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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10月21日电（记者黄
筱 齐琪 白佳丽）徒手正骨可以瘦脸、
增高、治颈椎病……一些美容院、足道
店、推拿馆等纷纷推出正骨项目，并打
出“不打针、不开刀”提升颜值等诱人
广告。

记者调查发现，正骨原本属于中
医治疗手段，需要专业医师操作，但很
多美容院、推拿馆的从业者并不具备
相应的专业能力，有的仅仅参加短期
培训就上岗了，而不当正骨容易给消
费者的健康带来损害。

正骨颇为流行正骨颇为流行，，价格从百余元价格从百余元
到千元不等到千元不等

记者近日来到位于杭州市武林门
附近一家有正骨项目的理疗馆，店里
关于正骨的项目包括腰胸颈不同部位
调理三选一，30分钟的价格为288元。

正骨师是一位自称姓徐的中年男
性。记者询问其是否有正骨师资质时，
他说：“正骨算是中医里的行当，基本
上都是师带徒，我的老师是省级中医
院的老师傅，我跟他学了十多年。”他
还表示，跟很多中医馆、中医院的正骨
师都很熟，大家的手法都差不多，“只
不过我没有医院的品牌背书罢了，好
多来我这儿的都是大医院看过没效果
才来的。”

这家店的店员反复对记者说：“对
于改善白领、伏案族的颈椎问题，徐师
傅做一次正骨就有效果。”店员还说，
高手在民间，真正厉害的正骨师并不
用经过系统培训，靠的是老客户口碑。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美容院的
正骨项目中，海外舶来的“小颜整骨”是
力荐项目。所谓“小颜整骨”，是通过手
部力量对面部进行按摩。一些机构均称
以此可调整颧骨、下颌骨、鼻骨，达到瘦
脸、提升颜值的效果，优点是“不打针、
不开刀、不伤皮肤”。

记者调查发现，正骨几乎成了当
下一些美容院、足道店、推拿馆的“标
配”。在某点评软件上搜索“正骨”一
词，弹出的提供相关服务的机构，在各
个城市都有数百家，项目繁多，价格从
百余元到千元不等，大多宣称可以“治
疗颈椎病”“治疗腰椎间盘突出”，达到

“体态调理”“形体改善”等疗效。
在某视频网站搜索“正骨”，体验、

探店的视频有上千个。视频中，正骨师
操作下，顾客关节不时发出“咔咔”声
响，不少人表情夸张，连称“酸爽”。

另外，社交软件上不少人晒出正
骨体验前后的对比照，宣称“改善了驼
背问题”“效果立竿见影”“身高都变高
了”。

一掰解千愁一掰解千愁？？不当正骨后果很不当正骨后果很
严重严重！！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针灸推拿科主
任韩知忖介绍，“正骨”一词最早出现
在清代《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将
正骨手法总结为摸、接、端、提、按、摩、
推、拿八大法。其中，包含了很多脱臼、
闭合型骨折的复位方法。脊柱轻度错
位、骨盆前倾、轻度脊柱侧弯等可以通
过正骨改善。而整骨医学强调整体观
指导下，通过手法激活人体自愈力，纠
正人体结构障碍获得功能恢复。

“正骨和整骨本质上都是医疗手
段，需要对患者情况详细评估后，由有
资质、经验的专业医师进行操作。”韩
知忖说。

据了解，是否确需正骨，要通过望
诊、触诊、叩诊、听诊和实验室检验、影
像学检查等方能判断，有些病不适合
用正骨。例如，严重的腰颈椎间盘突
出，如果压迫到脊髓，并不适合做正
骨，需要开刀处理。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正骨手法不当可能令颈椎脱位、神
经损伤，其中严重的神经损伤是不可
逆的。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美容院、足道
店、推拿馆的所谓“正骨师”，并不具备
相关资质。而且，他们在正骨前往往不

会做任何检查，手法简单粗暴。
“90 后”王鹏因长期久坐腰部不

适，到一家理疗店做正骨。“没想到做
完后更加疼痛。到医院检查发现属于
严重腰椎间盘突出，正骨加重了病
情。”王鹏说。

有消费者称接受了“拔脖子正
骨”，治疗后轻轻一动，脖子就咯咯作
响，并伴有手麻、脸麻、胸闷、眼睛刺痛
等异样症状。为此，他辞掉工作休养了
半年，并辗转五六家医院的骨科、神经
科诊疗，最终都没找到解决后遗症的
办法。

一名消费者分享了颈椎矫正经
历，称出现了短暂休克，“十分后怕
……再也不会做正骨了”。

一名消费者称，实际体验了一番
正骨，发现腰部疼痛的症状更加严重，

“坐立难安……折磨到心态崩溃！”
受访专家介绍，正骨治疗手段不

规范，颈椎偏移的可能性极大。偏移后
的颈椎可能压迫到周围的神经及血
管，严重时会影响大脑供氧，因而容易
出现头晕、头疼、呕吐甚至昏厥、休克
等。

记者调查发现，推拿店或者美容
院提供的正骨项目概念含糊、效果夸
大，值得警惕。杭州一家推拿店服务员
称“高低肩、长短腿、大小脸”等问题都
可以通过正骨来解决，“师傅一摸就知
道，效果立竿见影。”当记者进一步询问
正骨师资质时对方却含糊带过，并坚称
是“专门请的多年经验的师傅”“都是
回头客，放心到店消费。”

一家正骨机构的医师告诉记者，
一般按摩师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培训就
可以上岗。“按摩师掰出骨骼‘咔咔’的
响声，唬住了消费者。其实这种手法稍
加培训都可以实现，根本不是正骨，
标、本都治不了。”

北京的王甜最近去了一家“网评
不错”的“小颜整骨”店。“店员说我的
颧骨高、左右脸不对称，整骨后可以改
善。我问技师有没有资格证书，但被敷
衍过去了。”她说。

王甜告诉记者，经测量，整骨后面
部是变小了，但脸上感到有些疼痛。回
家之后，疼痛一直没有消失。“尤其是
被按过的额头疼痛难忍。当时心想可
能睡一觉就好了，但是第二天起来疼
痛加剧，刷牙时发现有点咬合无力。”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看到数十起与
正骨相关的投诉。一名消费者今年1月
投诉厦门市湖里区的一家美容店的正
骨项目夸大效果、价格虚高、过度营销。

不能把正骨作为日常保健项目不能把正骨作为日常保健项目

“不论是传统中医的正骨，还是海
外舶来的正骨，都是人为徒手操作的，
其中必然会有一定的风险性。”天津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伤科主任王
平提到，正骨有标准的流程和规范，操
作人员必须经过相应培训才能保证安
全。

天津体育学院社会体育与健康科
学学院外聘教师陈尔昆表示，正骨这
个行业目前国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
没有统一的执业执照。

韩知忖表示，在正规医疗机构里，
医学院校毕业获得执业医师执照后，
经过三年规范化培训的相应学科比如
中医推拿科、中医骨伤科、康复医学科
等的医生，方能做一些正骨治疗。

多位专家提到，不是所有的颈腰
椎问题都适合正骨，不能把正骨作为
一个日常保健项目。如果确有需要，应
到正规医疗机构找专业医师进行正骨
治疗，尽量规避风险；若轻度错位、倾
斜、侧弯等问题得到改善，就不宜继续
接受正骨治疗。

对于有消费者说正骨后身高确实
高了一两厘米，专家表示，这种增高其
实是一过性的，肌腱、韧带、骨骼状态
不是短时间可以改变的，正骨增高、瘦
脸长期坚持可能有一定效果，但极为
有限，不能盲目相信商家宣传。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记者范思翔 闫起磊）西柏坡，
一个永载党史的精神地标。

70 多年前，新中国从这里
走来——1948年5月至1949年
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
西柏坡办公，描绘新中国的宏
伟蓝图，这里成为党中央解放
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
所”。

70 多年后，“赶考”之路仍
在继续——“全党同志要不断
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
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
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时空
回响的西柏坡精神，激励我们
昂首阔步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新征程上。

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

全会在西柏坡召开。
一座长条形的土坯房，就

是当年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
会场虽简陋，精神却不朽。

面对党的工作重心将由乡
村转移到城市等新的历史条
件，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两个务
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
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
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
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永远务必。短
短 40 字，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
使命的凝练注脚。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毛
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

“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
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
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
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
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
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
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
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
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
深远。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百年前，我们党诞生于内

忧外患的旧中国。谦虚谨慎、艰
苦奋斗，我们党一路走来，团结
带领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
种风险挑战艰难险阻，不断从
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时代在变换，精神的力量
永远激荡人心。孕育于红色沃
土上的西柏坡精神，如警钟、似
重鼓，不断引领、激励着一代代
中国共产党人永葆光荣传统、

秉持理想信念，砥砺奋斗、永远
向前。

“生在解放区，长在新中
国，奋斗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安享晚年在新时代。”今年76岁
的老党员闫青海是西柏坡有名
的义务讲解员。闫青海说，他经
历了中国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虽然
年纪大了，但他“一辈子都不想
犯懒”，还要发挥一名老党员的
余热，坚持宣传西柏坡精神。

革命精神，观照当下，启迪
未来。

今后，无论我们的事业发
展到哪一步，取得多大的成就，
重温西柏坡精神，总能为我们
提供精神的支撑、信仰的坚守、
理想的执着，让我们不断迈向
胜利。

永不褪色的人民情怀永不褪色的人民情怀
在西柏坡纪念馆，几张黑

白图片记录着历史。
1947 年，中共中央工作委

员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
作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
纲》。“耕者有其田”，点燃了中
国人民“翻身立家”的热望。大
纲公布后，解放区迅速形成土
地改革热潮，这为我们党领导
人民夺取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
坚实物质力量和群众基础。

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
初，就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
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
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
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在纪念馆里的一辆手推独轮车
前，讲解员唱起这首战争年代
广为传唱的民谣。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
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
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
划出来的；热火朝天的社会主
义建设，是老百姓撸起袖子干
出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伟业，
是亿万人民满怀热血与激情创
造出来的……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
站稳人民立场，赢得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衷心支持；100 年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初心使命的
担当，不断密切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西柏坡九月会议旧址召开县
乡村干部、老党员和群众代表
座谈会时表示，每来一次，都能
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
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
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

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到党史学习教育，我们党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
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是一以贯之
的传承。

脱贫攻坚，1800 多名党员
牺牲在扶贫第一线；抗击疫情，
4.2 万余名医护人员逆行出征，
牺牲医护人员中党员占 70%以
上……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
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
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
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凝聚起战胜一
切艰难险阻的磅礴伟力。

新征程上再新征程上再““赶考赶考””
1949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

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
平进发。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
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

“赶考”去。周恩来说，我们应当
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
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
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
个好成绩。

历史证明：在进京“赶考”
后 70 多年时间里，我们党在大
考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今天，我
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
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但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
束。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共
同富裕……今天，我们党团结
带领人民继续走在“赶考”路
上。

“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是一
部团结带领人民为美好生活共
同奋斗的历史，西柏坡的干部
群众对此体会更深。”今年春节
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
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全体党
员，把乡亲们更好团结凝聚起
来，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这些年，我们改善了村容
村貌，实现了脱贫摘帽，但要实
现乡村振兴，还要加快融入西
柏坡红色旅游和发展山地特色
生态农业观光旅游。”说起今后
村子的发展计划，西柏坡镇北
庄村党支部书记封红卷思路清
晰。如今，西柏坡广大干部群众
正立足当下、奋发有为，以“赶
考”的精神书写新时代答卷。

“赶考”不止步，奋斗不停
歇。

曾经，从这里出发，一个崭
新的中国向着世界昂首走来；
如今，从这里再出发，中国共产
党人继续前进，赓续西柏坡精
神，踌躇满志谱写新篇章。

美容院推拿馆的正骨靠谱吗
艰苦奋斗艰苦奋斗 一心为民一心为民

——西柏坡精神述评

99月月22日拍摄的河北省平山县北庄村日拍摄的河北省平山县北庄村（（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