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提示：医治脑病，救死扶伤，乃“头”等大事。多年来，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脑病医院（以下简称“脑病医院”），秉承“古今贯通，精医济
世”的理念，坚持中医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特色，重点进行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防治方案的持续优化临床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提高中医药防
治脑病的水平，突破了部分脑科领域急危重病、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的治疗瓶颈，是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脑科专病诊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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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脑病医院是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重点专
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中医专业）建设单
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重点专科组长单

位及优势病种眩晕协作分组组长单位。
脑病医院在注重自身发展的同时，更

要引领河南省中医脑科疾病防治的发展。
脑病医院院长王新志透露，下一步，河南省

中西医结合脑科医院将落户该院。“目前，
所有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对于脑病医院的强劲实力与未来发
展，这无疑是最好的证明。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脑病医院：

治“头”等大事“绝活”多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何世桢

名医示范引领大发展

据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该
院院长王新志教授介绍，脑病医院
是在老一辈中医大家、全国名老中
医专家郑绍周教授领导下建立并发
展起来的；其杰出人才辈出，拥有一
批老中青中医、中西医结合名家，如
马云枝、张远克、赵敏、王保亮、张怀
亮、李燕梅、武继涛、刘向哲、宫洪
涛、悦保士等30余位教授、主任医
师。目前，脑病医院在职的医师中，
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4人，国家二
级教授2人，河南省优秀专家3人，
首届河南省名中医3人，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1人，博士研究生导师6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16人，博士后1
人，医学博士12人，医学硕士30人，
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10名，在
校研究生100多人，形成了一支业
务素质强、技术水平高、老中青结合
的人才梯队，培养出了一批学历层
次高、临床经验丰富、科研实力雄厚
的业务骨干人才。

经过40多年的发展，脑病医院
现有床位300余张，下设中风病、帕
金森病、运动神经元病（痿症）、眩晕
病等4个研究所，河南省中医脑病
诊疗中心、河南省眩晕病诊疗中心
等2个省级诊疗中心，是国内最大的
中医脑病医院。

脑病医院充分发挥中医药专科专病
的特色与优势，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
目20余项，其中“中风失语症研究”、“颅内
微创血肿清除术治疗脑出血”、“支架植入
术治疗脑血管病”、“中药对帕金森病的减
毒增效治疗研究”、“中风病恢复期综合康

复方案研究”、“脑卒中社区二级预防和康
复的中医综合方案研究”居国内领先水平。

中医做到最优，西医也很先进。多年
来，脑病医院一直非常注重新设备、新技
术的引进和开发，运用双源CT、核磁共
振、脑血管造影、神经电生理仪、吞咽言语

诊疗仪等先进设备，有效提高脑血管疾病
的诊断率和抢救成功率。在治疗中，注重
发挥中医特色和优势，采用中西医结合方
法治疗急慢性脑血管病、眩晕、帕金森病、
多发性硬化、运动神经元病、癫痫、痴呆、
失眠等疾病。

脑病医院拥有四个内科病区、一个神经
介入病区，各有特色优势。

●脑一病区：治疗脑血管病为主
该病区有5项技术特别值得一提，即

中风失语症优化治疗，颅内血肿微创清除
术有效治疗脑出血，吞咽困难的特效治
疗，帕金森病的早期干预治疗，以及中风
后肢体肿胀、疼痛、麻木的治疗，均在省内
外处于领先地位。

●脑二病区：治疗帕金森病、痴呆为
主

病区对于缺血性卒中急性期患者，从
建立“急性脑中风绿色通道”入手，形成了
系统抢救流程；对于脑卒中恢复期的患
者，突出中医特色，内外合治，中西合参，
取得了明显优于西医治疗的疗效；在痴呆

防治方面，研制出“复智胶囊”，并对不同
年龄段及病情分期分病种不同采取个体
化治疗。

●脑三病区：治疗运动神经元病、多
发性硬化为主

病区运用“肾轴瘀血”理论指导多发
性硬化的临床诊疗，急性期补肾活瘀解毒
配合激素冲击快速缓解症状，缓解期滋肾
活瘀为主配合辨证论治预防复发；诊治运
动神经元病从肾虚饮停、奇经虚损着手，
辨病分期、辨证分型，因证施方，针药并
用，药食相彰。

●脑四病区：治疗各种眩晕症为主
病区充分发挥中医传统优势，立足于

辨证施治，整体调节的观念，牵头成立了
河南省眩晕病诊疗中心，开展了眩晕病中

西医综合诊疗方案及其优化研究，先后开
发出多个院内中药制剂和中医非药物特
色疗法，对各种眩晕的治疗取得了较好的
临床效果。

●神经介入病区
病区在省内最早开展脑血管病介入

诊断和治疗，在神经介入和肿瘤介入方面
积累了丰富经验，是我省中医介入诊疗技
术培训基地。主要治疗脑梗死、脑出血、
蛛网膜下腔出血、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颅内动脉瘤、颅
内血管畸形、脑动脉炎、颅内静脉窦及脑
部静脉血栓形成、脑动脉盗血综合征、动
脉壁夹层病变等急慢性脑血管疾病。对
于各类肿瘤和外周血管病变的介入治疗，
也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中医最优西医很先进

五个病区各有特色和优势

省级脑科医院将落户

设计施工
●专业建筑设计 13803890443
●常年承接钢构，设计，制作，

施工，改造，维修 13838386644
●工程预决算 13015533300

●土建装饰预算审计有资质

装修钢构设计 13937102710
●建筑★装饰★设计66616673
●专业装修饭店 13598861598
●办公酒店设计施工63312520
●办公店面商场55695655价优

服装专卖店饭店 55695952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56736305
●家装设计施工 18625521576
●效果图施工图预算55615204
另：承包办公酒店别墅家装

★宏超展柜厂
专业烤漆柜台：13253618678

装修装饰

●四海装饰15036120070
台湾设计师专注高端工装

●装修管家省钱高品质6677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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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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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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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一驰租车66666673车新价优

●朋友租车郑东新区66831616
●49元起●包月半价69131616
●朋友新车不限里程67641616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婚庆商务租车价优66653339

求购二手车

●急购新旧汽车 15237155577

●高价购二手车 13592509995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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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文化路双铺路口科技市场对

面门面房一万平方米可分租

联系电话：15290878858
●陇海路兴华街前后楼现房

3万㎡可注册分割18537836899
●荥阳市中心黄金地段6600㎡
商场整体出租 15838169002
●黄金旺铺招租一楼 200㎡
二楼 500㎡，办公培训出租

1300㎡一楼西餐厅招租 500㎡
以上均含中央空调，无停车费

精装，价格面仪，地址：东风

路文化路 TEL13503822888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出租经开区第八大街成熟

物流场院 13838162995
●出租东风南路土地（水泥地

带办公室）10亩 15617729897
●港区冷库出租 13503862018
●中原区十亩校园，出租、

合作、办厂均可 13837176826
●助剂厂经营中国地 11亩因

业主年龄大招租 13903847226
●旺铺 1650㎡四楼精装整租

1-3楼电器卖场 13015538860
●黄河桥北平原新区40亩工业

标准厂房出租或联合开发

陈女士 18603845797
●高校窗口出租 13027518356

●火车站售票厅正对面 2500
平方，一二三层适做宾馆超市

卖场餐饮 13663015188
●经七路南整院招租81670460
●经三路丰产路东位佳两层

商铺 500平出租 18103869326
●铭功路 249号有房 1000㎡
对外招商。电话：18638653613
●外地学校食堂对外招租

18837177796
200㎡场地招租
黄河滩客流大适合做特

色餐饮 13838321593
白马广场招商
瑞达路黄金地段食品百货服

装美食招商中 13613836080
紫荆山商铺

黄金位临街 2000㎡整体招租

63814656、13526431659

房地产

●中州大道临街房出售，

价格面议 15937192397
●房产疑难杂症 13613868402
●办房产疑杂症 13837196666
●出售科技市场附近 234㎡
商业用房一套，电话 63556616
东区整栋出租
商都路临高铁站 7万平方米

三栋楼，层高5.1米，适合金融、

商业、办公 15036001552
海南温泉房

原生态观山瞰湖高层、湖景别

墅、超低价3180元/㎡起，70年
产权，温泉入户，远离雾霾，毗

邻高速高铁，准现房！紫荆山

路华林时代广场438室55972135

豫港大厦出租
高档高质写字间优价出租水、

物业、空调全免 66213000

写字间楼

天龙大厦招租
电话：67978288
整栋自持招租
郑东核心商务区

5A甲级写字楼 86676666

出租仓库厂院

●寻求项目合作：我公司现有

工业、物流土地 30-200亩位

于郑州中牟、经开区、港区

13938267879
●港区60亩厂仓13693718566

●高新区新厂房 13283805187
●西四环五亩仓 13903719259
●出租钢构厂房 15036166888
●中牟厂院出租 13253371686
●中原西路乔楼3万㎡厂仓招

租 15538233131 15824826195
●出租厂房 1万平方大小可

分割有生活办公区，107与北

四环向东 2公里 15503719101
●标准厂房7000㎡办公楼60间
土地手续齐交通方便水电齐

可分租电话：13137109538
●经开区南三环与四港联动

大道南200亩空地15713660700
●高新区西四环厂房带办公

5000㎡有证 15890697377
●须水厂房出租 18638120682
●马寨1千㎡厂房15617588501

房地产中介

●郑州海洋不动产6666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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