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泰安市龙潭路73号(乘3路公交车到天外村下车即到) 电话：0538-6210266 手机：13505386518 网址：www.05386210266 .com

泰安市中医医院肾病科成立于1993年，现有主任医师1名，肾病专业硕士研究生4名，拥有宽敞明亮的独立病房。肾病科医务人

员秉承“用心做事、真诚服务”的工作理念，时刻把患者的需求和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标，以突出中中医特色为宗

旨，充分发挥中医优势、中医特色，真诚为患者服务。

我们善于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肾病，既辨病已明确诊断，又辨证选用中草药调理内环境，内服与外治相结合。对慢性肾肾小球肾

炎、慢性肾功能衰竭、肾病综合征、糖尿病肾病以及反复发作性尿路感染等疾病治疗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效果显著著。曾获泰安

市科技进步三等奖3项，完成市级科研课题5项；获得泰安市首批中医特色专科，是泰安市重点中医专科建设单位。在国家级刊物上

发表论文40余篇，主编专业著作2部，参编著作7部。

泰泰安安市市中中医医医医院院肾肾病病科科

硕士学位，主任医师，中共

党员。山东省首批高层次优秀中

医临床人才，泰安市首批泰山医

学家，泰安市十大名中医。现任

泰安市中医医院肾病科主任，山

东中医药大学、泰山医学院、山

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兼职教

授，山东省中医、中西医结合肾

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亚健

康 专 业 委 员 会 委 员 ，健 康 山 东

“首届健康大使”。从事中西医结

合治疗肾病临床工作三十多年，

擅长治疗各种肾病及疑难杂症。

独创“三元疗法”--食疗 (包括无

创自体疗法--以尿治肾法及肾

病饮食疗法)、理疗(以“抓两头带

中间治肾法”为代表 )、中西药物

优选应用治疗肾病，重视天然及

自身调理的作用，减少治疗带来

的痛苦。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至周五

全天，周六上午。

肾病科学科带头人

卢立新简介

地址：迎暄大街216号(电视台东邻)门诊二楼肾病门诊 联系电话：05386129227

1、慢性肾炎(慢肾风)

慢性肾炎多由感受外邪、劳
倦内伤或饮食失调等因素，损伤
肺、脾、肾三藏，气化功能失调，津
液输布障碍，导致水液潴留于体
内，泛溢于肌肤而出现头面、眼
睑、四肢、腹背甚至全身水肿为临
床特征。

本病基本病机为本虚标实，
本虚主要表现为肺脾肾肝之气血
阴阳虚损，标实主要表现为外感
风寒、风热及内生之湿、热、毒、瘀
等。治当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
本。对顽固性水肿、血尿等，辨证
论治无效，虽无明显见证，亦可试
用活血化瘀之法。从临床所见，大
多患者表现出咽干、咽痛等症状，
此时肾脏病情加重，故我们自拟

“清热利咽汤”治疗该病，配合独
创的“三元疗法”，患者的临床症
状和化验指标，得以迅速改善，收
到较好效果。

2、慢性肾功能衰竭 (慢性肾
衰)

早、中期慢性肾功能衰竭，单
一治疗疗效往往不理想，我科采
用多途径疗法，发挥中医特色，多
点、多法并举，延缓透析、改善病
情、缓解症状。

中药口服及静脉治疗、经络
疏通与离子导入法、中医定向透
药疗法、针灸和推拿、结肠透析。

3、糖尿病肾病 (消渴病性肾
病)

早期症状不突出，仅表现为
尿蛋白排泄率增加；中期可以表
现为尿多泡沫、水肿等，化验肾功
能指标尚正常，尿常规检查出现
蛋白；晚期肾功能损害不断加重，
症状较复杂。

(1)中药辨证论治。
(2)辨证应用中成药注射液静

脉点滴。
(3)中医传统治疗方法，如针

灸、推拿技术；现代经络传感技
术，如经络导平治疗仪、腿浴治疗
器等，调理经络气血，补肾排毒，
改善肾脏功能。

1 .经络疏通与离子导入
法：利用传统中医经络理论
及现代科技成果，选取有效
穴位，正极与负极各一个，通
过 电 流 刺 激 及 药 物 透 皮 吸
收，滋阴补肾，提高机体抗病
力，改善肾功能。既发挥针灸
刺激穴位、疏通经络、调理阴
阳、平衡脏腑功能的特点，又
避免了针刺的有创性及疼痛
感等不足，同时兼顾了人体
生物电平衡系统的调节。每
次2 0- 3 0分钟，可以选取不同
的刺激模式，以提高治疗效
果。

2 .中医定向透药疗法：
应用科室经验选取透皮中草
药物，利用专用足浴设备，透
皮吸收与温经活血，改善肾
功能、缓解尿毒症患者水肿、
皮肤瘙痒等症状。应用中低
频脉冲电流，将电极放在浸
泡于具有活血化瘀、通络止
痛的中药液的衬垫上，来治

疗疾病。低频电刺激能兴奋
神经和肌肉组织，配合中药
渗透和少量导入能促进局部
组 织 的 血 液 循 环 和 淋 巴 循
环，改善组织营养和代谢，能
降 低 感 觉 神 经 末 梢 的 兴 奋
性，有较好的镇痛作用。此法
能舒筋活络、行气消瘀、散寒
消肿止痛、滑利关节。每次2 0
~ 3 0分钟，以周身微微汗出为
度。

3 .结肠透析：应用结肠
透析机，人性化设计，配合中
草药吸附、排毒功效，能明显
的改善胃肠道症状、提高肾
脏功能。充分利用结肠粘膜
的生物半透膜特性及天然广
阔的透析面积，主动排出身
体中的内毒素，调整机体水、
电解质和酸碱平衡。该法通
过肠道的清洁、药物的透皮
吸收、药物的吸附等机理，达
到调整胃肠功能，降低体内
毒素水平，提高生存质量。

中医特色疗法优势病种

“真的特别感谢霍院长，是他治
好了我这么多年的病。”在泰安市颈
腰椎病研究所(霍勇正骨)每一名患
者都发自内心地感谢院长霍勇。“定
点、旋转、复位”手法治疗颈腰椎病，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患病多年的
人从这里轻松告别疼痛。

受腰椎病折磨20年

老汉在这告别疼痛

“我这个病得了好多年了，从30多
岁起就腰疼，当时贴了几贴膏药，也没
当回事。”今年53岁的王女士说，常年腰
疼对她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别说
是工作了，平常在家家务活也做不了，
腰疼得都站不起来。”王女士说。

从2005年起，随着病情加重，王女士
和家人开始了四处求医之旅。北京、上
海等全国著名医院都去看过了，并于
2007年接受了手术治疗。“这些年中药、
西药迟了一大筐，贴了不少膏药，也做
过理疗、牵引，什么方式都用上了，没少
受罪但效果并不理想。”王女士说起这
些年的心酸经历不由伤感起来。

“但是现在那都是过去了，在霍
院长这里我跟换了个人似的，这不住
院治疗才半个月就跟没病一样。”王
女士说，住院半个月期间，她深切的
感受到霍院长高超的医术和全体医
护人员高尚的医德。

霍院长每天给我做复位治疗，第
一次就感觉轻松了一大半，第一天就
能直起腰来走路了。“在这里治病一
点不受罪，每天很轻松就完成治疗
了。”王女士评价道，感觉不是在住院
治病，而是住在疗养院里。

头疼头晕找不到原因

霍勇正骨给他除病根

莱芜的李先生是一名颈椎病患
者，头疼头晕已经折磨他近5年，但他
是来到霍勇正骨后才知道自己原来
得的是这个病。

“这些年我看病没少花钱，去医
院神经内科该检查的都检查了，医生
怀疑是神经性头疼，这么多年愣是没
确诊。”李先生为了治这个病，吃了不
少药，病情非但没好转，反而还有加
重的趋势。

去年12月底，李先生在家人的陪
同下来到泰山颈腰椎病研究所，找到
了院长霍勇。“当时来的时候脸色特别
难看，人也瘦，整天睡不着，感觉快要
崩溃了。来了快一个月了，现在最大的
感受就是为什么不早来。”李先生开玩
笑说，要是早来就不用这么受罪了。

根据李先生的病情，霍勇每天为
其治疗，而李先生每天都感觉轻松一
些。“真的太感谢霍院长了，他的手就
像CT一样，在我脖子上摸了摸就准
确地说出了突出的部分，太让人佩服
了。”李先生想通过本报告诉那些正
在受颈腰椎病折磨的患者，早点到泰
山颈腰椎病研究所找霍勇，早点收获
健康的身体。 (路伟)

霍勇正骨无痛治疗颈腰椎病，患者纷纷称赞

头头疼疼头头晕晕五五年年，，他他在在这这治治好好

17日，“中国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支气管哮喘规范管
理项目”(简称“红围巾关爱
行动”)在市妇幼保健院(市儿
童医院)正式启动。值得一提
的是，市妇幼保健院也是我
市首家与中国医院协会合
作、开展该项目的医疗机构。

“这不是一个临床研究
项目，而是一个为患者提供
服务的纯公益性活动。”市妇
幼保健院儿内科主任肖运迎
告诉记者，为进一步明确慢
阻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及
支气管哮喘患者患病的基本
情况和诊疗现状，并规范慢
阻肺及支气管哮喘患者的诊
治，改善患者规范诊疗理念，
进而提高生存质量，降低病
死率，并减轻患者、家庭及社
会负担，2013年12月，在国家
卫生计生委指导下，中国医
院协会特地发起了“红围巾
关爱行动”项目。

据肖运迎介绍，“红围巾
关爱行动”是一个长远项目，

“从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
是第一阶段，截至目前，山东
省已有十几家医院参与该项
目，我院是泰安首家。”肖运
迎告诉记者，目前，市妇幼保
健院已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
组，“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就
是搜集相关患者的资料，之
后上传到患者管理平台，从
而使这些患者能享受免费的
医疗服务。”

肖运迎透露，该项目旨
在通过热线随访、患者教育
等方式建立患者信息数据
库，从而更好地为广大患者
服务。“作为泰安市惟一一家
三甲妇幼保健院，我院主要
开展儿科领域方面的工作。”
肖运迎表示，遗传与环境是
哮喘病产生的两大因素，而
找准病因是治疗的关键所
在。“工作中我们发现,多数家
长察觉孩子出现哮喘病的症
状后，盲目就医，结果延误了
病情。”肖运迎指出，正确的
做法是，家长应带着患儿到
专业医院进行检查治疗，从
而有效避免出现不正确治疗
的情况。“一旦得不到及时、
正规的治疗，哮喘病就会越
来越严重，并有可能影响终
生。”

据悉，“红围巾关爱行
动”之所以选择市妇幼保健
院作为合作伙伴，主要就是
看中了医院在儿科领域方面
的实力，“该院在儿童哮喘病
方面有着先进的诊疗技术与
丰富的经验，这是我们选择
合作的最重要原因。”
据了解，从2004年开始，市妇
幼保健院就开展了有关哮喘
病人肺功能、过敏源检测的
临床工作，经过11年的发展，
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
经验，为数万名患儿解除了
痛苦。

(李欣 侯佳)

市妇幼保健院启动
红围巾关爱行动

霍勇 泰安市岚岭医院
院长、泰山颈腰椎病研究所所
长、主治医师、中华医学专家
协会专家委员、世界医药卫生
理事会理事、中华医学突出成
就先进个人。霍勇师承全国正
骨专家冯天有教授，采用“定
点、旋转、复位”手法治疗颈腰
椎病引起的头痛、头晕、失眠、
心悸、手指麻木、颈肩痛、下肢
无力、腿麻、膝关节增生、坐骨
神经疼等症；颈肩腰腿痛免
针、药、手术之苦，一次见效，
是目前国内外保守疗法最理
想、最独特、最有效的先进治
疗方法。从医多年来医治康复
患者遍布各地，该疗法的独特
在于：改变单个椎体位移，使
受压迫的神经血管得到改善，
恢复到正常的生理位置，疼痛
症状消失，从根本上治愈，达
到标本兼治。

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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