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月 30日，省政协会结束的第二
天，我便急速赶赴新乡。在新乡新华医院腰椎
间盘科，远远地就见一堆人守候在一个诊室门
前，我看了门前医生的照片：韩清宇，腰椎间盘
科主任。一会儿，诊室门打开来，照片上的医
生送病人出来，有的他让走了，有的让他送
到隔壁治疗室去。那医生又招呼着
一堆病人和家属排好队，按顺
序叫病人进入诊室。终于轮
到我进去，我说我是郑州
谁谁谁介绍的病人，他
没有接话也不寒暄，拿
起我带来的片子就看，
然后说“腰椎滑脱，可
以治疗一下”。我问：

“是正骨吗？”他收拾片
子不想多解释的样子：

“就算是吧。”一个疗程
10天，450元，省医保不报
销，我当机立断交费，当天就
可以开始治疗。

韩大夫带我到一个有着几张
单人床的简陋房间，让我在一张床趴下：

“脸朝外”。我趴下脸朝向他，他不苟言笑：朝
外。我继续朝向他，他还是不苟言笑：是脸和
身体都朝外，腿蜷起来。蜷起的我右侧腰露了
出来，只感觉他在腰背处一点一点地摸，轻轻

地按推，他摸的那个部位好像就牵着臀部和
腿。大约两三分钟，他又涂了些药水：“躺 20
分钟，你可以走了。下午再来治 1次，一天治
疗两次，治 5天。”看我有些茫然，他又补充一
句“在我这里，这就是我的 VIP治疗室”，说完
开门快步离去。

下午的治疗，还是我背对他蜷
起腿，第二次摸推按的动作像

是在排列椎骨，时间比第一
次时间要长，涂上药水的
面积明显增大。治疗完，
他又匆忙离去。同时来
到VIP治疗室的还有一
位高个子病人，那病人
慢悠悠地说，他的腰椎
间盘突出，看遍了省内
外没有效果，后来被人
推荐到韩大夫这里，10

天治疗了七八次，腰就不
疼了，已经四五年没有腰疼

了。这两天天气特别冷，下电
梯时一弯腰又腰疼，所以又来找韩

大夫。他看着我笑着说：“神医！我开始找
他，他啥话都不说，我当时都不想看了。”

上图为韩清宇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锦
旗无处悬挂，都堆在角落里 王永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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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李丽

2018年1月，下了两场雪，气温极低。这一
个月，我就做了两件事：住院治腰和出院开会。

我因常年久坐加之劳累，过去多年，走路、
干活、负重、久坐都会腰疼，但只要休息几天也
会缓解。2017年岁末，腰忽然剧痛起来，先是
腰疼，继而尾骨疼、臀部疼，又放射至大腿疼。
尤其是右腿，从大腿越过膝盖疼到脚踝，那种
疼法，别人还看不出所以然。瞅着气色挺好的
一个人，居然不敢咳嗽、打喷嚏，深呼吸都会让
臀和腿抽着痛。经常不知道哪个姿势不当，会
疼出汗来。那一段，我痛彻心扉地“嗅到老年
味道”。为了如期参加“两会”，我住院治疗并
恳请医生，无论如何要让我能把会开了。在这
家知名的医院，半个月住院花费7000多元，起
初感觉疼痛有缓解，后来仿佛神经被唤醒了，
越发痛不可支。医生请专家会诊，外科专家认
为是腰椎滑脱建议手术，传统治疗科室的专家
也说改善很难，同样主张手术。我想，实在疼
的没办法了，就只有手术了。

“两会”期间，我回屋就躺下，以确保在大
会会场和讨论现场，不失风范地参政议政。奥
运冠军贾占波委员人静心细，他笑曰：高姐动

身真早，每次总是第一个乘车。他哪里知道，
我是不想让委员们看到我吃力上车的囧样。
腰疼，让我花容失色，穿衣打扮的心劲儿都没
有了；腰疼也让我细思极恐，换届选举投票，假
如关键时刻我那不争气的腰，“嘎吱”一下疼起
来，步履不端，那才真是煞风景。

和同时莅会的一位媒体委员聊起自己不
争气的腰和面临的手术，他说你下决心手术前
一定要去新乡找一位韩大夫治疗一下，他也是
听别人推荐这位大夫，推荐人还豪气万丈：治
好了给我 1000元，治不好给你 1万元！我心
有狐疑，无奈病痛在身，顾不得许多，很快就自
报家门，给韩大夫打去电话，说是谁谁谁让我
找他。电话那边的韩大夫声音平淡，一句都不
寒暄，三言两语就挂掉电话。媒体委员关心地
询问我联系怎样？我心中不悦又不便多说，只
说韩大夫他不冷不热。媒体委员笑了起来：找
他的人太多，太多了！去新乡之前我又硬着头
皮，发短信问韩大夫医院在哪条路，他在哪个
科室？没想到短信回复极其迅速，这让我散落
一地的小自尊拾了起来，立马欢喜地通知家
人：联系妥了，明天就去新乡看病。

新观絮语

颈肩腰腿疼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

上常见的多发病、疑难病，久治不愈的多，重

症患者生活不能自理。目前国际上多采用

手术治疗，不仅费用高、痛苦还无法根治，对

此病全世界尚无满意的治疗方法。据国家卫

生部门统计，我国腰椎病患者已突破 2亿人，

占全国总人数的15.2%，且多年来一直呈上升

趋势。由于学习、工作等长时间不正确的坐

姿与缺乏运动等原因，腰椎间盘突出不止“青

睐”中老年群体，青年患者的数量近年也呈线

性增长之势。各种治疗方法多如牛毛，但真

正无痛苦、花钱少又有效的方法少之又少。

因此，韩清宇的“软推拿”备受患者推崇。

然而，韩清宇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重点

观察的“人物”，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医术，还因

为由他引发的“小院大医”现象！一个基层小

医院的医生通过中医药疗法找到了简便、省

钱、效果明显的新途径，得到了广大患者的认

可，但只因“平台”低，无法申报科研成果，导

致好医术无法惠及更多的患者。“小院大医”

让我们感动之余，更深感加大医改力度、让更

多“小院”拥有“大医”的必要性。

我国现有的医疗管理体制，导致大城市

大医院的“虹吸”效应太强大,基层医院不少

能独当一面的骨干医生都被“吸”走了。而

待遇低、职称晋升难一直是基层医疗机构招

不进人才、留不住人才的重要原因。

基层医疗是卫生服务的“网底”,事关全

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患者对家门口的基层

医疗机构“不信任”，一是缺乏优质医疗设

备，不过更重要是因为缺少好医生。但单纯

依靠医生医德留在基层为患者提供优质的

医疗服务只能是个案，要把好医生留在基层

还要依靠医疗改革进行制度性建设。

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只有打破重科研

成果、重学历头衔的评聘制度；打破医院重

经营的商业化模式；不忘初心、回归医院救

死扶伤的本真面貌，让老百姓既能看得起病

还要能治好病；只有把工资待遇、职称评聘、

进修深造等有利于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的政策和措施能落到实处，才能让好医生

“长”在基层医疗机构，患者才会“逃离”大医

院，首选基层医院就诊，喊了多年的分级诊

疗模式才能真正落到实处。8

“小院大医”
拷问医改医政

□新观

□新乡观察记者 李虎成 王永乐

河南日报高级编辑高李丽采写的体验式
报道《小院大医韩清宇》，使我们对韩清宇这
个人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时也有一系列的
疑问。

“小院”到底有多小？

按照导航的指引，在位于新乡市卫滨区今
秀街与新华街两条既偏又窄的短街交汇处，记
者终于找到了一栋只有两层外观看似很旧的
小楼——新华医院南院。医院门口两侧挤满
了自行车和电动车，根本没有地方停放汽车。
走进去，一楼和二楼西侧很冷清，只有二楼东
侧异常热闹，所有房间和过道都挤满了人，“人
满为患”用在这里再贴切不过！

看病房，没有任何值钱装饰，很简陋，但
“物尽其用”，在不足 20 平方米的病房里，按
常规都是放 2至 3张病床，而这里每间病房都
挤了 4到 5张床！即便如此，记者看到在治疗
时每张床上还常常挤了两个患者——人实在
是太多了！医生只能侧身在病床空隙间来回
穿梭。

但简陋的条件完全挡不住患者的“热
情”！有八旬老人，也有 20来岁的年轻人，中
年人居多。他们都患有同一种病——腰椎间
盘突出！

挤过患者人群，记者终于在一间治疗室里
找到了韩清宇。只见他正全神贯注，用一块药
棉在患者腰部或颈肩腿部涂上一点药水，轻轻
一揉、一按，大约三五分钟，治疗便完成了。整
个过程十分轻松，患者没有丝毫痛苦！

上午 11时，趁着一个病号治疗结束转换
病房的空档，韩主任快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并
赶紧关门，还是有一群患者跟了进来。韩主任

好言解释，说记者来采访，已经等了很长时间
了，让大家耐心再等一会儿，中午就是不吃饭
也要给大家治疗。

说是主任办公室，其实只有十多平方米，
也塞了 4张病床，只是比其他病房多了一桌一
椅，两罐配制的中药水，和一大堆没有地方悬
挂的锦旗。因为只有一把椅子硬让给记者坐
了，韩清宇便始终站着与记者交谈。其实，即
使有椅子他也坐不住，因为采访期间接连不
断有病号推门而入，他只好不停地转身、开
门、解释、掩门……虽然他一直不苟言笑，但
对患者却一直很有耐心，没有流露出丝毫不
耐烦的神色。

“大医”到底大在哪儿？

韩清宇今年 55岁，1985年毕业于河南中
医学院中医系，毕业后就在新乡市卫滨区新
华医院骨科门诊工作，多年来从事颈肩腰腿
疼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研究和治疗，1994年
成立了专门的腰椎科。在多年的临床经验
中，不断揣摩总结出了平衡疗法，突破传统的
禁用手法，既使患者痛苦小，花钱少，又见效
快，疗程短，治愈率高，复发率低，还免除了手
术之苦。

韩清宇从来不做广告宣传，仅凭患者口
口相传，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有平民百
姓，有省市领导，有将军、教授，有本地的也有
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患者，甚至还有来自英
国、美国、意大利的患者。剑桥大学一位教授
建议他去伦敦开诊所，美国一位大学校长邀
请他去美国工作，承诺将该校康复中心交给
他管理……在国内，他有无数次调入大医院、

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有的待遇还相当优厚，但
他一直不为所动：“对我来说，到哪儿都是看
病。但对我的患者来说，很多人可能根本进
不起大医院的门！”

为了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他尽量减少治
疗费用，甚至低于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同时
长期坚持对军人、残疾人和特困患者免除费
用。在他眼里，患者不论地位高低、身份贵贱，
一律平等。一位经手术治疗落下残疾的患者
动情地说：“我倾家荡产在大医院做手术也没
治好，真是生不如死！没想到在这个小医院没
花几个钱却解除了我的痛苦，让我起死回生！
你说韩主任不是华佗转世是什么？”

患者这样评价韩清宇的“大”——大在长
期坚守，大在为民情怀，大在淡泊名利！

为何不申报科研项目？

据粗略统计，韩清宇每天接诊的患者达
100多人次，30多年来，治愈患者数万人，全国
各地都有患者慕名而来。而他的独特疗法也
被一位患者——上海某出版社社长总结为“软
推拿”。

这么好的疗法为什么不申报科研项目、学
术成果和专利？

韩清宇说，前些年省里一个专门治疗腰
间盘突出和颈椎病的科研课题招标，他曾经
申报过，但因为他所处的平台太低，根本无法
报上去。

韩清宇透露，其实自己治病的方法原理
很简单，但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实践自己参悟，
需要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
出。8

记者探访

100
据粗略统计，

韩清宇每天接诊
的患者达 100 多
人次，30多年来，
治愈患者数万人

对我来说，到哪儿都是看病。

但对我的患者来说，很多人可

能根本进不起大医院的门！

韩清宇
新乡市卫滨区新华医院

骨科医生

探访“小院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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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院大医
疗疴记

第二天的治疗，韩大夫的手向尾骨处捏
按，边按边说：“其实我就是把骨头、肌肉各
种组织各归其位，发挥各自作用。”这时，又
进来一对穿黑衣、黑裙的男女，女人一脸痛
苦：“就像肉卡到骨头里，疼、胀难受死了！”
韩大夫让女人双手拉住床头、趴在床上，他
的手捏起女人腰部的皮肤，另一只手顺着脊
柱摸了摸就说，不是肉卡骨头，你是腰椎间
盘突出。我这是经验诊断，如果不放心可以
去核磁确认一下。他捋捋，按按，捏捏，涂上
药水，又交代 10分钟后起来，“治疗 3次就
可以了。”韩大夫走了，陪着女人来的男人

说，有一次他下飞机，突然一条腿不能着地，
疼得走不成了。到大医院看了一星期还是
走不成路。遇到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朋友，那
朋友劝他喝酒说：喝吧，喝完我给你介绍一
个大夫保管治好。他在韩大夫这里，就觉着
他检查了一下，摸摸捏捏就完事了。他下床
感觉还是疼，韩大夫说：给你点药今晚敷
上。照医嘱他敷了一夜的药，第二天下地，
居然不疼了，而且以后再没疼。方才治疗的
黑裙女士这时也躺够 10分钟从床上下地，
她弯腰、伸臂，扭身活动着自言自语：“不是
心理作用吧，真的疼轻了。”

在这个小医院的椎间盘科，每天有一
堆人等着韩清宇大夫看病 高李丽 摄

2016 年，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
规划纲要（2016—2030年）》，文中提到，要强
化中医药师承教育。建立中医药师承教育培
养体系，将师承教育全面融入院校教育、毕业
后教育和继续教育。鼓励医疗机构发展师承
教育，实现师承教育常态化和制度化。建立
传统中医师管理制度。加强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建设，吸引、鼓励名老中医药专家
和长期服务基层的中医药专家通过师承模式
培养多层次的中医药骨干人才。

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院
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有机衔接以及
师承教育贯穿始终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
重点培养中医重点学科、重点专科及中医药
临床科研领军人才。深化中医药教育改革，
建立中医学专业认证制度，探索适应中医医
师执业分类管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一批
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鼓励有条件的民族地
区和高等院校开办民族医药专业，开展民族
医药研究生教育，打造一批世界一流的中医
药名校和学科。

相关链接

第三天的治疗，韩医生的手在尾骨处摸
捏捋，感觉触点手法力度加大，涂抹药水的
面积也扩大了。这一次韩大夫特别交代我，
睡觉时一定要侧身踡起腿。他又给了一小
袋药粉，让回家敷上，说药膜会发热，能坚持
最好就坚持半小时。慢慢地我感觉到了，韩
大夫对病人是谁不太介意，对病情却非常关
注十分认真。

治疗第四天，症状减轻的腰出现反复，
呼吸痛又出现了。韩大夫让我每天双手拉
床头锻炼 10分钟，他很自信：呼吸疼、咳嗽
疼、抽着疼，经过治疗都会消失，就是需要
时间。

不苟言笑的韩大夫诊室门外天天排着
长龙，他上午要看完上午来的病人，经常中
午1点还没有吃午饭；下午要看完下午来的
病人，晚上七八点还下不了班。有时病人和
家属会围追堵截，他会边忙边劝：你少问几
句，让我多看几个病人，排队就快了。无论
生人熟人，韩大夫根本没功夫闲扯，他在诊
室和治疗室间穿梭，走路都是小跑。看着他
日复一日高度紧张，想想他年复一年如此操
劳，治病的态度无论对谁又都一样认真，我
肃然起敬。信任的感觉不需多说，上个疗程
一结束，我就主动去交下个疗程的费用，他
的手每一个治疗动作都在点上，只要上手疼
痛就减轻。

我的治疗走过3个疗程，韩大夫说可以
进入巩固治疗，由每天治疗 2次，变为每周
治疗 1次。我每周有 1天，会乘坐清晨的高
铁去新乡，再打车去医院。到了 5月，我的
治疗接近完成 5个疗程时，我请教韩大夫，
我可以外出长途旅游吗？韩大夫说，从腰椎
复位的情况看，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你要注
意坐高凳睡硬床，弯腰同时曲腿，不要久
坐。跨洋越海远行，考验着韩大夫疗法的效
果，更考验着我持续美好生活的信念。我牢
记医生嘱托，随时活动避免久坐；遇上软床
就侧着身子休息；不提拿重物不让腰部受
寒。我是挺着腰板杠杠滴返回郑州，依托手
法不用手术，治疗方式简便独特也不痛苦，
一个小医院的大医生，用医者本色和博大精
深的中医手法，让我罹患腰疾尚能远足，前
后 5个疗程治疗费用还不及大医院的一半
开支。这样珍贵的医疗体验，让我想到，医
改很难也很简单，就像韩大夫这样，让病人
少花钱把病看轻看好，就是老百姓呼唤的医
生，拥护的医改。

韩清宇，河南中医学院本科毕业，长期
从事骨伤疾病研究和治疗，享誉豫北，是省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8

（作者为河南日报高级编辑、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发展研究院新闻媒体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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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清宇正在查看患者的CT片 王永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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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足 20平

方米的病房里，按
常规都是放2至3
张病床，而这里每
间病房都挤了 4
到5张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