 就这样历时三个月七年
之顽疾完全去除。

钟勇不仅擅长治疗皮肤疾病，
在疼痛治疗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经验。
每天门诊都能看到不少患者拿着 X
光、 CT、 核磁共振等检查结果来找
钟勇。 2020 年 11 月株洲一位姓刘
的老板因腰椎间盘突出症行走困难，
痛苦呻吟前来就诊。 钟勇详细询问

病史， 随后运用针刀微创松解紧张
的软组织再配合手法纠正骨骼偏歪，
患者受压的神经瞬间得到放松， 腰
不痛了！ 患者惊叹效果如此神奇。
有很多高龄老人膝关节痛蹲不下，
甚至多年蹲不下在钟医生这里十有
八九可以让其轻松蹲下来。 钟勇的
诊所已开办二十余年， 不少患者已
是老熟人了。 醴陵街上做建材生意
的汤某记得: “钟医生大前年给我治
复发性口腔溃疡再也没有发过， 以
前在别处治疗老是复发”。 在株洲橡
胶院工作的胡先生说： “钟医生不
光皮肤病看得好， 结石病效果也不
错， 早几年肾结石痛得要死， 在这
里吃十副中药结石下来哒！”

“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 ” ，
钟勇多次参加国医大师熊继柏临床
现场教学， 并跟随传承研习， 他始
终记住熊老的这句话。 “我多付出
一分， 病人就能少一分痛苦”， 在
医学的道路上， 钟勇一直在努力前
行。

本报记者 陈艳阳 通讯员 凌利

������记得在一次中医课上， 一位
北京的教授讲述了自己的一段亲
身经历。 那年冬天， 他只有七八
岁， 家住在农村， 生活条件差，
缺医少药 。 他出现了咳嗽 、 发
呕、 烦渴等症状。

他的母亲以为是感冒， 过几
天就会恢复； 谁知十天半个月过
去， 不仅没有好， 反而有加重的
趋势。 母亲着急了， 就带着他来
到村医的家里。

村医是一位老中医 ， 瞧了
后， 对他母亲说： “我这里也没
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正好你们家
有枇杷树 ， 用枇杷叶熬水喝试
试。” 他记得家里的枇杷， 果子
圆圆的， 熟了呈橙黄色， 吃起来
酸甜酸甜的。 母亲把他带回来以
后， 就用竹篙打树上的叶子。 叶
子上有棕色的绒毛， 必须用刷子
将毛去掉。 于是母亲来到井边一
遍又一遍刷， 洗净后， 回家熬水
给他喝。

过了一段， 枇杷叶产生了神
奇的效果， 他的咳嗽真的好了，
第一次体会到中草药的厉害之
处。 后来他考上了大学， 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中医学作为专业。

乡村缺医少药的年代， 很多
村医就地取材制成中草药， 来治
病救人。 那些看似随手拈来的举
动， 背后是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
科。

我听了教授讲的故事， 回想
起枇杷树， 湘西农村的院子、 村
边、 坡地等地方都可以看到。 枇
杷是营养丰富的水果， 而叶是药
房常备的中草药。 它的主要功效
是： 清肺止咳， 降逆止呕。 临床
主要用于肺热咳嗽、 气逆喘急、
胃热呕吐、 烦热口渴等症。 现代
医学研究表明： 枇杷叶有镇咳、
祛痰、 抗炎、 抗病毒、 抗菌、 降
血糖及抗肿瘤等作用。

枇杷叶很早就被中医药名家
典籍所记载。 在 《本草经集注》
中： “其叶不暇煮， 但嚼食， 亦
差 。 人以作饮 ， 则小冷 。 ” 在
《新修本草》 中： “用叶须火炙，
布拭去毛。 不尔， 射入肺， 令咳
不已。” 如今的枇杷叶多为蜜炙，
蜜炙能增强润肺止咳的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 枇杷叶须去
毛。 如用未去毛的枇杷叶患者可
引起咳嗽加剧、 喉头水肿、 痉挛
等症状。 另外， 枇杷叶不宜大剂
量服用； 胃寒呕吐及风寒咳嗽证
的患者要禁服。

湘西自治州人民医院药剂科
主管药师 周志平

������近日， 6 岁的云云和妈妈一起
到长沙市中医医院骨伤科复查， 医
生告知云云妈妈， 孩子完全康复，
没有任何后遗症。 云云是我和同事
几个月前接诊的一位小患者， 她在
玩耍时因不小心从高处摔倒， 右手
撑地， 起身时发现右前臂已扭成麻
花状， 痛得大哭。 家人连忙带她来
就诊， 当时我和两位同事接诊， 经
详细检查， 诊断为右前臂下段双骨
折， 征得家长同意， 为云云进行中
医手法正骨治疗。

在我们三位医生合作下， 只花
了几分钟， 云云畸形的前臂得到纠
正， 疼痛明显减轻。 再贴上我们医
院特制的三黄膏， 包上固定用的小
夹板之后， 复查照片骨折已完全复
位。 我们嘱咐云云家人， 定期来医
院复查， 只需三周就可拆除夹板活
动了。 期间， 妈妈带着云云顺利拆
除夹板， 一切正常。

这样的跌打损伤病例在医院骨

伤科每天都能接诊许多， 经过中医
医师的正骨疗法 ， 在 “摸 、 接 、
端、 提” 之间， 骨折、 关节脱位的
复位就得以轻松完成， 一些常见的
肘部轻微损伤手法复位甚至仅需一
分钟。

儿童骨折有其特殊性 ， 手法
整复是医生首选的治疗方案 。 中
医正骨手法讲究及时 、 稳妥 、 准
确 、 轻巧 。 古代名医曰 “机触于
外 ， 巧生于内 ， 手随心转 ， 法从
手出”。 手法正骨创伤小， 缩短了
骨折愈合时间 ， 并且避免了手术
的痛苦和二次手术取内固定的烦
恼， 愈后不留疤痕， 费用也低廉。
夹板外固定不仅质轻 、 可塑性 、
柔韧性好 ， 能有效维持固定并有
利于功能锻炼 ； 而且通气性好 ，
对皮肤无不良刺激 ， 还可根据肿
胀消退情况随时调整。

长沙市中医医院骨伤科
副主任医师 何科

治褥疮方
取紫草 15~20 克， 青黛

20~30 克， 冰片 15 克， 研末
过细筛， 经高压灭菌， 入瓶
备用。 局部消毒， 将患者溃
疡面及脓性分泌物洗净， 洗
至溃疡面充血后 ， 撒入药
粉， 甲硝唑注射液或庆大霉
素注射液纱布覆盖， 每日 1~
2 次。 一般敷药后 2~3 天分
泌物减少， 7~10 头后长出新
鲜肉芽， 10~20 天左右疮面
可愈合； 对有感染者， 最后
撒敷云南白药粉， 每日 3~5
次。 笔者从事临床 50 余载，
屡用屡效， 深受患者好评。

新化县铁路医院主任医师
李典云 献方

止咳良药枇杷叶

年轻“名中医”
专解痛痒顽疾

钟勇医生为脊柱病患者做康复治疗。

儿童骨折 首选手法整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