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9月12日 星期三A14 广告

新 闻 热 线 ：0731-84326110����� 发 行 热 线 、 投 诉 ：0731-84316668 、84315678、84329777 ��� 广 告 热 线 ：0731-84329988 ����� 本 报 地 址 ： 长 沙 市 芙 蓉 中 路 一 段 440 号 邮 编 ：410005

【人物简介】
张秀华，骨科主任医师，教授，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委员，中华腰椎病

康复协会常务理事，全国著名腰椎病专家。
从医 30多年来，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尤其是她提出的“辨证

施治真假腰椎病”理论，被全国数十家媒体广泛报道，在国内外医学界引起
强烈反响。

病人腰痛
医生头痛

�������腰椎病是一种发病率很高
的常见病， 却给患者带来极大
的痛苦。 患者常常感到腰腿疼
痛、行动受限，严重者甚至瘫痪
在床，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顾。
因为腰椎病病因复杂、 反复发
作、久治不愈，自古就有“病人
腰痛，医生头痛”的说法。

然而， 却有一个骨科女大
夫，以专治重症腰椎病而名震全
国。 她几十年如一日，奋战在腰
椎病科研、治疗第一线。 凡是经
她治疗的腰椎病患者，无论病史
有多长，病情有多严重，都能轻
松化解，药到病除。 凡是认识她
的人， 都视她为腰椎病患者的

“大救星”。
这个被称为腰椎病“救星”

的人就是张秀华，全国著名腰椎
病专家。 说起张秀华，很多找她
看过病的患者都印象深刻：非常
平易近人。治病如神，药到病除，
就像传说中的神医一样。

张秀华治疗腰椎病真的有
那么神奇吗？看了下面这些真实
的故事。 或许你就能够找到答
案。

八年腰瘫
患者奇迹康复
2007 年国庆节后， 张秀华

的专家门诊接诊了一位来自陕
西汉中的腰椎病患者方大爷。

方大爷的腰椎病非常严
重。 八年前就被医院宣布不治，
一直卧病在床， 天天靠家人照
料。 在一位亲戚的指引下，家人
不远千里抬着他慕名找到了张
秀华。

对患者进行详细检查后，
张秀华发现， 患者下肢失灵，大
小便失禁。 更严重的是，因为长
年卧床，患者腿部已有明显的萎
缩迹象。 接下来拍摄的 CT 片显
示， 患者腰椎 L4-5，L5-6 突出
严重，严重压迫神经，导致下肢

无法活动。
面对病情如此严重的患者，

张秀华的助手暗暗吃惊。 然而，
张秀华很快开出了药方：一副 19
味中药组方小药丸。

患者家属一看药方心就凉了
大半截。“这么严重的病就开了
一副中药， 这不是开玩笑吧？ ”
“八成也是没的治了。 ”

面对一旁犯嘀咕的患者家
属，张秀华微微一笑：你们这么
辛苦大老远来找我，还是先试试
我开的药效果如何吧！

奇迹往往就在不经意中发
生。 三个月后的一天，张秀华的
诊室突然闯进一位老者，尚未开
口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张秀华的
面前，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这位老者正是方大爷。 方大
爷欣喜地表示，张秀华教授的医
术简直太神奇了。 服用她开的
药方才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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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一个月，下肢就有了
感觉，大小便也能控制了。 更可
喜的是，现在，方大爷不仅能自
己下床走路， 还能干点家务活
了！

12 月 14 日， 陕西《汉中日
报》还专门刊登了《八年腰瘫患
者奇迹康复》的采访报道。 报道
中，方大爷一再表示，要借助媒
体向张秀华教授真诚地说一声
谢谢， 是张教授让他获得了重
生。

神奇医术
震惊外国专家
几十年来， 张秀华救治的腰

椎病患者数不胜数，神奇的医术
更是让她声名远播。其治疗腰椎
病的事迹不仅在国内医学界引
发轰动，更让欧美发达国家的医
学专家感到震惊。

2008 年奥运会开幕前夕，西
欧某国体育代表团的随团队医
艾尼·苏德思慕名找到张秀华。
原来，该国一位运动员突发腰椎

病。 腰部疼痛难忍，不能正常训
练。 尝试了多种方法无法控制，
而手术对运动员来说无疑是葬
送了前程。 眼看比赛在即，无计
可施的艾尼·苏德思经人介绍向
张秀华求教。

经过仔细检查并对患者拍摄
CT 片后，张秀华发现，患者的腰
间盘突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
是症状突然加剧而已。 同样，张
秀华开了一副 19 味中药组方小
药丸给他。

看到药方， 医学经验丰富的
艾尼·苏德思失望的皱起了眉
头。 但是，他还是客气的鞠躬道
谢，然后带上小药丸离开了。

没想到， 奥运会结束后，艾
尼·苏德思又带着那位队员找
到张秀华。 他说，这次他们是专
程前来致谢的。 服用张秀华开
的小药丸后， 那位队员的腰痛
很快消失，顺利参加了比赛。

不仅如此，更让艾尼·苏德思
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在后来的
CT 复查中， 他发现那位队员的
腰突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 在他
的从医经历中，通过非手术疗法
来消除腰突，这简直就是无法想
象的事情。

惊叹之余，艾尼·苏德思还特
意请张秀华多开了几盒小药丸。
临别时，他无比遗憾地说，中医医
术高深莫测，一时无法学习借鉴，
只能先带走几盒“神药”了。

辨证施治
真假腰椎病

让众多骨科名医都头痛的
腰椎病， 为什么在张秀华这里
却变得如此简单？ 难道她有什
么神秘的绝招吗？

在张秀华的眼里， 世上只有
“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
早在刚刚从医的青年时代，张秀
华就发现， 在腰椎病治疗中，绝
大部分患者都无法摆脱反复复
发、反复治疗、逐年加重的厄运。
甚至连西医手术都无法彻底根
除。

张秀华一直想不通， 中医
数千年的历史传承， 却无法治
愈发病率极高的腰椎病， 问题
到底出在哪呢？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临床经验
汇总，张秀华发现，临床中的治疗
方法并非从腰椎病的发病根源入
手。而且，对于常人所了解的腰椎
病实际上存在真伪之别。

张秀华认为：血不养筋，筋不
固骨。 为腰间盘提供养护的是一
种特殊物质———骨肾素。 在临床
中，复发的腰椎病患者体内骨肾
素都有明显的缺失。

换句话说， 如果患者体内的
骨肾素含量正常，患者腰腿疼痛
多数是因为外力或其他疾病等
诱发。 例如扭伤而导致腰腿疼
痛的患者， 如果腰间盘没有发
生突出，经按摩、牵引等传统方
法， 甚至卧床静养就可以完全
康复。 而其他疾病引发的腰腿

疼患者在疾病康复后疼痛症状
自然就会消失。 对于这些腰腿疼
痛的患者，张秀华归类为假性腰
椎病患者。

而对于腰椎病反复发作、体
内骨肾素明显缺失的患者，张秀
华归类为真性腰椎病患者。 因为
传统的疗法都无法为患者补充
骨肾素， 腰间盘持续供养不足，
腰椎病就无法得到彻底治疗。

因此， 骨肾素的缺失是腰椎
病反复发作、无法彻底治愈的根
本原因。 为患者补充骨肾素也就
成为治疗腰椎病的关键。 而前文
提到的 19 味中药组方小药丸的
神奇疗效也正在于此。

奇方妙药
擅治腰椎病

2007 年 12 月 8 日，《中国中
医药报》以“辨证施治真假腰椎
病”为题，全文刊发了张秀华的
理论报告。 立刻在医学界引发强
烈反响。

次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腰
椎病治疗研讨会上，张秀华做了

“辨证施治真假腰椎病” 的专场
报告。 同时，对 19 味中药组方小
药丸的临床应用进行了全方位
解读。 报告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
高度认同，并建议在全国进行推
广。

不仅如此，新出版的《中国当
代名医名方录》将张秀华教授及

“19 味中药组方小药丸” 收录其
中。

张秀华介绍，19 味中药组方
小药丸现在是国家腰椎病治疗
重点推广专用药，组方有上百年
历史，浓缩了我国千年中医药的
精髓。

小药丸的神奇疗效就源于
它的超大组方。 小药丸由桂枝、
红花、独活、五加皮、白芷、防己、
骨碎补等 19 味名贵中草药组
成，药丸虽然小，但配伍精妙、组
方非常科学，是完全根据腰椎病
的发病根源而配制的。 患者服用
小药丸后，药物能在人体内迅速
合成高浓度的骨肾素， 很快，腰
间盘突出物逐步萎缩、 回收，纤
维环裂口渐渐融合。 最后，整个
腰椎就像新换的一样。

张秀华坦言，做了三十多年
的骨科大夫，用过的治疗腰椎病
的药物也有上千种， 到目前为
止，真正疗效显著的专用治疗性
药物，她还是首选“19 味中药组
方小药丸。 ”

舍弃高薪
全国巡诊
现在的张秀华已是功成

名就。 作为腰椎病治疗领域的知
名专家，人们不仅佩服张秀华精
湛的医术，更佩服她那高尚的医
德和人格魅力。

她从医 30 多年，一直坚持
“只看病情，不看背景”的看病

原则。每次给病人看病，她都是
站在患者的角度， 发挥中医简、
便、廉的特色，在看好病的前提
下，千方百计为病人省钱，减轻
患者的经济负担。

不仅如此， 对于张秀华的资
历，早已具备开设特需门诊的资
格。 然而，张秀华却屡次回绝，坚
持按普通专家号收取。

然而， 每当听到患者的赞美
之言，她总是说：“我只不过是尽
一名医生应尽的责任。 ”

更让人敬佩的是， 随着知名
度的提高，上海、广州等地多家
知名医院纷纷向张秀华发出邀
请函，希望她去作指导，谋发展。
面对优厚的条件，张秀华却一一
谢绝。

恰恰相反， 张秀华做出了一
个让全国腰椎病患者为之动容
的决定。

为了让更多的腰椎病患者受
益，2009 年 2 月， 张秀华主动接
受中华腰椎病康复协会的邀请，
在全国开展巡诊活动，不收取患
者一分钱的挂号费、 诊查费，义
务为各地腰椎病患者看病。

张秀华深情地说： 为更多的
腰椎病患者解除病痛是我的责
任，也是我最大的欣慰。

后记
1、文中所提到的“19 味草药

组方小药丸”， 是针对腰椎病发
病根源，由桂枝、红花、独活、五
加皮、白芷、防己、骨碎补、当归、
制草乌、千年健、秦艽等 19 味名
贵中草药配伍，并采用国际最先
进的双重浓缩技术，制成高度浓
缩的小药丸，专治各种顽固的腰
椎病，药效是普通药物的 20 倍。
患者只要服用 1.23 粒小药丸就
相当于服用一副治疗腰椎病的
汤药。

此药丸由中华腰椎病康复
协会专家门诊特供， 患者可在
了解病情后由专家开具处方后
拿药。

2、 想 进 一 步 了 解 腰 椎
病 康 复 治疗的读者， 湖南地
区可拨打电话0731-82274610 预
约获得张秀华教授的亲自接诊。

张秀华教授全国巡诊湖南
站时间：9月 14 日 -9 月 25 日；
即日起， 开通电话预约就诊，限
额 200 名。

预约报名电话：0731-

�������长沙活动时间和地址：9 月
14 日—9 月 19 日长沙市养天和
东塘星城大药房（东塘西百幸鞋
业旁）

株洲活动时间和地址：9 月
20 日 -9 月 22 日贺家土健康堂
大药房（建设中路庆隆宾馆对
面）

常德活动时间和地址：9 月
23 日 -9 月 25 日武陵阁大药房
（武陵阁广场旁步行街西侧）

■在她的眼里，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
■她提出的“辨证施治真假腰椎病”理论，开辟了腰椎病治疗史上的新纪元；

■她功成名就，却大开慈善之门，在全国为腰椎病患者免费巡诊。
《走近腰椎病名医》

张秀华 专治重症腰椎病：

82274610
822857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