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报讯 !记者 杨勇 通讯员 袁

天顺" 杨某驾车在高速公路服务区

解手时!忘记拉轿车手刹!结果回来

后发现! 自己的轿车竟倒滑
!"

余

米! 与后方的一辆小轿车撞在了一

起" 为此!杨某被迫拿出
#"""

元钱

赔偿被撞轿车的损失才算了结了此

事"

!!

月
#$

日
!%

时许!杨某驾驶

一辆河北牌照的轿车行驶至连霍高

速公路洛阳服务区"由于内急!杨某

把车停下后就赶紧往厕所跑! 忘记

了拉轿车的手刹"没想到!杨某刚离

开! 轿车就开始向后滑行! 滑行了

!"

余米后!撞上后面停着的另一辆

甘
&

牌照的轿车才停了下来"

杨某满脸轻松地从厕所出来!

迎接他的却是一脸怒气的甘
&

轿车

司机马某! 双方立即就赔偿问题展

开了争执! 马某要求赔偿
$"""

元!

杨某却只愿拿出
!"""

元作为赔偿"

正在此时!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支队

洛阳大队的民警巡逻至此! 经现场

调解!杨某拿出
#"""

元钱作为马某

的车损赔偿!双方才算平息了争执"

杨某感慨地说#$驾车中任何时

候都马虎不得呀%一 个小细节扔了

我
#"""

元钱!心疼啊% &

!!!!!!!

一是对癫痫病患者的诊断!由于传统医学诊断
水平欠发达!临床医生大多凭患者自述症状及常规
检查为其确诊!缺乏科学的诊断依据!不能及时准确
了解患者大脑神经元
异常放电具体部位'放电机理及放电频率等病因(二
是以往临床上治疗癫痫病只有依靠抗中枢神经类西
药! 如 $卡马西平&'$丙戊酸钠&'$苯妥因钠&'$妥
泰&'$德巴金&等) 这些西药成分只能临时控制大脑
异常放电频率! 不能彻底根除癫痫病灶* 长期服用
还会严重损害人体肝+肾'血液'大脑等器官正常功
能!在体内产生药物依赖性和耐药性!停药后立即出
现病情反弹(三是普遍癫痫病患者病急乱投医!没有
系统接受过中医治疗!误认为西医可战胜一切疾病"

以上三点是造成久治不愈的主要原因"

说起,癫痫病&与,草本蛇药&两者似乎不太相
关的字眼结缘! 还要从

'"

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

!()%

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中国蛇协会长'全国著名
名老中医舒普荣主任医师!在他工作的蛇药研究所
收治一名

$"

岁的蛇伤病人!病人是在上山打猎中不
幸被毒蛇咬伤* 舒老立即根据当时病情! 为其开具
了两个疗程其自研发明的,青龙蛇药&!并为患者交
代了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不久后患者蛇伤痊愈!

舒老也已将此事渐渐淡忘* 是呀!在蛇药研究所工
作几十年以来! 舒老已忘却自己收治了成千上万的
蛇伤病人* 时隔数月后的一天!这位患者在家人的
陪同下又来到舒老创办的蛇伤研究所!出现在舒老
眼前的时候!舒老刚开始还是心头一震!这人怎么又
不小心被蛇咬伤了- 此时! 这位患者家属耐不住内
心欢喜!双手捧上做好的一面红艳艳的锦旗,医癫圣
手'华佗再世&舒老满脸疑惑!迫不及待听患者从头
道来..

原来!在上次被毒蛇咬伤过以前!患者从小就犯
有原发性/遗传性0癫痫病!发作时突倒在地+四肢抽
搐+口吐白沫+神志不清!每次发作时间达

#

小时左
右

*

每个月发病
)+,

次* 多年以来一直靠$卡马西
平&$苯妥因钠& 等药物维持

*

一开始用药略有好转
*

每个月发作次数也确实明显减少*

然而长期用药后! 药量还在原先基础上逐渐加
了近两倍!病情仍得不到有效控制!检查时发现肝+

肾等重要器官受到严重损害*一方面失去治疗信心!

一方面迫于当年家庭经济危机! 患者便放弃了治疗
的念头*

据患者家属回忆!在服用舒老为患者开具的$青
龙蛇药& 一个多疗程后! 患者蛇伤部位已经基本痊
愈* 为健康安全起见! 就遵舒老医嘱服完最后几付
中药* 奇迹发生了!

在服完蛇药后!患者平常每个月发作
)+,

次的癫痫
病再也没有发作* 刚开始患者还不是很在意! 直至
半年后的今天!才抑不住心中的喜悦!登门拜谢% 才
发生刚开始的一幕*

拜谢完毕! 患者又强烈要求舒老为其
#)

岁的
儿子/遗传性癫痫病家族史0开具了$青龙蛇药&三个
疗程* 转眼又是半年过去!患者家属传来佳讯!他的
癫痫病再也没复发+儿子的癫痫病也已完全康复*

$青龙蛇药&原是治疗蛇伤!为什么能够控制大
脑神经元异常放电治疗癫痫病呢- 舒老带着重重疑
惑!召集他的三大学徒/大徒成贵芳+二徒黄茂来+三
徒张国锋0研究决定

*

誓力要组织全国中医专家+教
授进一步开发草本蛇药治疗癫痫病!以$拯救天下癫
痫病患者脱离苦海&为终生远大理想%

经过近四十年临床研究!不断深入探讨!不断
技术创新!舒老门下三大高徒共同努力协作+不负众
望!一种名为$蛇药医痫丸&专业治疗癫痫病的草本
蛇药震撼问世*该药中采用纯天然无污染的乌梢蛇+

蜈蚣+全蝎+雄黄+天南星+僵蚕等
#-

种中药材!经过
特殊工艺研制加工而成!并在北京+天津+上海+广
州+西安+杭州+长沙等各大医院长达

$

年的临床验
证!具有高效+长效的抗癫痫作用!尤其对儿童+妇
女+脑瘫+外伤型+精神运动型癫痫效果更佳*该药获
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获准! 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号#

.#""!-"%,

+

/##"#$$"%*

并被收入中华中医药典
保密处方*

在漫长的科学研究实验过程中! 三大教授根据
临床深度解析!在草本蛇药系列配方的基础上!研究
发明了$穴位种植&+$中医割治&创新疗法*该疗法堪
称国内一绝*传承祖国五千年传统中医药文化!以蛇
药配方泡制异体蛋白线植入体内! 长效刺激穴位之
原理+醒脑开窍+祛痰解痉+修复受损脑细胞!促进新
细胞再生! 短期内快速缓解和控制大脑神经元异常
放电*因此!$草本蛇药&+$穴位种植&+$中药割治&三
大疗法被专家誉为$三联创新疗法&*

其次
*

舒老门下三大高徒也各有大作为
*

誓用毕
生的精力服务于全中国的癫痫病患者* 大徒成贵芳
教授在湖南地区投资

!"""

余万元创办友爱癫痫病
连锁专科医院!亲自坐镇!二徒黄茂来教授经常被国
内各大医院应邀出席各种大型学术报告会+ 开发
临床协作基地及大型爱心会诊活动等*悬壶济世!

拯救苍生(三徒张国锋教授常年留美继续深造!采
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对草本蛇药进行量化分析 +

科学萃取..

###中国蛇协著名癫痫病专家黄茂来率专家团来郑州举行大型爱心会诊活动

!"#$%&'()*+,-

./0%&12

为什么癫痫病患者久治不愈$ 功在当今 利在千秋
#$%&'$340567

中国蛇协癫痫病专家团来郑会诊通知
!!!!!!

为了解除广大癫痫病患者的痛苦! 应郑州长虹医
院+许昌维真医院多次邀请!中国蛇协副会长+著名中医
癫痫病专家黄茂来主任率专家团于

#""%

年
!!

月
#$

日
至

!#

月
#$

日来郑州+许昌举行$三联创新疗法治疗癫
痫病&大型学术推广暨专家会诊活动* 采用$三联创新疗
法&专业治疗原发性+继发性癫痫病* 会诊后由中国蛇协
委派著名癫痫专家驻院常年坐诊!节佳日不休% /就诊患
者请随身携带近期各种检测单或病历0

会诊时间%

!""#

年
$$

月
!%

日
&$!

月
!%

日
会诊期间%

!0

免专家会诊费+挂号费+咨询费(

#0

脑电地形图+经颅多普勒检查费优惠
-"1

(

-0

药费优惠
!"1

敬请提前预约
值班手机% 电话%

89:;<=>?@<%&1AB

地址%郑州市一马路
'$

号附
(

号!火车站向南
$%)

米银基商
贸城西大门对面"

C=DEFGH%&1<=

电话%

地址%许昌市七里店西段!帝豪路"!市内乘
'

&

$*'

路公交车即到"

!"#$%&#'(%#

%)'!*&&$$$!(%

%)'+*)(&"(((

!!!!!!!

癫痫病是一种大脑神经元细胞异常过度放电而引起的发

作性+突然的+暂时性而又反复性的脑功能紊乱* 俗称$羊羔风+

羊角风+猪婆风&* 在我国发病率较高!可发生于任何年龄!青少

年及妇女尤为多见* 临床表现可分为原发性+继发性两种类型*

其临床表现呈各种形式! 最常见的是意识障碍或意识丧失+突

然倒地+四肢抽搐+两眼上视+口吐涎沫+大小便失禁!局限性或

全身性肌肉强直性或阵挛性抽搐!行为异常(也可有精神失常+

情感和知觉异常 +记忆功能减退 +醒后不能回忆发病过

程 !或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 * 据世界卫生组织 /

"#$%

报

告显示 ! 癫痫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 $五大隐形杀

手 &之一 !引起全世界医学界高度重视 *

$+

一周内快速阻断大脑神经元异常放电'

!,

迅速修复大脑受损脑细胞(促进新细胞再生'

-,

激活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提高免疫力(防止复发'

.,

无需长期服药(不损害肝&肾等正常器官'

%,

解除长期服用西药而导致淤留在体内的毒素)

*三联创新疗法+治疗癫痫病
%

大突破

!!!!!!

新乡市封丘县患者李女士!

-,

岁!每逢经期!晚上常突然倒

地 !口吐白沫 +昏迷不醒 +牙关紧闭 +咬舌头 !一般连续
-

天发

作!停经
$

天以后便不发作* 并发精神分裂症+

脑发育不全* 李女生曾到山西太原治病未见好转*

#""-

年
#

月

又经北京多家医院诊断为继发性癫痫病* 服用丙戊酸钠
)"

瓶!

导致转氨酶增高到
-""

!乱丢东西
*

还有幻觉产生!共花费
)"""

多元均无济于事* 经朋友介绍来到中国蛇协癫痫郑州临床协作

基地111郑州长虹医院!经中国蛇协副会长黄茂来确立了必须

引火归原+燥湿健脾!祛风解痉的治疗方案!开处方,蛇药医痫

丸&

#"

盒等药物*杨毅医师给她穴位种植蛇药异体蛋白线
'

次!

连续服药三个月就康复了*

洛阳市宜阳县寻村镇患者张先生患癫痫十多年! 属于遗

传性范围!服用德巴金有
,

年时间!每月发病在
!"

多次!他从

2中国大众医药报3上看到介绍黄茂来教授的优秀事迹后
*

慕名

来到郑州长虹医院求医! 经黄教授穴位埋线蛇药浸泡三次!服

用蛇药医痫丸
#"

盒等药物后便根除了)特赠匾一块
*

写着$蛇药

治痫!天下一绝&八个金光闪烁的金字) 他逢人便说#黄教授是

我的救命恩人啊% 像这样的病例不胜枚举%

稀奇草本蛇药 拯救天下罹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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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黑乎乎的棉絮里夹杂着碎

布头+破纱布和各色丝线!用手轻轻

一抖!整块棉絮七零八落!粉尘和短

棉絮四处飞舞! 这就是郑州市淮河

路工商所执法人员在齐礼阎东街查

获的黑心棉制品)

!!

月
#)

日上午!淮河路工商所

执法人员对辖区内的棉制品销售市

场进行了检查)在齐礼阎东街一家名

为郑洛综合批发零售的超市内!执法

人员查处了大量的黑心棉制品)

该超市门口摆放的样品内全是

好棉絮!然而超市内的被子+枕头+

褥子等棉制品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执法人员随意撕开一床被子! 只见

开口处的棉絮都还洁白! 越往里越

脏! 不几下掏出的已经全是黑污的

棉絮!这些棉絮用手一捻便成了$头

发碴&状) 执法人员又拿起一件棉大

衣拆开一看!里面的棉絮全是黑的!

夹杂着碎布头+破纱布和各色丝线!

用手轻轻一抖!棉絮七零八散!粉尘

四处飞舞!围观群众赶紧捂鼻子)

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 该超市

女老板声称东西是自己用的! 不外

卖) 当执法人员依法查扣这批劣质

棉制品时!从超市内冲出一位老人!

躺在这些棉制品上! 不让任何人搬

动) 无奈!执法人员只得拨打
!!"

!

最后在民警的协助下! 才把这些黑

心棉制品查扣)

看到执法人员来检查! 一位围

观的妇女说#$前几天我给上大学的

儿子买了一床棉被!结果一使用!孩

子浑身发痒! 拆开一看里面全是黑

心棉)这些东西真是害死人!就该好

好地查一下) &

执法人员说!这些黑心棉!都是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纺织厂的下脚料+

已用医用棉+工业废棉制成的!根本

不符合国家标准用棉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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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衣内满是黑乎乎的烂棉絮

黑心棉的主要危害在于短棉絮

超标和原料中掺杂工业废料!短棉絮

是指长度不超过
!)

毫米的纤维棉"

由于其体积小#重量轻"极易穿透棉

产品的面料飘浮于空气中"被人体吸

入后可能诱发哮喘#呼吸道疾病等!

而工业废料是指纺织厂# 制衣

厂在生产过程中用剩的下脚料"还有

用旧衣服#用过的棉胎等生活垃圾加

工出来的$再生棉絮%等!这些工业废

料一般都经过氯等化学物质的漂白"

但是未经严格消毒"很容易成为细菌

的$温床%"同时会对人的皮肤产生刺

激"轻则出现红色斑点"感觉瘙痒"重

则会导致牛皮癣等皮肤顽疾"甚至产

生中毒反应!

黑心棉的危害

停车忘拉手刹

*溜+走 元钱!***

工商部门查获黑心棉制品销售窝点

!

小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