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长和主任和同事在研究病例

河南省郑州市奇暄中医门
诊部白癜风治疗中心主任赵长
和，经过30多年的临床研究，为
上万名白癜风患者打开了健康
与美丽之门。近日，笔者来到位
于郑州市货站街95号的郑州市
奇暄中医门诊部白癜风治疗中
心采访，50多岁的赵主任正在认
真地向患者询问病情。等他诊
疗完毕，谦逊、健谈而博学的赵
主任才慢慢和笔者谈起他研究
白癜风治疗的心路历程。

上千种皮肤病
我们只关注白癜风

中西医结合，首创“黑色素
细胞渗透激活疗法”，独具特色，
能快速治疗白癜风，1-3小时使
白斑区域黑色素细胞成活，短期
内恢复正常肤色，见效快、治疗
费用低、随治随走，是目前国内
外治疗白癜风最有效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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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为更多的患者送去美丽与健康
——记郑州市奇暄中医门诊部白癜风治疗中心主任赵长和

临床探索结硕果
赵长和主任出生在中医世家，自小受家庭

的熏陶，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勤学好
问，手不释卷，幼年时代就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功
底。当他看到周围的人受到白癜风的威胁时，
一种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
感，不断敲击着赵长和的心,他义无反顾地踏上
了征服白癜风的艰辛之旅。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征服
白癜风这个医学难题谈何容易！但赵长和“明
智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倔强的性格使他义无
反顾地在医学海洋里探索，他深知要在医学道
路上有所突破，仅靠祖传治疗经验秘方还远远
不够，要去粗存精，推陈出新，把祖国的传统医
学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他结合多年的临床经
验，遍访名医，取众家之长，查阅大量翔实的医
学资料，结合国内外先进的治疗方案，在千万种
中草药中反复筛选、提炼、实验，对白癜风进行
了更细致、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为了论证出
某些组合药物的特性，找出确切的科学计量和
反应，赵长和曾经以自己的身体为实验标本，内
服外敷一些药品，而这些药品有的还具有一定
的毒性，中毒和昏厥使他的身体深受损害。

天道酬勤，终有所获，四十余载的
执着坚持终于获得了成功。赵长和说：“这
些都蕴含着门诊部同仁的心血和汗水、凝聚着
中医药学精华。”

标本兼治显疗效
多年来，通过对病人随机分组和动物试验

得出结论，赵长和采用的治疗方法具有标本兼
治、治疗疗程短、见效快、无毒副作用且愈后不
易复发的特点，同时，通过数万例患者的验证，
在白癜风治疗领域开辟了一条独特、有效的治
疗途径。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联防路亚太世纪花园
的李华患白癜风多年，四处求医未见疗效，十分
苦恼。后来，经赵主任注射 26 针“消白净注射
液”，就奇迹般地好了。为此，她把自己的电话
13785045730公布出来，愿把自己治好白癜风的
消息告诉更多在受病痛折磨的人。

山 东 省 冠 县 东 古 城 镇 李 女 士（电 话
15098410143），22 岁，患有白癜风，多年求医无
果，心情复杂的李女士对家人说：“都说我这病
是不治之症，难道真的没救了吗？”后慕名求诊，
经赵主任治疗后，白斑逐渐消失了。李女士变
得自信起来了。

全心治病 帽子口罩没啥用
2013年8月的一天，24岁的杨付周走进

郑州市奇暄中医门诊部白癜风治疗中心，小
杨是山东省阳谷县西胡乡白庙村人。小杨
长檐帽子、墨镜，大幅口罩几乎将整个脸都
包裹起来，举止腼腆，木然地坐在凳子上。

“这么热的天，把孩子的面部包得这么
严实干啥？”治疗中心主任赵长和问孩子的
父亲。

“孩子执意把自己弄成这样。”“患有白
癜风怕啥，来我这儿了，就全心治病，墨镜口
罩这些‘装备’没啥用！”赵主任果断地说。

“这能行吗？”患者的父亲满腹怀疑，但
为了孩子的健康、家庭的幸福，决定接受诊
断治疗。

42 天后，奇迹出现了，孩子脸上的肤色
光洁润泽，恢复了正常。

详解“白斑”危与害
据赵主任介绍，白癜风，民间又称花皮

病，是一种在各种内外因素的激发下形成的
后天性黑色素缺失性皮肤病，具体临床表现
为：原本正常的皮肤表面，突然出现界限清
楚、形态各异、大小不等的白斑。患病初期，
外观颜色呈灰白色，患者一般无不适感觉，
有少数患者的白斑处有瘙痒感，随病情发
展，白斑颜色由灰白变为浅白，有光泽，逐渐
扩大或在其他部位再生，经日光暴晒后，白
斑出现潮红、疼痛、瘙痒甚至出现水泡。病
情后期，患处颜色由浅白转为瓷白、雪白，白
斑在身体各个部位肆意再生、扩展，身体的
毛发亦可变白，给患者带来肉体上的痛苦和
精神上的折磨。

白癜风可发生在任何年龄人群，多发于
青壮年。近年来，白癜风的发病率有增无
减，治疗方法也层出不穷，但结果却常常让
人失望。治疗中用药不当、最佳治疗时机被
耽误，都会导致对皮肤的损害加重。

行医济世惠四方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

始到金”。大胆创新和努力拼搏
的精神，让赵长和成功了。正是
这种精神，使他的事业得以辉煌，
全国各大新闻媒体对赵主任作了
翔实的报道。面对社会各界的赞
誉和好评，赵长和并没有沉浸在
掌声和鲜花之中，反而把这诸多
的成绩和荣誉看得很淡，而是凭
着高尚的医德、顽强拼搏的精神、
精益求精的技术、独具特效的良
药在任重道远的从医征程上迈出
更稳健、更坚实的步伐，愿为更多
的患者送去美丽与健康。

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教
师陈伟杰康复后在赠送给赵主任
的锦旗上写道：“赵氏神针天下
传，长风破浪何惧难。和而不同
显绝技，行医济世乃圣贤。”

（大庆/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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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区检察院承办该案的检察官审查后认
为，2013年 6月 16日陈某入院被诊断为左耳外伤
性新鲜耳膜穿孔，7月5日出院。7月24日，有关专
家对陈某左耳损伤情况进行会诊，得出陈某左耳
外伤性耳膜穿孔已痊愈的结论。依据2014年1月
1日开始执行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陈某的
伤势于6周内痊愈，属轻微伤。

承办检察官的意见，也得到了该院技术科法
医的肯定。经过研究，该院将此案退回鹤壁市公
安局红旗分局补充侦查，重新对陈某伤情作出鉴
定。重新鉴定认为，依据2014年1月1日正式执行
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规定，外伤性耳膜穿
孔是否构成轻伤应视愈合时间判断，6周不能自行
愈合属于轻伤二级，6 周能自行愈合属于轻微
伤。 所以陈某的伤情为轻微伤。因此，山城区检
察院遂建议鹤壁市公安局红旗分局撤销案件。
2014年 3月 31日，鹤壁市公安局红旗分局撤销了
该案。（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赵宝仓 何芳莉李颖）

两年前，卢某分别从朋友韩
某、张某等人手中借了 2万元用
于经商，约定一年之内还款。然
而，一年之后，卢某总是以各种
理由为托词，迟迟不还借款。

2013 年 6 月 15 日，韩某、张
某相约到卢某家要债。当日，
卢某家仅有其妻子陈某在家。
因言语不合，陈某与韩某、张某
发生争吵，继而发生厮打，张某
一怒之下，打了陈某两耳光。
陈某顿感左耳嗡嗡响、疼痛，随
即拨打 110 报案。 当日，鹤壁
市公安局红旗分局立案侦查。
7 月 24 日，经技术鉴定，陈某左
耳损伤为外伤性新鲜耳膜穿
孔，已构成轻伤。12 月 15 日，
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
韩某和张某移送山城区检察院
审查起诉。

男子为泄愤 报假警19次被拘留

男子报警称自己在
郑州郊区将其姐夫杀害，民

警多方调查，最终找到了该男子。
可该男子并没有杀人，原来46岁的
王某是为了发泄对其姐夫的不满，

编造自己杀人的虚假警情。近
日，王某因涉嫌谎报案情

被警方行政拘留。

身边的事儿

4月 10日 7时 26分，平顶山市公安
局指挥中心接到一男子报警称：自己目
前在郑州，因与其姐夫有仇，在郑州郊
区将其姐夫杀害。接警人员询问其所
在具体位置，报警人却挂断了电话，随
后电话无法接通。

接此警情后，110 接警人员不敢有
丝毫懈怠，立即汇报值班局领导，并指
令刑侦等部门展开侦查，汇报到省公安
厅指挥中心，通报郑州市公安局。

14时 50分，侦查人员反馈，该男子
4月份以来未去过郑州，一直在平顶山
市建设路附近活动，初步判断为假警。
同时，指挥中心经查询了解到，该人自
今年以来拨打 110报警 19次，多数为骚
扰电话和无效警情。指挥中心指令建
设路派出所排查，必须见到报警人。

接到指令后，建设路派出所分3组警
力对辖区展开拉网式排查。经多方查
找，于当日19时，锁定了一个两层楼的小
院。为了周围群众的安全，民警悄悄将
院内9个房间内的群众疏散，然后将王某
所在的房间包围。民警破门而入，将正
在床上酣睡的王某迅速控制。

经讯问，46 岁的王某对自己报假警
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王某称，4 月 10
日凌晨 3 时许，其在平顶山一烧烤夜市
摊上干完活后拿了一瓶客人喝剩的白
酒（约 8 两），回到住处后将酒喝完。酒
后，想起其姐夫对他不好，他回家向父
母要钱时，其姐姐和姐夫不同意。王某
当时很生气，就用手机拨打 110称“我把
俺姐夫杀了”，说完便挂掉电话开始睡
觉，直到民警找到熟睡的他，才知道闯
了大祸。

结果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
定，警方依法作出了对王某行政拘留7日
并处200元罚款的处罚。

平顶山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民警表
示，110 是公共资源，请不要恶意占用。
报假警行为浪费了社会资源，干扰了正
常的警务工作。平顶山警方提醒广大市
民，报警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可谎报警
情，否则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董亚东）

因债务纠纷发生
冲突，将他人打成耳膜穿孔，

经法医鉴定，被害人之损伤构成
轻伤。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审查
后认为，依据2014年1月1日正式
执行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
准》，被害人的损伤构不成轻伤。

日前，该院建议公安机关
撤销了案件。

身边的事儿

结果

耳膜穿孔 不一定构成轻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