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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乳腺癌的“致命要害”

许多乳腺癌都是用化疗和放疗进行治疗，这会杀死癌细胞。
然而，一些乳腺癌细胞能够从这种损失中恢复过来，继续生长，
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这是许多乳腺癌患者不治身亡的主要
原因。最近，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一个领先研究团队发现，乳腺
癌细胞中大量存在两种蛋白质，当去除后，癌细胞将停止生长。

“我们迫切需要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阻止所有癌细胞的脚步，
并确保它们在治疗后不能找到一种方法来存活。”研究者说。

可可根根据据脉脉象象制制定定养养生生方方案案

冬冬补补膏膏方方 补补虚虚疗疗疾疾
山东省中医院教授 博导 赵泉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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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钢

号脉可“防疾病于未然”

除了诊断病情，在中医
专家看来，脉诊更能做到“防
疾病于未然”，指导人们制定
适合 自 己 的 工 作 和 生 活 模
式。

齐向华说，现代许多疾病
与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
具有密切的关系，如高血压、糖
尿病等与饮食结构、体力活动
有关；肿瘤类疾患与心理情志
有密切的关系。

脉象具有评定疾病前期机
体内环境紊乱的作用，能够及
时发现一些疾病的基础因素，
以此为根据从而及早采取相应
的措施，切断疾病的发生过程，
防止疾病的发生。

齐向华举例说，许多躯体
疾病在发病前就会表现出相应
的脉象特征，如脉搏“长”“刚”
者为患高血压的前兆；脉内容
物“稠”，表明患者有高脂血症
的倾向，这是因为若血脂增高，
血液中脂质成分增加，血液粘
稠度增加，则脉表现为稠。根据
这些特征就可以追问出患者的
家族性遗传病史。

齐向华说，通过脉诊可以
分辨出不同的体质，进而就可
以制定符合自己的饮食运动方
案。

头条链接

“号脉”也能像做CT一样准

虽然现代化的检查手段
日新月异，齐向华仍然坚信

“号脉”具有自己独特的优
势：“通过脉诊出的脉象，可
以客观地反映疾病的发生、
发展及变化的每个细节和内
在的机制。”

齐向华说，脉诊可以帮
助诊脉者分辨患者的阴阳、
体质、个性等，例如个性急躁
则脉疾数，脉搏来驶去怠。齐
向华以自己常碰到的失眠患
者为例说，通过这种脉诊分
辨出患者的个性，就有助于

找到患者失眠的原因，然后
对因治疗。

脉诊除了传统的优势，
其实也可以做到精确辨别
病变的位置、大小等。齐向
华分析，不同的致病因素侵
袭人体的不同部位，引起不
同的病证。一般来说，外邪
多侵袭人体之表，引起表
证，然后由表入里；情志内
伤，饮食不节、劳逸失度则
易直接损伤脏腑精气，病变
在里。

不同的致病因素作用人

体后，首先会导致机体整体
功能状态的紊乱，然后会在
一定部位突出显现，如脏腑、
经络、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以
及气血津液等。通过不同的
脉象，脉诊者可以找到确切
的病位，甚至像肿瘤的大小
都能诊断出来。

据悉，当代的脉诊研究
者已经把传统脉诊进行了深
化，将定位推向了微观脉法，
对解剖脏器组织定位更为准
确。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脉

学研究所金伟开创的“金氏
脉学”，甚至被描述为“号脉
如做全身CT一般”。1998年，
在德国举行的中西医学术研
讨会上，美国生物医学工程
学会主席、国际流变学学会
副主席Y.C.Hung教授对脉诊
表示轻蔑。金伟为其号脉后，
提醒他去医院做检查，因为
他的左肾上有个2cm×3cm

的纤维瘤。这是该专家之前
自己都不知道的信息，经验
证确凿，引起他的巨大震
惊。

随着秋天最后一个节
气——— 霜降的到来，秋天也
要结束了，四季轮回到了冬
季。冬季气候寒冷、万物凋
零，自然界的动植物也进入
蛰伏状态。顺应“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的四季特点，人
体也进入了代谢缓慢、能量
储存的阶段，此谓“冬藏”。

冬季是一年中进补的最
佳时节，此时进补，有利于把
精华物质储存体内，从而增
强机体的抗病能力。故民谚
有“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
痛”之说。

传统医学在防治疾病和
养生保健中有独特魅力，膏
方更是突出体现了传统医学
的文化和精华。膏方多为调
补之剂，有补虚扶弱、延年益
寿、防病治病的功效，在江浙
沪一带最为盛行，近年来在

北方地区也日益受欢迎。
膏方通常是由专业医生

根据病人的体质、疾病性质，
按照君臣佐使原则，选择单
味药或多味药配合组成方
剂，并将方中的中药饮片经
多次煎煮，滤汁去渣，加热浓
缩，再加入某些辅料，如红
糖、冰糖、蜂蜜等收膏，而制
成的一种比较稠厚的半流质
或半固体制剂。

膏方的适用人群很广
泛，可根据男、女、老、幼不同
年龄阶段的生理特点进行辨
证调补。主要适用于慢性病
人、亚健康人群、病久体弱
者，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
病、气管炎等慢性疾病。大病
后、产后、手术后、放化疗后
的病人也可用膏方调养滋
补。中医在配制膏方时，通过
辨其虚实，论其体质，损其有

余，补其不足，以调和气血、
平衡阴阳，进而达到防病治
病、强身健体之效。

膏方调补四季皆宜，以冬
季最佳。“冬三月，此谓闭藏”，
按“天人合一”理论，冬季是及
时进补、最为易补得进的大好
时机，最佳时间是以冬至起五
十天，即头九到六九这段时间
左右。冬季内服滋补膏方，强
壮身体，民间有“冬令进补，春
来打虎”的俗语。

膏方宜每天早晚服用，
初次服用从半调羹开始，一
周后逐增至一调羹，一天两
次，开水冲服。

膏方不单纯是“补”，也
是一项综合治疗方案。我曾
经接诊过一位男性患者，七
十八岁，被诊断为“风湿性关
节炎”，关节酸痛十余年，夏
季皮肤常有红斑，红肿热痛，

经久不愈。舌头颜色淡，舌苔
薄且白，切脉发现脉象细弱。
证属痛痹，所以，我以祛风化
湿、补肾通络的膏方为其调
理。

膏 方 中 包 含 熟 地 黄
300g、赤白芍各200g、当归
180g、川芎180g、桑寄生300g、
杜仲300g、狗脊150g、续断
150g、伸筋草200g、木瓜200g、
威灵仙180g、鸡血藤200g、党
参180g、炒白术180g、茯苓
150g、红花120g、桃仁90g、炙
甘草60g，辅以阿胶200g、鹿
角胶200g制成膏剂。每日早
晚冲服，服用一冬季后，关节
酸痛等症状明显减轻了。

当下正是膏方调理的好
时节，若想要膏方进补的人
群，可找有经验的中医师因
人而异地辨证选药配方，凭
医师的处方定制膏方。

尽管“号脉”拥有许多独特优
势，但现在会“号脉”的专家却并
不多。

齐向华表示，纵览当前国内
外脉诊的应用状况，能够真正掌
握并应用这项技术的医者甚少，
这门前后传承两千年的技术正处
于濒临失传的窘境。相信很多患
者也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到中医
院就诊，能通过脉诊确定病情的
专家越来越少。

“其实，号脉是项技能，中医
最基本的技能，并不神秘，更不玄
奥，通过一定的训练，一般人都能
掌握。”齐向华说，但是由于古书
里对各种脉象的描述，多是文学
化的语言，缺少客观性的描述，这
为传承带来了困难。

更让中医专家们感到痛心的
是，如今中医从业人员素质参差
不齐，甚至是鱼龙混杂，社会上有
不少人打着中医的旗号，损害了
中医的权威。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中
医脉诊的好处，如今，齐向华正尝
试用现代技术解读这部人体的交
响巨著。

脉搏已经可以通过仪器、压
力传感器、血流B超等现代仪器
部分读取不同频率的谐振波，并
感受到不同的特征。“我们正在对
脉象进行客观化研究，以期把脉
诊这项瑰宝更好地传承下去。”

北京军区总医院等机构的研
究资料也显示，脉诊的现代化研
究主要集中在脉象的客观化描述
上，是在脉象仪描记出的脉图基
础上，通过对脉图的系统分析、定
型与鉴别 ,及脉图的生理病理机
制的探讨，结合诊脉经验丰富的
中医指感诊断，进行特征参数分
析，以寻求脉象的客观化判断标
准。

现在，齐向华总结的简约化
脉象，已经非常易于掌握、接受、
普及和推广。下一步他所在的山
东中医药大学脉学研究中心将进
一步进行脉学客观化研究。在齐
向华心中有个美好的愿望，那就
是公众都能了解脉诊，应用脉诊，
甚至可以做到“自己摸明白”的程
度，以便让脉诊成为公众自身保
健的基本技能。

本报记者 李钢

让公众了解脉诊

“自己摸明白”

阳虚质 阴虚质

脉象
当手指下压脉管，脉搏反作用

于手指无力（弱），且指下感觉寒凉
（寒），即为阳虚。

当手指下压脉管，指下感觉有明显
热感（热），左尺脉枯涩感（枯）即为阴虚。

总体特征
阳气不足，以畏寒怕冷、手足不

温等虚寒表现为主要特征。
阴液亏少，以口燥咽干、手足心

热等虚热表现为主要特征。

形体特征 肌肉松软不实。 体形偏瘦。

常见表现
平素畏冷，手足不温，喜热饮

食，精神不振，舌淡胖嫩，脉沉迟。
手足心热，口燥咽干，鼻微干，喜

冷饮，大便干燥，舌红少津，脉细数。

发病倾向
易患痰饮、肿胀、泄泻等病 ;感

邪易从寒化。
易患虚劳、失精、不寐等病 ;感邪

易从热化。

对外界环境
适应能力

耐夏不耐冬;易感风、寒、湿邪。 耐冬不耐夏;不耐受暑、热、燥邪。

环境起居
调摄

冬避寒就温，春夏培补阳气，多日
光浴。夏不露宿室外，眠不直吹电扇，
避免在树荫、水亭及风大的过道久停，
注重足、背部及丹田部位的保暖。

夏应避暑，多去海边高山。秋冬
要养阴。居室应安静。不熬夜，不剧烈
运动，不在高温下工作。

体育锻炼
动则生阳，体育锻炼天天1至2

次。宜舒缓柔和，如散步、慢跑、太极
拳、五禽戏、八段锦等。

宜选动静结合项目，如太极拳、
八段锦等。控制出汗量，及时补水。

精神调适
这类人常情绪不佳，肝阳虚者

善恐、心阳虚者善悲。应保持沉静内
敛，消除不良情绪。

循《内经》“恬澹虚无”、“精神内
守”之法，养成冷静沉着的习惯。对非
原则性问题，少与人争，少参加争胜
败的文娱活动。

饮食调理

宜食温阳食品如羊肉、狗肉、鹿
肉、鸡肉，少吃西瓜等生冷食物。“春
夏养阳”，夏日三伏每伏食附子粥或
羊肉附子汤一次。平时可用当归生
姜羊肉汤、韭菜炒胡桃仁。

多食梨、百合、银耳、木瓜、菠菜、
无花果、冰糖、茼蒿等甘凉滋润食物，
喝沙参粥、百合粥、枸杞粥、桑葚粥、
山药粥。少吃葱、姜、蒜、椒等辛辣燥
烈品。

不同体质人群的养生方案

省医师协会

综合介入医师分会成立

10月19日，山东省医师协会
综合介入医师分会在济南成立，
来自全省各地的200余名医师参
会。分会的成立将为介入医师搭
建发展交流的平台，提高山东省
综合介入诊疗的规范化水平。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介入医学
科主任李玉亮当选为分会第一届
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斌 王厚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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