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晓辉：
多年义诊，让30余万人次受益

因为操作简便， 每次治疗只用一根针， 而且见效快， 他被患者
亲切称为 “王一针”； 他从医28年， 患者年龄跨度大， 从出生六七个
月的婴儿， 到90多岁的老人， 从早到晚， 每天至少要接诊100多位患
者； 他多次出去义诊， 其中一家老家公寓， 一坚持就是10余年， 光
义诊， 就有30余万人次受益； 他曾荣获第二十五届北京青年五四奖
章， 他就是北京悬壶平衡针灸研究院副院长———王晓辉。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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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病人组团来扎针

“医生， 我左腿疼死了！” “没事
没事， 跟我说说你的腿是怎么回事？”

近日一天下午， 记者刚走进诊室
见到王晓辉， 就看到一位坐在轮椅上
的老妇人神 情 悲 伤 地 对 王 晓 辉 说 ，
因为疼痛， 老妇人的眉头时不时就皱
一下。

“妈， 你别难过， 王医生给你扎过
针后， 就到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旁边
一位背双肩包、 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
小伙子， 按了按老妇人的背， 亲切地
说。 小伙子是朋友来扎过针后效果好
推荐他来的。

坐在轮椅上的老妇人家在河北唐
山， 之前得过乳腺癌， 做过手术基本
恢复了。 今年7月份跳广场舞时扭伤了
左腿， 后来骑自行车一不小心， 腿伤
严重了， 一爬楼梯， 左腿就打哆嗦。

很快， 王医生拿出细长的针 ， 在
老妇人的右肩上扎了1针。 老妇人说：
咦， 没刚才那么疼了。 “你多来几次，
效果肯定更好。” 王医生笑着安慰她。

把老妇人送走后， 诊室的病床上
已经又坐了六七个病人， 有头发花白
的老人， 有年轻的姑娘、 小伙子， 有
中年男女， 甚至还有小孩子。 很多人
笑着跟王晓辉打招呼， 听语气都是常
来的病人 。 有一个脖子扭伤的年轻
姑娘一脸沉重走了进来， 王晓辉一针
下去， 她很快笑着说： 好神奇！ 脖子
不疼了！ “神奇” “神针” 之类的词
频繁地出现在扎完针准备离开的病人
口中。

每天王晓辉都要接诊 100多位病
人， 很多病人都是从全国各地慕名而
来， 还有一家子人、 一单位人组团扎
针的。

每次治疗只用一根针

王晓辉是平衡针灸的第一代传人，
它是由王晓辉的伯父王文远教授在常

年的医疗实践中摸索创立的 ， 它的
“上病下治， 左病右治” 的治疗思路也
突破了大众对传统针灸的认识。

有一个患者膝关节疼 ， 王晓辉给
他扎了对策上臂的穴位， 结果患者一
直在提醒自己是腿疼。 其实， 这个就
是平衡针远端取穴， 上病下治左病右
治的特点。

平衡针与传统中医的针一样 ， 直
接刺到神经上。 平衡针的穴位叫靶点，
穴位都在头面部和肘膝关节以下， 胸
背部没有， 很安全。 数量少， 一共38
个穴位， 常用的只有二十来个， 而传
统中医要四百多个穴位。 基本上一个
症状选用一个穴位， 大部分是远端取
穴。 例如， 头痛穴在脚上， 腰痛穴在
头上， 都距离比较远。

出生于中医世家的王晓辉从小跟
随伯父学习传统的中医针灸， 后来从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毕业以后， 他
就一直跟随着伯父从事平衡针灸临床
与理论的研究。 他说， 平衡针有几个
优势 ， 一个是治疗时间短 ， 选穴少 ，
再一个就是见效快。 后来义诊的时候
又发现， 平衡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为很多人治疗， 不需要裸露太多的地
方， 有个凳子就成。 还有一个区别就
是三快针法， 进针快， 出针快， 见效
快。 一般每次治疗时间， 一个穴位针
刺的时间就一两秒， 总的治疗时间一
般在一两分钟。

就是因为操作简便 ， 每次治疗只
用一根针， 而且见效快， 王晓辉也被
患者亲切称为 “王一针”。

不仅在国内， 王晓辉还把平衡针
灸带出了国门， 在俄罗斯国立交通大
学举办了平衡针讲座， 引起了不小的
轰动。

莫斯科交通大学校长颈椎有 问
题 ， 扎了平衡针以后症状立刻就轻
了 ， 结果很多人把家人朋友叫来体
验 ， 效果都很好 ， 都说中国的针灸
太神奇了。

多年来坚持做义诊

“你们这里缺志愿者吗 ？ 我会针
灸， 能给老人治病！ 都是免费的！”

王晓辉第一次到朝阳一家老年公
寓开展义诊，只来了七八个老人，这些
老人经过王医生扎针后， 症状轻了，等
第二次义诊时，一下子就来了几十位老
人。后来，来扎针的老人越来越多。

李大妈是老年公寓里王晓辉第一
次义诊接诊的病人之一， 当时的李大
妈刚得了偏瘫， 来到老年公寓没多久，
李大妈只有一个女儿， 因为女儿要上
班， 所以就被送到了老年公寓。 李大
妈像很多生病的老年人一样， 情绪低
沉、 脾气暴躁。

“我是去病床给李大妈扎的针， 当
时李大妈在床上躺着， 说话都不利索，
身体的一侧动不了， 脸色发黄， 看起
来气色、 精神状态都很不好。” 王晓辉
回忆着告诉记者。

“大妈， 你这个病只要坚持针灸，
慢慢就会恢复健康的。” 王晓辉亲切地

对李大妈说。
王晓辉每周都来老年公寓 ， 老年

公寓200多位老人， 王晓辉几乎都给他
们扎过针， 而李大妈每次都参加， 过
了一段时间， 李大妈能坐轮椅了， 慢
慢的， 能扶着墙走路了， 半年后， 李
大妈能自己走到食堂吃饭了！ 这种巨
大的变化让李大妈的精神状态越来越
好， 而王晓辉也打心眼里高兴。 另一
位王大爷， 以前是摄影记者， 退休后
得了偏瘫， 只好坐轮椅， 他坚持让王
晓辉给他扎针， 一年之后， 他就能生
活自理、 正常走路了， 后来就被老伴
和女儿接回了家里。

此外，作为北京青联委员的王晓辉
还利用业余时间经常性参加各种公益
活动，因为平衡针灸简单灵活、见效快，
所以他的治疗很受欢迎。除了去老年公
寓做义诊， 他还经常深入革命老区、偏
远贫困乡村、边防部队做义诊。

“这么多年， 看到越来越多的患者
慢慢恢复健康， 我真的很开心， 这让
我很有成就感。” 王晓辉感慨地说。

冬日的一天下午， 记者来到诊室
见到王晓辉， 当时诊室里有六七位病
人， 王晓辉正在跟病人聊病情、 扎针。
他脸上挂着笑， 脸色红润， 看起来很
年轻， 而来的病人很多都热情跟他打
招呼， 不像想象中那种拘束、 刻板的
医患关系， 更像朋友。 诊室里病人虽
多， 但气氛一直很轻松。 记者想着等
病人走了再采访王医生，没想到，病人
几乎是鱼贯而入。 看着王医生一针针扎
下去，马上这个阿姨腿不疼了，那个大
叔背不疼了，那位老奶奶腰没那么疼了
……有人说是神针， 有人说是仙针，王
主任腼腆笑笑，患者一群接一群， 王医
生一下午都没顾上喝口水。

一下午过去 ， 也没聊上几句 ， 只
好相约下次再采访。 第二次王医生找

了一个不接诊的时间。 因为频繁赶稿
子， 记者腰部右侧、 右侧脚踝隐隐有
些酸疼， 这都是老毛病了， 写稿时间
长了就这样。 说来也不是大病， 但那
种隐约的痛， 实在恼人。 采访完， 记
者说了腰疼的事， 王医生说， 这个简
单， 只见他拿着细长的针， 在记者左
边肩膀和左胳膊上分别扎了几针， 也
就几秒的时间， 还没感觉到痛感， 已
经扎完了。 回去的路上， 记者右腰和
右边脚踝的隐痛便神奇的消失了！

让记者最感动的是 ， 每天接诊那
么多病人， 但王医生脸上总挂着笑容，
他那种亲切、 热情的态度， 让患者如
沐春风。 “白衣天使” 这四个字， 实
在是对王晓辉大夫这样的仁者最高的
褒奖。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