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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马明仁治腰椎
间盘突出”的热潮。 150年马氏第六代传人、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人马绪斌教授通过媒体
讲到：30分钟让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挺起腰杆，3个
月康复腰椎病！一时间，全国数以万计的患者选择
百年马明仁药物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顽疾。

大家为什么这么相信“马明仁治腰椎间盘
突出”？马氏中医世家又有什么独门绝技？带着种
种疑问， 我们走访了 150 年马氏第六代传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人马绪斌教授。

“马明仁”是谁？
问：目前，各大媒体(包括网络)都在报道“马

明仁治腰椎间盘突出”的消息，那么，媒体上说的
“马明仁”指的是谁？

马教授：媒体上提到的“马明仁”是我的祖
辈，即我们马氏中医世家的第三代传人；也指的
是一个字号（如：现在流行的品牌之说。笔者注）。
“马明仁”生于光绪三十一年（即 1905 年，距今
106年。 笔者注），他开创了我们马氏药铺的辉煌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顽疾的诸
多验方、秘方。

问：很多媒体报道，“马明仁”作为老字号其
传统的技艺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是
否确实？“非遗”的传承人又是谁？

马教授：确为事实。 现在已经颁发了“非遗”
证书。 根据“非遗”精神，“马明仁”所留给我们人
类的这份传统技艺和中医文化必须传承下去。作
为第六代传人，我很荣幸，担负起这个责任。

问：在不少的媒体上报道，马氏第一代传人
马六懿曾婉言谢绝了清廷太医院的邀请，拒做御
医而为民医，有这么回事？

马教授：确有此事。 据我们《马氏医案札记》
记载，当时的“马氏药铺”在整个长安城，乃至整
个西北非常有名，“马氏药铺”门前每天都排着不
少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有的双腿麻木，不能行
走，家人抬着来救治，经过我的祖辈诊治后，病人
如释重负，个个挺直腰杆，走路、干活都没有问
题。清朝咸丰年间，宫廷闻讯后，清廷太医院派人
前来，请祖辈马六懿入宫做御医，老人家以一位
医者济世救民之心婉言谢绝。 他说道：“医者之
心，不在于庙堂之上，而在于济世救民，而民乃为
国之根本。 ”

问：据说您的祖辈曾给爱国将领祛除腰疾。
是否属实？

马教授：是的，在我们《马氏医案轶事》记载，
民国二十五年，爱国将领杨虎城腰疾发作，痛甚
不能行走，派人请我的祖辈马明仁医治，没过几
天，杨虎城带领警卫登门致谢，一进门，杨虎城就
高声赞誉：喝五日汤药，不如神医马明仁。话音刚
落，警卫拿出两根金条，我的祖辈马明仁很为惊
奇。 拒不收讫。 说道：将军为国操劳成疾，明仁能
医已甚幸，何以言谢。 杨虎城很为感动，临走时，
杨虎城举头仰望“马氏药铺”的牌匾，说道：这应
该改成“马明仁嘛！ ”“马氏药铺”由此更名为“马
明仁”。

问：据说在西北一带，马明仁的仁者之心很
受老百姓的赞誉，曾经被誉为“仁心孝世”的一代
骨病大家，是这样吗？

马教授：是这样的。我的祖辈马明仁的一生，
以医者之心，医者之技，慷解贫困，淡泊名利，不
少康复者很是感激，就以敲锣打鼓、赠送牌匾的
方式进行答谢。其中最珍贵的是于右任书法大师
题写的一个“仁心孝世”的匾牌。虽然在前些年这
个匾牌遭到损毁，但这四个字所蕴含的思想精髓
一直鼓舞着我们。

“马明仁”治腰椎间盘突出
倡导“内因外症固元法”
问：据你们马氏的不少书籍中记载，您的祖

辈对腰椎间盘突出治疗一直倡导“内因外症固元
法”。 对此，该怎么理解？

马教授：“内因”说的是肝肾虚弱。“外症”讲
的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腿疼痛、 肿胀、麻

木、酸困。
“内因外症固元法”讲到：腰椎间盘突出（外

伤除外）只是结果，内因是肝肾两虚。 肾具藏精、
主骨之功；肝具藏血、主筋之能。 精充则血旺、骨
健而筋强，自然没有腰椎间盘突出之患。反之，精
虚血虚，肾不主骨、肝不主筋，必然导致腰椎间盘
突出病变。因此，对腰椎间盘突出内因的治疗，需
由内而治，滋养精、血，以达到对肝肾两虚的治
疗，达到对肝肾脏器元气的恢复，从而祛除腰椎
间盘突出内因疾患。

“内因外症固元法”理论认为，腰椎间盘突
出的外症是由脏腑向躯体发出的警报信号。当由
外而治，通过行气活血，改善微循环，解除神经根
压迫，水肿。

“内因外症固元法”的精髓在于：内因、外症
同治，标本同治。 历经 150余年，屡试屡验。

问：那么，又是如何通过“内因外症固元法”
进行施治的？

马教授：治疗内因，我们选舒筋活血、开窍祛
风、通经络、强肝肾、补虚养壮的药材。在制药中，
我们从选料、拣料、制丸，一直沿用最原始的手工
技艺。 历经 150年，病人对效果没有任何质疑。
治疗外症，我们沿用祖传的黑膏药技艺，从浸泡、
升华、炼油、下丹、去火毒、去燥邪，到启封、摊涂，
都以我们马氏“雪浸丹熔法”99天秘制。 这样，保
证每一张马明仁黑膏药的有效成分都能穿筋透
骨直达病灶根部，通行十二经络。

只要进行“内因外症固元法”施治，内外夹
击，30 分钟消除疼痛、酸胀、麻木等症状，让腰椎
间盘突出病人挺起腰杆，3 个月康复， 确保腰椎
间盘突出不易复发。

问：您是第六代传人，又有这么好的疗法和
药物，一定有很多实际病例吧？

马教授：要我说我们的药好，能药到病除，
华佗再世，那是吹嘘，老百姓不答应，我也讲不出
口。效果到底好不好，我们拿事实说话，给大家举
三个普通的病例吧。
开始不信马明仁 现在佩服的五体投地
北京 肖洪明 私营企业主 53岁 腰椎间盘突出 6年

这个肖先生呢， 在事业上是个很成功的人
士。 在北京，有公司，房产有 4、5 处，正是这些年
没命的打拼，得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疼起来
啊，腰里面像针扎、像刀割一样，脚和腿都是麻
的，动都动不了，晚上想翻身，翻不了，想下床去
卫生间，也要人搀扶。正是因为这个病，他根本没
办法打理公司，这几年，事业不断下滑。身体的疾
病加上对生意的耽误，肖老板心情很糟。

开始的时候，肖先生不愿用我们的药，因为
啊，他前前后后治了 5、6 年，找最好的大夫牵引、
手法复位，每次治疗都很痛苦，不断地复发，钱花
了 6、7万，病没治好。一听到用中药马明仁，根本
不相信我们的药能治好，但她的妻子呢特别相信
中医，一下子给老公买了 3 个疗程。 千方百计让
肖先生用上了我们这个药。结果呢，大出意外。不
到半小时，肖先生感觉腰部疼痛减轻，僵硬感也
缓解了许多，原来根本不可能直起腰来，一下子
腰能挺起来了。更让肖老板惊奇的是：一周后，双
腿一点都不麻了，腰也不僵不酸了；半个月后，肖
老板还能大步走路了，有一天整整开了一下午的
会，一点事都没有。三个月后，他的腰椎间盘突出
彻底治好了。 上次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肖
先生得知这个消息后，竟然开车接我，谈到马明
仁这个药佩服的五体投地。
下肢失灵吓坏家人 女教师再次上讲台
太原 胡梅 高中教师 48 岁 腰椎间盘突出 3 年

这个胡梅是市内的优秀教师， 还是重点班
的班主任，十多年的教育工作，她得了椎间盘突
出（前年诊断出腰 4-5 椎间盘突出），右腿胀痛
麻木，根本没法走路，曾几次摔倒在在讲台，三
年来，他去医院治疗，大夫让做手术，丈夫不让
她做，怕损伤神经，没办法，用了不少土方、偏方
也没多大效果，可是病还是一次次犯，严重的时
候下肢都感觉失灵了，坐卧时痛的腰断了一样，

上洗手间，根本没法蹲下去。 可把老公和儿女们
吓坏了。 一段时间，她不得不离开讲台，她的一
个在北京工作的学生了解到老师的病情， 给胡
梅老师买了 3 个疗程的马明仁药品， 感动得胡
梅老师流下热泪。 正是这位学生们的爱心，奇迹
终于出现了。

胡梅老师用药后，还不到半小时，就感觉腰
部有一股暖流在涌动。 随后，暖流渐渐向下渗透
到腿部，最后一直到脚底。不到一天，就能自个挪
动上洗手间，下肢就有了感觉。更可喜的是，用了
三个月，胡老师不仅能下床走路，还能干家务。现
在，又重新走向了讲台。

治好一个人 等于救全家
兰州 田明军 45 岁 腰椎间盘突出 5 年
田明军是个跑长途的，一年 365天全国各地

的跑，老婆、孩子、父母亲全靠他一个人挣钱，可
是，天有不测风云，因为拼命的跑车，得了严重的
腰椎间盘突出，腰好像要断了似地，腿麻的刹车
都费劲。 哪还能天天跑车呢，一年下来少挣 7、8
万，全家人都为他这病焦虑不安。

为了治病，真是想尽了办法，一看到有什么新
仪器，就赶快买，结果还是没治好腰椎间盘突出
病。 去年看到“马明仁治腰椎间盘突出”的消息
后，买了 2个疗程。

用马明仁这个药当天， 他就感觉腰背酸痛、
麻木的症状减轻了；不到一周，僵硬感消失，原来
不敢翻身，自己能翻身了；用了半个月，田明军不
仅能上下楼、小跑，还能大幅度弯腰。仅仅只用了
三个疗程，这个司机彻底治好了多年的椎间盘突
出，现在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开车，一点问题都没
有。 说起马明仁这个药，田明军在电话里非常感
激。 他说，治好了他一个人，等于救了全家人，这
几年为这个病，耽误的钱可大了，用了马明仁这
个药，能花多少钱啊？ 花不了多少钱的，病治好
了，人不受罪了，大钱有的挣。

医学界如何看待
马明仁治腰椎间盘突出
问：作为骨病方面的专家，你觉得马明仁“内

因外症”的药在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上实用吗？
西安医院骨伤科主任史文拜： 我是很不倡

导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从腰椎间盘突出病
人的发病情况来看，如果不是外伤（如：车祸、高
空坠落或重物砸伤），一般的腰椎间盘突出，一定
要考虑中医疗法， 因为手术是一种治标的方法。
另外， 做手术的过程极易造成神经根、 血管、韧
带、骨组织的损伤，有的病人术后比以前更加严
重，甚至有的还出现瘫痪。马明仁的药可以说，是
替代手术的最好的中药。我们在临床上用了十多
年，无论是对突出髓核的回缩、破裂纤维环的修
复，还是压迫神经根的解除，效果特别好，而且康
复后不易复发。

北京医院骨伤科主任郑广明： 总结起来，马
明仁这个药有四个特点。

一是方子妙：马明仁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方
子不是一代人，也不是两代人研究的，而是六代
人，长达 150 年的总结、积累的验方，而且，得到
了长久的、大量的实践验证。 这种方子是非常少
见的。

二是药材好：“马明仁”在陕西，陕西有个太
白山，“马明仁”所用的药材来自太白山上，既没
有现代工业的污染，又不含重金属，这样天然、纯
正的药材在目前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极其珍贵。

三是工艺老：至今为止，“马明仁”生产的无
论是丸剂、还是黑膏药，都以最传统的手工制作，
正是因为这种技艺，才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的。

四是效果快：马明仁内服药 + 黑药膏，30 分
钟消除腰腿痛麻肿胀酸，3 个月彻底治好腰椎间
盘突出。 这样的效果非常了不起！

30分钟挺起腰杆
3个月康复腰椎病

问： 现在广大的腰椎间盘突出病人对这个

产品的效果有什么反馈？
马教授：非常感谢媒体的宣传报道。 真没想

到一下子把马明仁再次名扬全国。现在我每天接
到各地的感谢信、感谢电话。很多人在信中、电话
中细致的总结服用马明仁药的效果变化。绝大多
数病人用药 3个月都能治愈，个别病人因患病时
间长，需要的时间多一些，但总之都能康复。我也
总结了一下，大致是这样：对腰椎间盘突出病人
来说，原来腰像断了两截，两条腿疼的没地方放。

使用当天， 感觉像把一块大石头抬走了一
样，腰腿酸麻胀痛感消失，身体特别轻松。

使用一周后，有的病人说：原来整天躺在床
上，现在开始能下床了，上厕所也不用人扶了，以
前猫着腰，现在腰杆子挺直了，感觉筋骨特别灵
活，全身都非常舒坦。

使用 3 个月后，病人说：根本不像得过腰椎
间盘突出病， 能大幅度的弯腰， 有的还能做 30
多个俯卧撑呢，上楼、奔走，非常自如，再也没发
作过。

问：目前，“马明仁治腰椎间盘突出”的药品
已经享誉全国了，您有什么感想？

马教授：祖辈遗训“济世救民”、“仁心孝世”，
能为腰椎间盘突出病人解除痛苦，我也不负国家
对“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的传承之托，上对祖
宗，下对马氏家族，作为医者，我很高兴。

问：哪些人最容易的腰椎间盘突出？ 又应该
注意些什么？

马教授：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腰椎间盘突
出可能导致瘫痪的危险性，并希望司机、企事业
单位的领导、公司白领、中老年人和弯腰取重物
的煤矿工人或建筑工人，务必提防腰椎间盘突出
病的发生。 一旦发病，尽可能以中医中药抓紧时
间进行治疗较为稳妥。

问：马明仁这个药除对腰椎间盘突出效果好
以外，对腰椎的其他那些病还有效果？

马教授：这个药呢，首先是腰椎间盘突出疾
病，另外，对腰椎骨质增生、腰肌劳损、腰扭伤、腰
椎退行性病变、风寒湿性腰痛、瘀血性腰痛、湿热
性腰痛、 肾虚性腰痛以及由此引起的腰部疼痛、
下肢放射痛、腰部活动障碍、脊柱侧弯、麻木感、
下肢冰凉等症状效果同样非常显著。

后记：通过对马教授的采访，我们再一次深
切的认识到中医的博大精深和对疑难杂症治疗
的独特性。 事实也向我们证实：相信中医中药，
相信百年马明仁治疗腰突的历史， 就能避免很
多弯路，少花冤枉钱。 完全让腰椎间盘突出患者
摆脱病痛，走向健康。

目前，应广大读者强烈要求，“马明仁治腰椎
间盘突出” 湖南工作站特授权以下指定经销药
店经销马明仁药物。 长沙：东塘楚仁堂大药房，
东塘平和堂药号，五一广场平和堂药号，南门口
好又多药号，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火车站阿
波罗广场药品柜，红星步步高药品柜，马王堆誉
湘大药房，星沙：旺鑫大药房(凉塘路)，望城：工
农大药房，宁乡：开发药号，浏阳：恒寿大药房，
株洲：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湘潭：常青药号(汽
车西站旁 )，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战备桥大药
房，岳阳：为民医药商场(九龙对面)、泰和医药商
场(沃尔玛负一楼)，益阳：永昌药店(大桃路军分
区旁)，娄底：天天好大药房(市财政局旁)，衡阳：
国兴大药房(岳屏公园东大门对面)，邵阳：时珍
大药房 (市中心医院旁 )，张家界：东盟大药房
(中医院旁)，吉首：博爱大药房 (人民北路佳惠
超市对面 )，怀化：东方大药房 (中心市场天桥
下)，郴州：琛州大药房(国庆南路满堂福大酒店
旁)，永州：冷水滩康源大药房(市委对面)。 湖南
免费送货，货到付款。欲购药的腰椎间盘突出病
人及家属还可拨打咨询电话400-0829-799�
0731-82170022��83971809进行问诊。 也
许您的一个电话， 就解除了您多年的痛苦，想
彻底治好腰椎间盘突出病的朋友或家人不妨
试一试 。 更多信息还可登录唯一官方网站
www.mamingren.com 进行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