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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6日上午 9点 10分，在
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病区治疗室
里， 主任孙钰正忙着为患者扎
针。 从 7点半开始，他已经服务
了 30多名患者。 趁着患者交替
时间空档，他锤了锤腰，放松一
下因长时间俯身略微僵硬的身
体。

“来此针灸的患者，多数受
不了冷气，所以空调温度高了一
点。 为了确保医疗质量，孙钰尽
量亲力亲为，行针、起针、拔罐、
察看红外线仪器，时刻关注着每
个床位的患者诊疗情况。 不经意
间，汗水悄悄浸湿了他身上的白
大褂。

来此诊疗的患者多患有颈
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失眠、面瘫
等疾病。 其中，颈椎病低龄化情
况已经出现，患有多动症、遗尿
的儿童，因身体瘦弱、长时间趴
桌子造成脊柱侧弯的学生，配合
康复治疗可缓解症状，重要的是

恢复后要注重加强锻炼，养成正
确的坐姿，营养均衡。 孙钰说，对
于上了岁数的人群，容易出现骨
质疏松，适量补钙、适当锻炼、均
衡营养很重要。
该院针灸科自上世纪 80年

代建院时就已设立，从最初的 8
张床位发展到现在 40 多张床
位，16名医护人员分组问诊，有
效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 先后
获评安徽省重点专科、 十二五
国家重点专科。孙钰表示，一个
科室的良性发展是每位成员共
同努力的结果， 这里的每一位
医生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小有
建树：王鹍副主任 1993 年从安
徽中医学院毕业， 临床工作 20
多年来，主攻小儿脑瘫的诊疗；
工作近 20 年的刘刚刚主治中
医师从天津中医药大学进修回
来，侧重于颈椎病的传统疗法；
最近 5 年各中医药大学本、硕
毕业来科的年轻住院中医师，
亦分别专攻某种疾病的中西医
结合疗法……
为了带动整个科室在诊疗技

术、服务理念、疑难病症
处理等方面再上新台
阶， 针灸科每年都积
极开展“三新”项目，
新技术、 新诊疗项
目、新成果；每季度
组织开展交流沟通
会， 向省内外国家
大型三甲中医医院
的国医大师“拜师学
艺”；每周四下午开设
科室内部经验学习分
享讨论课堂； 每日晨起
查房期间，落实“传帮带”
工作的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 中医
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
匙。 针灸于 2006年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近年来国家对中医药治病
养生的正确引导， 越来越多的
患者选择针灸， 缓解身体疼痛
症状，追求高品质生活。 “很多
患者来院前， 通过网络查询做
足了功课， 对于自身病情了解
得很详细， 这有助于医患之间

的相互配合。 ”孙钰说。
自从新农合政策实施之后，

来院诊疗的患者中，农村居民约
占比 30%， 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农民看
病 难 、 看

病贵的问题得
到了很大的缓解。

“这从侧面反映了基层人
民生活水平得到提升，幸福指数
节节攀升。 ”对于一名将患者疾
苦时刻装在心中的医生来说，孙
钰更加坚定了从医的信念与决
心。
■摄影 见习记者 冯树风

小小银针谱大爱
———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服务患者纪实

居民墨斐自入秋以来就迷
上了艾灸， 还在自家小区一中
医馆办了张卡， 下班后经常从
头到脚灸一灸， 从小体寒怕冷
的她感觉艾灸之后身体暖了不
少， 于是网购了艾灸贴、 艾灸
盒、艾灸棒等，在家进行自助式
艾灸。 最近一段时间，墨斐凌晨
两点多还很亢奋， 饱受失眠苦
恼， 来到市中医医院针灸科问
诊。

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学术带
头人孙钰表示， 艾灸可以温经
散寒、温通气血，是很好的治病
保健方式，但要讲究因时制宜。
上午 11点至下午 3点，是人体
阳气最盛的时间段， 此时艾灸
效果最好， 而晚上 9点以后人
体气血内敛、阳气内收，此时艾
灸会气血外溢、血管扩张，容易
使中枢神经兴奋而睡不着。 原
则上不建议晚上 9点后做艾灸
治疗， 如果灸就要严格遵守灸
下不灸上原则， 局限在灸腰部
以下的穴位， 如灸脚底的涌泉
穴等。 孙钰补充道，艾灸、推拿
等都是中医外治法的一部分，
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根据
节气、地域差异、个人禀赋等辨
证施治进行， 同时观察疗效变
化随机调整艾条（绒）的用量、
灸的方法、灸的穴位、灸疗的时
长等， 切勿盲目自行或在技术
水平不高的中医馆接受治疗。

艾草，俗称“艾蒿”。其药用
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用艾条熏灸身体特定
部位治疗疾病。 艾草用于外治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而艾草
最早的用途就是灸。 尤其在治
疗颈椎病方面疗效显著， 最常

用的穴位是大椎穴。 该穴位于
颈部下端， 第七颈椎棘突下的
凹陷处， 也就是我们低头时脖
子后面正中央脊柱凸起的下
方。 临床上通常采用回旋灸配
合雀啄灸的方式施用， 通常 15
至 20分钟为一次。 一般每天 1
次，7次为一个疗程。 中老年朋
友有这方面需要的， 可以去诊
所或在家里有步骤地施行，但
要注意及时把艾条上烧红的灰
抖干净，以免烫伤皮肤。

二是端午节时通过悬挂新
鲜艾草，或燃烧干燥艾蒿，祛邪
避晦。 艾草燃烧产生的烟有杀
菌、防疫功效，对多种传染性、
流行性疾病的致病菌、 真菌和
病毒都有抑制作用。 同时，艾草
含有一种特殊的挥发油———艾
叶油，具有平喘、祛痰、抗菌、抗
过敏、镇静等多种功效。

三是用艾叶熬水口服，可
以暖中下焦， 治疗多种内妇科
疾病，如吐血、痢疾、月经不调、
不孕不育、阴痒湿疮等证。 如临
床上， 对年轻女性朋友的痛经，
常选用三阴交灸治该穴可以有
效缓解痛经。 该穴在小腿内侧，
足内踝尖上 3寸的位置，如果是
患者自己取穴，可以用对侧的手
抚在小腿内侧，下面的掌缘与内
踝尖相平，上侧小腿正中的位置
就是三阴交。

不论是艾草 “灸治百病”，
还是用艾草熬水作煎剂， 陈艾
最佳， 即新鲜艾草三月三日采
收，曝干后保存在干燥、阴凉、
通风的地方，经过两三年后，没
有发霉变质， 闻起来有隐隐清
香。

通讯员 葛德昇 整理

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成立
于 1981年， 是医院建院之初
第一批成立的中医特色浓郁
的两个临床科室之一。现为国
家和省中医“十二·五”重点专
科建设项目、安徽省中医“十
一·五”重点专科、市级重点发
展学科。

科室集临床、科研、教学
于一体，现有床位 40张，医护
人员 20名。其中，高级技术职
称人员 2名，中级技术职称人
员 8名， 全国中医 （临床、基
础）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培养对
象 1名，省江淮名医、省名中
医、省名老中医、市首届高层
次人才培养对象 1名，市高层
次人才储备金享受对象 1名，
首届淮北市优秀中青年中医
1名。

科室拥有电脑三维正脊
治疗仪、腰椎治疗床、微机控
制牵引床、 远红外按摩治疗
床、 电脑中药熏蒸治疗仪、中
频治疗仪、微波治疗仪等价值
数十万元、国内目前领先的现
代化医疗设备。

临床上， 高举中医 “简、
便、验、廉、效”之旗帜，擅长运

用针灸、推拿、牵引、正脊、小
针刀疗法、理疗、骶疗、穴位注
射、神经根注射、中药内服外
敷等数十种中医、中西医结合
疗法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
颈椎病、骨质增生症、风湿、类
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关节
脱位等颈肩腰腿痛疾患，面
瘫、中风后遗症、小儿脑瘫、头
痛、失眠、耳鸣等内、妇、儿科
等疾患，肥胖、亚健康人群的
养生保健等。伸筋活血胶囊院
内协定方在临床获得较好的
疗效。

为了方便患者就医，减轻
患者经济负担，针灸科开通无
假日门诊，每周一、四上午开
设专家门诊，在坐诊专家不变
的情况下，其余时间改为普通
门诊，仅专家门诊挂号费一项
每周就为患者减负近 5000
元，且患者享受的服务品质不
变。 服务电话：0561-3198032
门诊、3193908病区。

经过不断努力，该科室现
已成为皖北地区同专业技术
力量领先、 医疗设备先进齐
全、患者满意度连续多年全省
排名靠前的科室之一。

本报讯 日前，一面印有“妙
手神针，德技双馨”的锦旗送到
了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王
鹍医师的手中，送锦旗的是市民
史先生。史先生握着王鹍医师的
手激动地说：“真不知道怎么感
谢你才好！谢谢你让我恢复了健
康，又可以重新工作！ ”

据了解， 史先生今年 50多
岁，前段时间，因心脏疾病在合
肥某大型医院手术住院，经过近
一个月的治疗， 伤病基本痊愈。
但住院期间，又不明原因地发生
了右腕下垂，生活不能自理。 史

先生又继续在合肥治疗了一个
疗程半个月时间， 效果不理想，
心情郁闷。 后经朋友介绍，慕名
来到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王鹍医
师处寻求治疗。走进王鹍医师诊
室时， 史先生精神萎靡不振，心
情烦躁， 时不时冲自己家人发
火。王鹍把他在合肥医院做的各
种检查报告、摄片、住院病历等
认真仔细地看了一遍，详细地向
史先生了解了治疗经过。肌电图
显示史先生神经受损，但询问他
本人并没有外伤史。是什么原因
导致其神经受损呢？王鹍一时陷
入了困惑。

王鹍回忆，20多年前， 他曾

接手的一位患者，是用担架抬入
针灸科诊室的，与史先生的疾病
类似。 当时，王鹍正苦研中医经
典著作《黄帝内经》，结合临床对
《黄帝内经》之《素问·痿论》记载
的“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
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挈，胫
纵而不任地也。 ”等论述进行临
床实践。于是试着用内经中的诊
治方法对患者进行治疗，结果获
得较好疗效。 于是，王鹍再次给
史先生做了教科书式的检查，任
何细节都不放过，发现其颈椎症
状明显， 并通过颈椎摄片检查，
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判断。找到
病因后，王鹍针对史先生病情辨

证施治， 采用中医传统针灸、推
拿、按摩疗法，并结合自己多年
临床经验研制的中药配方进行
药物离子透皮导入等悉心治疗，
加以心理疏导， 不到一个月，史
先生腕下垂病治愈，恢复了右手
功能。

“小小银针，见证神奇”是患
者邵女士为感谢针灸科刘刚刚
主治中医师精心治好自己眩晕
病而送来的一面烫金锦旗。邵女
士，50多岁，平时在家操持家务。
一日正带外孙在小区广场玩耍
时，突感头晕目眩、手脚麻木，跌
倒在地。邻居们拨打市中医医院
3198120电话。 床位医师刘刚刚

根据其疾病症状， 辨证施治，运
用中医“简便验廉效”之针灸、推
拿等疗法，一个疗程 10日后，邵
女士康复出院。

近年来，市中医医院始终把
患者利益放在首位，强化内涵建
设， 大力改善患者就医感受，深
入开展“我让患者更满意”优质
服务活动，赢得了患者的信赖与
感谢。 一面锦旗，传递的不仅是
患者的感激之情，更是对医院服
务品质的认可，对病患倾情服务
的最好证明，对医护人员工作的
充分肯定。 朴实的言语，鲜艳的
锦旗，彰显的是医患之间彼此的
真诚与和谐！

优质服务暖人心 患者感恩送锦旗

艾灸应用讲方法
使用不当反有害

孙钰研读专业书籍。

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孙钰为患者行针。

孙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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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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