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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 12

������低调谦逊， 温文尔雅， 说话
轻声细语， 是湖南省衡东县中医
医院院长、 骨伤科主任医师刘永
俊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比起院长
和名医的身份， 他更像一位儒雅
的书生， 沉稳静谧中带着一丝洒
脱。

刘永俊医理醇熟、 医术精湛，
是衡东县首屈一指的骨病名医 ，
系湖南省中医药学会第七届外科
专业委员会委员、 衡阳市医学会
骨伤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衡阳市
中医药学会理事； 在 2020 年年底
召开的湖南省中医药大会上， 他
获得 “湖南省基层名中医” 称号。

刘永俊出生于 1967 年， 1991
年毕业于湖南中医药大学， 同年
分配至衡东县中医医院骨伤科 ，
自此正式成为一名骨伤科医生 。
因在同期临床医生中表现优异 ，
被当时的医院名医赵炳煌收为得
意弟子。 赵炳煌曾从师于清末著
名武侠阳大毛的曾孙欧阳霖先生
门下， 在运用中医手法治疗各种
骨折、 脱位复位方面均有独到之
处， 在衡东、 衡山、 攸县、 株洲
等相邻几个县市区具有很高的医
疗威望 。 刘永俊医学理论扎实 ，
再经过名医教诲， 加之治学严谨，
攻读勤奋， 很快成为骨伤科骨干。

刘永俊厚德博学， 承古拓新，
集众多医家之长， 在工作中自创
多种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法。 他率
先在医院开展微创颅内血肿清除
术、 椎管内肿瘤切除术、 全髋关
节置换术、 胸腰椎骨折微创治疗
内固定术、 腰椎滑脱钉棒内固定
椎间植骨融合术、 老年粗隆间骨
折 PFNA 内固定术、 经皮椎体成
形术、 骨盆骨折内固定、 人工肩
关节置换术； 逐步开展颅脑、 胸

腰椎、 四肢及关节
部位的微创手术，
做到 “能手法复位
夹板固定， 则坚决
不手术治疗”； 能
微创治疗则不切
开。 自主创新开展
髌骨微创治疗， 在
衡阳市骨科学术会
上进行报道， 得到
专家肯定。 主持并
组织骨伤科医务人
员制定医院骨伤科
制剂， 由于治疗效
果好， 痛苦少， 愈
合快， 受到多方肯
定并成功报批。

2020 年的 10 月 2 日， 国庆假
期， 一位 67 岁的女性患者因从高
处滚落致左髋部、 右上臂、 左腕
部及腰背部肿痛不能活动入住衡
东县中医医院， 经完善各项检查
后， 诊断为左股骨粗隆间粉碎性
骨折、 右肱骨骨折、 左尺桡骨下
端骨折、 腰椎骨折； 且患者有多
年高血压、 糖尿病、 脑血管意外
后遗症病史。

患者及家属表示慕刘永俊医
师之名而来 ， 希望他亲自接诊 。
当时正在休假的刘永俊放下和家
人团聚的时光， 即赶赴医院。 他
细心诊察， 多方评估后认为， 患
者多处骨折， 护理难度大， 如果
全部保守治疗， 左股骨粗隆间粉
碎性骨折将导致患者长期卧床 ，
从而引发肺部感染、 深静脉血栓、
褥疮等一系列并发症； 然而同时
手术治疗， 风险大， 费用高， 经
过深思熟虑， 刘永俊选择了手术
治疗和保守治疗相结合的方案 。
他对患者左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

折采取人工股骨头置换术， 对右
肱骨骨折则采取手法复位夹板外
固定治疗， 坚持了 “能手法复位
夹板固定 ， 则坚决不手术治疗 ”
的原则。 患者经半个月治疗后好
转出院， 后续刘永俊亲自跟踪随
访， 预后良好。

刘永俊从医三十年， 对中医
骨伤科的各种病症精益求精， 用
精湛绝伦的医技救治了数万名骨
伤科病患， 以悬壶济世的责任感
践行着大医精诚的诺言 。 同时 ，
作为医院院长和骨科领头人， 他
甘为人梯， 始终坚持把自己 “精
医术、 铸医德、 做良医” 的理念，
灌输给年轻一代， 他经常组织医
师进行业务学习、 考试； 组织骨
科手术术前讨论； 主持全院大会
诊； 在手术台上注重培养年青医
师的动手能力， 对手术解剖、 手
术方式等进行详细讲解。 在他的
带领下， 医院骨伤科涌起一大批
后起之秀， 骨伤科成为该县独一
无二的品牌科室。

通讯员 陈明周 陈玉珍

������湖南省怀化鹤城仁
德医院院长、 主任医师
肖军华从医 30 多年来，
在癌症、 中风后遗症、
顽固性疼痛以及精神类
疾病治疗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 ， 其独创的
“中医五步平衡疗法 ”
治疗癌症， 效果较好。

很多癌症一发现就
是晚期， 增加了治疗的
难度 。 肖军华治疗癌
症， 注重从整体协调入
手， 采用天然中草药，
通过对不同病人辨证治
疗， 起到 “培元固本”
“化痰散结” “排毒减
毒” 的作用， 可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肿瘤生长，
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甚
至促使患者实现康复或者长期带瘤生
存。 “中医五步平衡疗法” 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心理疏导 消除恐惧， 学习中医
养生和传统文化， 以达到修身养性、
净化心灵的目的。

中医点穴、 艾灸和理疗 通过点
穴等， 快速疏通奇经八脉。

药物搭配 标本兼治， 对症下药。
中药内服+外敷， 滋阴补阳、 激活气
血， 对肿块产生松软和溶解作用。

换食补排 由几十种天然药食同
源材料搭配的营养粉和营养液， 给细
胞全面而均衡的营养， 让正常细胞的
活力超过病变细胞， 促进病变细胞排
出。

运动疗法 教会患者呼吸能量法
和拉筋通脉操， 全身经络都得到充分
舒展， 通过静心养心， 让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患者张玉玲， 女性， 57 岁， 因
“下腹部坠胀疼痛 4 月” 于 2021 年 2
月 17 日入住湖南省怀化鹤城仁德医
院。 入院检查时患者面色苍白、 四肢
无力、 全身淋巴结肿大、 腹部和腰背
部广泛压痛。 此前 1 月份患者已在河
北省唐山市某医院确诊 “双侧卵巢癌
伴子宫、 肝脏、 腹膜、 腹主动脉、 淋
巴结广泛转移”。

入院后， 肖军华首先给予心理疏
导， 让患者积极主动面对疾病， 树立
坚定的信心。

其次， 予中药煎服， 滋阴补阳、
益气养血， 增强免疫力。 药用黄精
10 克、 黄芪 22 克、 附子 8 克、 肉桂
12 克、 干姜 20 克、 地黄 15 克、 山
药 30 克等。

然后， 给予含 50 多种材料特制
的营养液和营养粉， 代替平常饮食。
配合针刺、 艾灸、 推拿等理疗。 教会
患者呼吸能量法和拉筋通脉操， 同时
和其他患者一起唱歌、 做操。 该患者
很快情绪开朗、 面色红润、 胃口大
开、 睡眠稳定， 疼痛明显缓解， 目前
仍在持续治疗之中。

在这里， 有很多患者都难以想
像， 此前在别的医院被判了 “死刑”，
但是通过中医药长期调理， 生存期延
长了 3~10 年， 甚至长期带瘤生存，
这样的案例在怀化鹤城仁德医院还有
很多。

通讯员 尹秀春 张晓芳

������ 《中医诊疗要览》 载畸形性关
节炎， 多见于中老年人。 笔者用活
血定痛方配合全身按摩治疗该病症，
疗效显著， 现详细介绍。

症状表现： 腰背四肢非常疼痛，
经久不愈而变畸形。

致病因素： 多为负重不当， 或
跌扑闪伤腰背 ， 致使脊间盘脱出 ，
增生骨质 ， 坚硬如刺 ， 阻遏经络 ，
导之气机不利 ， 血流迟滞而疼痛 ，
通则不痛， 痛则不通之故耳。

主治： 宜疏通督脉， 工整脊柱，
舒筋活络， 活血止痛。

主方： 活血定痛方。 药物为金
樱子根 、 小伸筋各 50 克 ， 千年矮
根、 百节藕、 五加皮各 30 克， 红牛
膝、 小木通各 20 克， 大血藤 15 克，
过江龙 3 条 ， 均为鲜品 。 水煎两
次 ， 早晚各空服 1 次 ， 每日 1 剂 ；
配合全身推拿按摩， 每星期按摩两

次， 早晚连做， 三个星期为一个疗
程。

病例： 湖南省安化县渠江镇大
塘村宋家组村民夏某， 男， 时年 40
岁， 系搬运工人。 患畸形性关节炎
三年余， 人身向左弯曲， 左肩低，
右肩高， 转侧不利， 痛不能行， 晚
上两手按柜站立， 痛得睡着了， 就
站着睡一会儿， 否则就站着痛至天
明， 三年多如一日， 耗资甚巨却无
效果， 家庭生活极其困难。 1997 年
8 月偶遇后， 笔者恻隐之心由然而
生， 决定无偿为其按上法治疗。 夏
某明显好转， 接受治疗当晚就能上
床睡觉， 第二天就开始迈步， 接着
到跑步， 仅 40 余天就康复如初， 随
即外出打工去了。 1997 年至今 23 年
过去了， 夏某再未复发。

湖南省安化县渠江镇医院
主治中医师 胡荣贵

������遗尿又名夜尿 、 漏
尿， 是中老年人常见病和
多发病。 常按压归来穴可
防治遗尿。

归来穴命名有回归、
复原之意， 是足阳明胃经
上的俞穴， 刺激归来穴可
以使气血旺盛， 有增强益
气升提 、 固摄尿液之功
效。

归来穴位于肚脐下 4
寸 ， 前正中线旁开 2 寸
处， 即脐下 4 寸， 中极穴
旁开三横指处。 方法： 取
站立位。 用手指按压归来
穴， 指力使穴有酸胀感，
能立即制止尿意， 防止尿
液漏出。

河北省退休老中医
马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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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手法复位，坚决不手术”

�������刘永俊院长在病房查房， 查看患者
经手法复位后的 X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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