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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常见疾病，但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可控、可
治甚至可治愈的慢性疾病。 目前，治疗恶性肿瘤有西医药、中医药（包括中西医结合）等医学手段。
相对而言，西医药在根除或减少肿瘤病灶方面优势突出；而中医药在辅助西医药发挥增效与减毒作
用，在改善中晚期肿瘤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存质量、稳定肿瘤病灶方面优势更加明显。 为更好地
让读者深入了解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的理念、方法、特色、优势、用药特点以及医患共同关注的问
题，邀请中医肿瘤界知名专家就“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特色与优势”进行了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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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显示，恶性肿瘤已对国民身心健康构成巨
大威胁，但这并不意味无法截治。 对于恶性肿瘤的
定义和认识，２００６ 年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公布了
一个重要共识，即将昔日称为“绝症”的恶性肿瘤定

位为是“可控、可治甚至可以治愈的慢性病”。 的确
如此，随着新化疗药物的不断更新、精准治疗的靶向
药物的问世，以及免疫治疗的推出，恶性肿瘤总体疗
效显著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明显提高，生存期也明显

８
现代中医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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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国，中医药几乎参与
了肿瘤治疗的全过程，无论是在协同增效，降低西药
毒性，还是在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以及中晚期肿瘤患
者“人瘤共存”等方面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围绕中医药抗肿瘤存在着许多议题，

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①主辅问题：西医学治疗恶性
肿瘤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的地

位。 目前，包括中医院在内的多数医院在恶性肿瘤
治疗与疗效评价中，多注重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
（ＮＣＣＮ）发布的各种肿瘤临床实践指南，没有认识
到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的优势，甚至摒弃了中医药
治疗恶性肿瘤特色，或多或少地把中医药治疗恶性
肿瘤降至辅助或配合的地位，过多地追逐肿瘤缓解
率，忽视了患者的生存与症状改善价值。 ②治人和
治病：临床实践证明，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时医者、
患者与药物已结合成为命运共同体。 多数时候中医
药治疗恶性肿瘤并不仅仅强调治病，而更多是强调
治人，尤其是对中晚期肿瘤以及高龄患者更是如此。
“以人为本”，重视患者生命存在的宽度，谋求肿瘤
患者最佳的生存质量。 与现代过度强调肿瘤缓解率
治病模式相比，中医蕴藏着“仁术”医疗精神。 在当
今医疗背景下，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仁术”医疗精
神应当得到发扬与光大。 ③增效与减毒：中药和现
代治疗手段组成的新治疗方案能否增效与减毒是当

今中西医以及患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我们常在临床
听到这样的发问，中药增效是否增毒，减毒是否减
效。 其实，因为中医治病是基于辨证，以增效或者减
毒为目的的治疗，都始终是以患者的症状为靶标，所
以只要症状改善或痊愈，无论从什么角度去评价都
不会对中药增效和减毒产生质疑。 ④疗效评价：针
对目前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特别是疾病中晚期阶
段现状与特点，疗效评价要体现整体疗效，要从单一
评价指标向多元化指标集成转变。 坚持“以人为
本，治病留人”“带瘤生存”等评价理念，加大临床证
候（症状与体征）改善、生存质量提高、生存期延长
等疗效评价指标的权重，更能让患者受益。
利用中医药特色和优势治疗恶性肿瘤是中国也

是全球患者关注的现实问题，亦是中国肿瘤治疗模
式的体现。 为更好地让读者深入了解中医药治疗恶
性肿瘤理念、方法、特色、优势以及医患共同关注的
焦点，我们邀请了中国中医界知名专家就以上方面
进行了讨论，将内容整理如下。
林洪生（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世界中

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会长）：论肺

癌中医药治疗与康复

肺癌的发病率、死亡率均居各大癌症之首，严重
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 肺癌也是治疗难度较高的癌
种，需要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疗。 中医药理论
指导下的辨证论治与西医学治疗手段相结合，是我
国肺癌防治的一大特色。 本人在继承老一辈中医肿
瘤学专家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多年来积累
的临床经验和基础研究成果，以“扶正祛邪”为基
础，建立起“固本清源”的学术思想，指导肺癌的中
医药治疗与康复

［１］ 。
“固本清源”的学术思想，是本人指导肿瘤疾病

临床诊疗的核心思想，贯穿肺癌治疗和康复的始终。
“固本”即“扶正固本”，是指平补气血阴阳，改善肿
瘤患者“虚证”之本；“清源”即“祛邪清源”，是指祛
逐“癌毒”，清逐肿瘤患者“实证”之标。 “固本”与
“清源”在不同治疗阶段随矛盾的主次变化各有侧
重。 在制订肺癌临床治疗策略时，在“固本清源”学
术思想的指导下，突破既往传统经验医学模式，引入
现代循证医学研究方法，建立多学科专家协作组，将
大样本临床研究证据与专家经验相结合，将中医治
疗与西医治疗手段相结合，制订规范的中西医结合
治疗肺癌策略，建立了以“五治”为纲，分阶段论治
肺癌的诊疗体系

［２］ 。
在“固本清源”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本人提出了

中医治疗肿瘤的五大治法，简称“五治”。 分别为帮
助根治术后的无瘤患者预防复发、转移的中医巩固
治疗；在患者放化疗、靶向治疗期间帮助减轻治疗引
起的毒性反应的中医防护治疗；在年高、体弱患者行
西药单药或小剂量联合化疗期间，帮助控制病情进
展的中医加载治疗；放化疗后疾病稳定的带瘤患者
的中医维持治疗；晚期带瘤无法行手术或放化疗的
患者的单纯中医药治疗。 在这几个治疗阶段，肺癌
患者的核心病机各有侧重，“五治”之中，治法和方
药使用各有不同

［３］ 。
肺癌术后无需辅助治疗或已完成辅助治疗的患

者，核心病机主要有两大特征。 一为肺气虚。 由于
刚行手术切除部分肺脏，患者心肺功能受损，所以多
有汗出、气短、气促等肺气虚的临床表现。 并且，手
术导致气血受损，以及对术区血管、淋巴管及周围组
织的损伤，术后多半会出现局部积液、水肿、组织黏
连等术后并发症。 再者为余毒未清。 患者虽行手术
切除了肉眼可见病灶，但仍有微观残留。 因此，这一
阶段，本人以“固本”为主，以固护肺气为主要治法，
辅以清逐余毒，以玉屏风散为底方，加用药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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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具有抗肿瘤活性并兼有利水通络作用的清热解

毒类药物，如龙葵、土茯苓等，一方面帮助患者进行
术后恢复，另一方面有助于抑制微观残留的肿瘤细
胞活性，预防术后复发、转移［４］ 。
放射线被认为属于“热毒”之邪，在杀灭肿瘤细

胞的同时也引起机体照射局部正常组织的损伤，出
现一系列“热毒炽盛”的临床症状，包括黏膜的溃
疡、糜烂，皮肤的红肿热痛、皮疹，甚至溃烂出血等。
热盛伤阴亦会引起口舌咽干以及发热等全身症状。
肺癌患者还有可能出现放射性食管炎、放射性肺炎
等较为严重的并发症，症状表现为干咳、胸闷、气短、
吞咽困难等。 热盛阴伤是核心病机，在放疗阶段的
中医防护治疗，总以清热解毒、养阴润燥为主导，以
沙参麦门冬汤及增液汤加减

［５］
治疗。

本人认为化疗药物是“毒邪”的一种，肿瘤患者
在接受化疗的同时，自身正常组织细胞也会受损，使
机体免疫系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伤。 肺癌患者多用
以铂类为主的化疗方案，多会引起胃肠道和骨髓造
血系统的损伤。 这一阶段，患者多表现为气血不足、
脾胃不和、肝肾阴虚的见证，当以“固本”为主，法当
以益气养血、健脾和胃、滋补肝肾为要，处方常以当
归补血汤合四君子汤及菟丝子、淫羊藿等加减应用。
不主张使用清热解毒、攻逐类药物，建议患者暂停服
用一些以祛邪为主要治则的成药，直至化疗结束，以
免戕伐太过，损伤机体正气［６］ 。
本人认为肺癌靶向药物属风热之邪，长期服用，

热毒蕴内，肺脏外合皮毛，热毒外达，故见靶向药物
相关性皮疹，表现为红斑红疹、皮肤瘙痒。 血热伤
阴，日久则见口干、脱屑。 这一阶段，以祛风清热、固
卫阴精为主要治则，临证常以麦冬、石斛、金银花清
热养阴，白鲜皮、地肤子祛风止痒［７］ 。
对于老年或体力评分状况较差的患者，一般只

能耐受西药单药或小剂量联合化疗。 这一阶段的肺
癌患者，邪盛正亏，无法耐受攻逐，本人以 “固本”为
主补益气血，稍加性平而毒性小的清热解毒类抗肿
瘤药物，如金荞麦、八月札等清逐癌毒，帮助化疗时
控制病情进展。 避免使用大毒大寒之品，祛邪清源
而不伤正气。
对于放化疗后稳定的带瘤患者，治疗主要以控

制肿瘤生长，延缓疾病进展为主要目标。 一方面，这
一阶段的患者已经遭受了多重放化疗、靶向治疗的
损伤，正气虚损；另一方面，肿瘤病灶仍在，邪气与正
气处在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 维持治疗期间，本人
注重两方面的平衡，滋补气阴与祛逐癌毒并重，处方

多予玉屏风散合四君子汤、麦门冬汤，辅以清热解
毒、化痰散结类药物，“固本”与“清源”兼顾。
肺癌患者至晚期阶段，由于经受了多重治疗，因

此正气日损，邪气日盛。 这一阶段，患者已无法从手
术、放化疗、靶向治疗等西医手段中获益，需要凭借
中医药治疗来缓解临床症状，控制疾病进展，延长生
存期。 本人多以固护正气为主，并加大攻逐癌毒之
力度，在患者体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尽量帮助患者
控制病灶进展。 常加大清热解毒类药物的力度，并
且会选用一些兼有散结、消积作用的药物，如山慈
菇、水红花子、红豆杉等。
本人认为，对于肿瘤患者来说，康复调养和治疗

同样重要，同样是“固本清源”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 肿瘤患者在与疾病的长期斗争过程中，治疗
只是暂时的、短暂的、阶段性的，更多时间需要康复
调养的介入，实现肿瘤患者的全程化管理。 除了疾
病的具体治疗方案，患者在疾病诊治过程中还存在
着很多问题，如情绪的疏导，治疗效果信心的建立，
锻炼方式方法的掌握，饮食结构调整等等。 这些问
题都需要专业的医师帮助患者一一解决。 然而现阶
段，肿瘤的康复诊疗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不足以
满足患者的需要。 针对这一情况，本人系统化总结
和提出了肿瘤康复的“五养”，包括心理调养、体能
调养、饮食调养、膏方调养和功能调养。
肺癌病死率很高，因此从一开始得知身患肺癌，

对于肺癌患者来说就是一个应激性的生活事件，在
后续治疗过程中，患者还会对不良反应、治疗效果、
复发转移、生存期等产生担忧，经常伴随恐惧、抑郁、
焦虑等不良情绪。 而长期的不良情绪会削弱机体免
疫力，导致心身疾病，促进肿瘤疾病进展，影响生活
质量。 因此，在诊疗过程中，本人非常注重对患者情
绪的疏导，帮助其建立信心，清除不良情绪的干扰，
恢复机体免疫力。 对于肺癌术后患者和带瘤患者，
心肺功能或多或少会有所下降，出现气促、呼吸无
力、喘憋等问题，此时可以通过呼吸训练器进行功能
调养。 对于行化疗、靶向治疗和口服吗啡类止痛药
物的肺癌患者，长期的消化不良、腹泻、腹胀、便秘等
问题会对体质造成不良影响，通过腹部贴敷、艾灸等
外治法来改善患者胃肠问题，均有助于机体增加营
养物质的吸收。 在放化疗治疗的间期，通过饮食调
养和膏方调养可以帮助机体胃肠和骨髓功能的恢

复，起到“固本”的作用。 （整理：王应天）
李萍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医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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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相关性疲乏研究进展
［８ -９］

癌症相关性疲乏是一种与癌症本身和／或与癌
症治疗相关且长期存在的痛苦感觉，患者主观感受
到乏力、疲惫，妨碍正常生理机能，其严重程度与近
期体力劳动无关

［１０］ 。 它是一种严重、持续的症状，
不能通过睡眠和休息缓解，影响患者的工作、情绪和
正常活动，导致精力下降、虚弱、冷漠、思想不集中、
记忆力减退等，降低了生存质量。 第十次国际疾病
分类修订本（ IＣＤ-１０）将癌症相关性疲乏确定为一
种疾病并提出诊断标准。 ７０％～１００％的癌症患者
在治疗过程中和治疗结束后有癌症相关性疲乏的症

状，而这些疲乏症状在治疗结束后可能持续数年。
大约 ７３．８％～９０．５％接受过化疗和 ４４％～８０．８％曾
经放疗过的患者会出现癌症相关性疲乏。 笔者单位
曾经进行 ３４０ 例恶性肿瘤患者常见症状调查，调查
显示在不同病种、接受不同治疗方法的患者中，疲乏
的发生率最高，为 ８９．４％。
经历手术或放化疗等治疗后，癌症生存者肿瘤

情况稳定，但仍有各种临床症状需要继续治疗。 在
这类人群中，疲乏、焦虑等是普遍存在的症状，近年
来已引起肿瘤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美国国家综合癌
症网络（ＮＣＣＮ）在 ２０１３ 年首次发表癌症生存者指
南，提出应对生存者的疲乏症状加以干预治疗。 肿
瘤生存者疲乏的特点、原因与处在接受放化疗等抗
肿瘤治疗中的患者不同，这类患者疲乏症状相对较
轻，但持续时间往往可以超过 １ 年。 在放化疗等治
疗期间出现的疲乏症状可能会通过改善贫血、抑郁、
疼痛症状而得到缓解，但出现中重度疲乏的肿瘤生
存者，ＮＣＣＮ指南没有给出治疗药物建议。

ＮＣＣＮ指南及国内对癌症相关性疲乏的干预，
主要以非药物为主，包括运动疗法、物理治疗、心理
社会干预、睡眠管理等。 国际上治疗癌症相关性疲
乏的辅助药物主要有镇静剂、兴奋剂、抗抑郁药物，
以及其他药物如肉毒碱、激素类药物等，疗效并不肯
定。 近年国内对癌症相关性疲乏的研究主要有如下
几个方面：①通过加强护理或心理干预的方法改善
癌症相关性疲乏，但效果并不确切。 ②药物治疗方
面，有文献报道，以复方阿胶浆等中成药治疗癌症相
关性疲乏，多是针对化疗引起的贫血等病因的治疗；
中药复方当归四逆汤等药物口服可以改善化疗患者

疲乏症状；中药艾迪注射液、康艾注射液等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改善患者化疗过程中的疲乏症状。
人参养荣汤源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人

参、黄芪、白术、茯苓、当归、白芍、熟地黄、陈皮等十

几味中药组成。 该方主要功效是益气补血、养心安
神，主治积劳虚损、气血不足之证，症见倦怠无力、食
少无味、惊悸健忘、夜寐不安、虚热自汗、咽干唇燥、
形体消瘦、脉虚无力等。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该方
含皂甙、糖类、氨基酸、维生素等多种成分，能够增强
机体抗病能力。 近年来，该方防治肿瘤放化疗副反
应的相关报道逐渐增多，如人参养荣汤加减方联合
化疗药物治疗气阴两虚型中晚期肺癌，可减轻恶心
呕吐、头晕头痛等不良反应。 在化疗基础上加用人
参养荣汤能够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对骨髓造血功能
及胃肠道反应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１１］ 。
我们的前期工作表明，８８％的患者选择采用中

医药治疗改善疲乏症状，说明中医辨证治疗的不可
替代性。 中医在改善症状上有独特之处。 疲乏属中
医“虚劳”范畴，很多中药有抗疲劳、耐缺氧、抗应
激、调节免疫功能等作用，对慢性疲劳综合征有较好
的疗效。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

癌症治疗已不只局限于瘤体本身，关注并努力提高
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症
状控制决定了生活质量，也间接影响了疾病预后。
改善临床症状是中医治疗的优势所在，应用中医理
论，辨证施治能够安全、经济、有效地解决癌症相关
性疲乏这一临床常见问题。
目前中医对癌症相关性疲乏的病因病机、辨证

论治及疗效评价无统一标准，高水准的中医临床试
验较少，无法得到国际认可。 因此，应尽早进行疲乏
产生机制及中药干预的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
试验研究以提高临床研究资料的证据等级。 （整
理：许轶琛）
陈信义（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华中

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主任委员）：虫类抗肿瘤中药
临床应用及其研究价值

中医治疗恶性肿瘤基本原则是辨证施治，把患
者看作是一个整体，强调“以人为本，治病留人，因
人施治”。 在治疗大法上，有“扶正固本” “扶正祛
邪”“活血化瘀”“以毒攻毒”等。 基于治疗大法，针
对患者病情选择相应的中药，有补益药、祛邪药、攻
毒药等等。 中药剂型有汤剂、中成药、注射液、膏滋、
外用药膏等。 在祛邪药、攻毒药物中，抗肿瘤虫类药
物应用比较广泛，如对恶性肿瘤具有治疗功效的斑
蝥、羌螂、地龙、全蝎、蜈蚣、蝼蛄、九香虫、水蛭、虻虫
等等。 早在几百年前，我们的先祖就有利用虫药治
疗疾病的记载。 如《大同药学》中就有“疗死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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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为要药”的用药理论。 虫类药物大多具有祛除毒
邪、活血通络、消癥散结、祛腐生肌等作用，符合早期
肿瘤和肿瘤实证的病机理论与临床特征，因而能够
产生抗肿瘤效果

［１２］ 。
虫类药物除对肿瘤有较好的治疗作用外，其活

血化瘀、改善微循环功效能够针对肿瘤患者血液中
存在的高凝状态、动静脉血栓、癌栓等并发症进行治
疗，并通过改善并发症状，明显提高肿瘤治疗效果和
患者生存质量。 因此，虫类药物治疗恶性肿瘤是近
些年来临床应用和基础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当今
挖掘和整理虫类药物治疗肿瘤理论与实践的重点研

究方向
［１３］ 。

抗肿瘤虫类药物大多具有一定的毒性或特殊的

气味，作为饮片应用，多数需要经过特殊的炮制处
理。 我们通过研究斑蝥，对抗肿瘤的虫类药物有了
深入了解。 斑蝥，别名斑蚝、花斑毛、斑猫、芫青、花
壳虫、章瓦、黄豆虫等，俗称西班牙苍蝇，具有攻毒蚀
疮、逐瘀散结功效。 古人主要用于痈疽、瘰疬、顽癣、
经闭、癥瘕、肿块、赘疣、恶疮等治疗。 这些适应症多
数类似西医学肿瘤临床象形特征，故近代多用于治
疗恶性肿瘤。 但斑蝥属于辛温大毒之品，其毒性主
要是斑蝥散发的特殊臭气和分泌的斑蝥素。 如果不
经过特殊炮制，很难入药应用。 为缓解或克服这些
毒性，依据唐代《备急千金要方》、宋代《博济方》、元
代《卫生宝鉴》、明代《炮制大法》、清代《本草备要》
等书籍记载，在斑蝥炮制时采用了净制法（去头、
足、翅）。 依据晋代《肘后备急方》、南北朝《雷公炮
炙论》的记载，采用米炒（去头、足、翅后米炒），此外
还有麸炒、醋制、煨、土炒等等。 尽管通过炮制能够
解决斑蝥的部分毒性，但作为有毒中药在饮片使用
中，仍要限制用量（成人用量为 ０．０３ ～０．０６ ｇ），过
量服用就会发生斑蝥素中毒事件。 所以，在临床中
很难看到斑蝥作为中药饮片应用的报道，而入丸药
或现代制剂 （胶囊、注射液） 是斑蝥临床主要
用法

［１４］ 。
艾迪注射液、康赛迪胶囊（复方斑蝥胶囊）是斑

蝥现代制剂应用的典范。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①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制备成中药注射剂，解决了斑
蝥难以作为饮片使用的现实问题，加强和巩固了斑
蝥在肿瘤治疗中的主导地位。 ②将具有毒性的斑蝥
与补益药人参、黄芪、刺五加配伍，不但有效地缓和
了斑蝥特有的毒性，也体现了治疗恶性肿瘤的中医
“扶正祛邪”法则。 ③静脉滴注艾迪注射液，为进展
期肿瘤以及服用汤剂依从性差的患者提供了治疗

保障
［１５］ 。
总之，虫类中药治疗恶性肿瘤具有广阔的临床

应用前景和良好的基础研究价值。 但虫类中药治疗
恶性肿瘤也要讲究辨证使用，针对中医病因病机或／
和现代病理结局灵活掌握适应症和应用范围。 在这
里我们应当警示或提请注意：过量、滥用、不适当应
用虫类抗肿瘤中药，尤其是具有毒性的虫类中药会
导致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甚至发生致命的不良
事件

［１６］ 。
王笑民（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医院，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西医
结合肿瘤治疗优势

［１７］

长期临床实践证明，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
具有明显优势。 中医主张对证（症）的宏观辨证治
疗，西医主张对病的微观病理治疗；中医重视整体观
念，西医重视局部特征。 两种医学体系优势与劣势
并存。 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就会给患者
带来明显受益。 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的优势主
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①整体观：整体观是中医独特
的思想方法，用中医整体观指导中西医结合肿瘤治
疗全程，可避免“只见瘤不见人”“瘤去人亡”等情况
的发生。 在中医整体观指导下诊疗疾病，可以体现
肿瘤发展过程中病机标本的转化与统一，反映癌毒
与内虚间相互影响的动态变化，掌握诊断与治疗中
辨病与辨证、祛邪与扶正的方法与时机。 “邪去正自
复”与“养正积自除”正是中医整体观下的肿瘤不同
阶段治疗结局；“人瘤共存”是整体观下中西医结合
肿瘤治疗成果的体现。 ②平衡观：阴阳平衡是目的，
正邪平衡、身心平衡是策略，中西医结合、攻补兼施、
身心同调、药食同治、医养结合是方法。 如早中期病
人经过常规西医治疗，如手术、放疗、化疗等，肿瘤在
体内的负荷大大减轻，但是正气损伤也很严重。 此
时应用中药调节机体的阴阳平衡，使得内部环境在
尽量短的时间内得到新的平衡，就能增加机体自身
的抗病能力，以机体自身的力量对残余的肿瘤细胞
进行攻击，最终正胜邪去，控制肿瘤，得以康复。 再
如对于经放、化疗后缩小但未完全消失的残存肿瘤，
如加大化疗剂量必然会加重对机体免疫功能的破

坏，加深正邪失衡。 此时应该给予扶正祛邪的中医
治疗，使正邪之间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从而使患者
能够长期带瘤生存。 ③治未病：“治未病思想”是中
医防治理论的核心，未病先防与已病防变是主要内
容，能有效地指导肿瘤防治。 肿瘤未发时，要避外
邪，调情志，和脏腑，同时避免内虚这一发病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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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做到防患于未然。 肿瘤已发后易复发与转移，
此时应该固护正气，增加机体抗邪能力；调补他脏，
先安未受邪之地；截转毒势，阻止传变，做到已病防
变。 ④中为先：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中”字在先，
体现了中医的思维优势及特色。 中医药在改善肿瘤
患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减轻肿瘤并发症以及放化
疗副作用、防止肿瘤复发转移、延长生存期等方面具
有明显优势。
贾立群（中日友好医院，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肿

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医扶正祛邪是治疗恶
性肿瘤的基本法则

［１８］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陈竺等 ３ 位科学家因为发
现了白血病的分子机制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ＡＰＬ）的革命性治疗方法而获得 ２０１８ 年舍贝里奖。
陈竺院士主要贡献是应用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

粒细胞白血病取得重要进展。 这也是继屠呦呦获诺
贝尔奖之后，中医药学再次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与赞
誉。 这是中西医结合的硕果，也是中西医扶正祛邪
的典范和楷模。 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需要与边
缘学科不断碰撞和融合，吸取其营养，才能使自身强
大起来，兼收并蓄、优势互补、融合发展［１９］ 。
近年来，随着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扶正祛邪治

疗理念形成高度的融合和认同。 扶正祛邪一直是中
西医肿瘤治疗的指导原则，程序性死亡受体 １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ｃｅll ｄｅａｔｈ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ＰＤ-１）抑制剂的发
现和应用，充分实践了中医在肿瘤临床治疗中的扶
正祛邪法则。 在过往的 ３０ 多年，中医药与化疗、放
疗和手术的结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中
西医结合肿瘤学的基石。 如今，当代中医药与精准
医学相结合，中医扶正与肿瘤免疫治疗相结合，已成
为新的研究领域。 中医药在防治靶向药物不良反应
方面，显示了独特的优势，其疗效居国际领先水平，
填补了西医学的许多空白和不足之处。 中国中医科
学院广安门医院林洪生教授牵头研究的固本清源法

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笑民教授牵
头的北京重大攻关项目课题完成了中医药治疗肿瘤

并发症的疗效评价；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田爱
平教授与耶鲁大学合作研究黄芩汤联合索拉菲尼治

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试验已经立项，并获得国家
“十三五”重大专项资助；北京市中医院与佑安医院
联合开展中医药与局部介入疗法治疗肿瘤的临床研

究，已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联合攻关项目资
助；中日友好医院与捷克国家国际金融投资集团旗

下的免疫实验室合作开展的树突状细胞（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Ｃｅllｓ，ＤＣ）免疫疗法联合中医扶正药物治疗非小细
胞肺癌的项目已初见优势和亮点。 这些研究和成果
都是扶正祛邪理论在肿瘤诊疗中的具体应用。 中成
药康赛迪胶囊、艾迪注射液由班蝥、半枝莲、生黄芪、
人参等组成，是扶正祛邪的组合，在临床应用中取得
了较好的疗效，值得进一步开展规范化循证研究，为
扶正祛邪治疗肿瘤提供指导依据

［２０］ 。
解英（山西省肿瘤医院，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

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固本清源理论临
床应用体会

“固本清源”是林洪生教授提出的恶性肿瘤治
疗新理念，也是对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余桂
清等老一辈专家“扶正固本”治疗恶性肿瘤理论的
进一步升华和拓展

［２１］ 。
“固本”即固护人体正气，维系气血、阴阳的动

态平衡；“清源”即清除疾病之源，寻找导致恶性肿
瘤的根源，清除毒邪、痰湿、瘀血等病理因素或病理
结局。 恶性肿瘤的发生、进展有着特殊的体质环境，
也是人体内环境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的结果。 其实
质是机体整体属虚，局部属实的病理变化过程。 虚
在气血、阴阳；实在痰瘀内蕴和毒邪聚集。 因此，恶
性肿瘤总体治疗法则是“扶正祛邪”。 但在临床具
体应用时，应依据临床实际灵活变通。 下面谈谈
“固本清源”理论的临床应用体会。
遵照《黄帝内经》 “燥者润之” “衰者补之” “劳

者温之”“下者举之”的中医治则理论，“固本”适应
于恶性肿瘤的全程治疗。 ①围手术或手术期间，固
本治疗可以帮助患者顺利完成相应的手术治疗，并
能促进患者手术后的体能恢复。 例如，肺癌患者手
术前即有气短懒言、咳嗽等症状，应用补益肺气治
则，不但能改善这些症状，而且可以预防手术后这些
症状的发生或进展。 ②围化疗或放疗期间，固本治
疗，既可增加化疗、放疗的敏感性，又可以降低化疗、
放疗的毒副反应。 如健脾和胃治疗可降低化疗的胃
肠不良反应，养阴生津治疗可以改善因放疗导致的
伤阴或伤津的病理变化。 ③大剂量的联合化疗或放
疗可以重创机体免疫功能，降低机体抗病毒与细菌
免疫能力，而固本治疗可以提高机体免疫监视功能，
提高抗病能力，降低感染机会。 ④固本治疗还可以
改善肿瘤患者的体质，预防肿瘤转移和复发。
由于恶性肿瘤临床的特殊性，在不同阶段应当

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如果在疾病全程中，单纯扶正
治疗，就无法有效控制痰、湿、瘀、毒等病因，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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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毒”进一步流注播散，进而影响疾病预后。 因
此，扶正固本虽然是解决恶性肿瘤发生的主要矛盾，
但清源也非常重要。 基于笔者理解，“清源”包括针
对病因应用“清解癌毒” “软坚散结” “化痰利湿”
“清热利湿”“凉血解毒”等中医治法。 具体应用如
下：①肿瘤患者手术根治后，正气已经恢复，邪气尚
存在，需要清源治疗。 ②放、化疗后，正气已经恢复，
邪气尚存在，需要清源治疗。 ③正气虽未恢复，但邪
气炽盛，需要清源治疗。 ④肿瘤患者康复期，疑有存
在着“瘤毒”时，需要清源治疗。 清源中药包括：林
教授自拟方“清源抗癌经验方”以及具有清热解毒
功效的凌霄花、白花蛇舌草、金荞麦、土茯苓、干蟾
皮、生半夏、生南星等。
总之，“固本清源”体现了中医与西医、辨病与

辨证、整体与局部、规范与个体化治疗恶性肿瘤等多
个环节。 固本与清源在肿瘤治疗中并非独立存在，
而是灵活多变的运用过程。 时而固本，时而清源，时
而两者同用。
王希胜（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肿瘤

科主任、肿瘤诊疗中心副主任）：辨证治疗肿瘤能使
患者临床受益

［２２］

人，真乃天公之杰作，结构奇巧无比，功能完美
无缺。 对外“天人合一、人伦和谐”，顺应、适应、利
用自然，取得生存所需一切；自觉融入社会，分工、协
作，完成自身任务。 对内极尽其责，自我组织、自我
协调、自我更新、自我修复，终使人度天年而去。 故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以之为镜鉴。
人的这种特殊结构和功能把生命所需用不同方

式予以表达并获得满足，或是感觉、声音、气味、色
泽、表情、动作，或是排泄物等等。 对于与身体健康
相悖的情况，也会以上述方式表露无遗，这就是诊断
疾病的重要依据———症状和体征。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基本

原则，为中医学对疾病特有的研究和处理方法，包含
辨证和论治两方面。 辨证是中医认证、识证、诊断疾
病的全过程，由医、患共同参与完成，患者要把发病
以来的感受毫无遗漏地阐述清楚，医生要通过望、
闻、问、切的方式搜寻相关蛛丝马迹，病人“有诸内
必形诸外”，医生要“思外而揣内”，症状、体征源于
患者，是疾病痛苦的真实写照，证候源于医生对症
状、体征的综合、分析、归纳和辨识判断，是疾病某阶
段病因、病位、病性的综合反映，更是正确治疗的前
提和依据，既不同于病，又有别于症状。 论治是根据
辨证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是理、法、方、药、术

的具体运用。
中医源于中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及哲学思想

“和合”“中庸”影响，故治疗疾病以调整机体“阴阳、
气血、脏腑”和谐为目的。 “微者抑之、甚者从之”，
“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大积大聚衰其大半而止”，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其核心
要义。
基于肿瘤病因的不明性，发病的自然性、随机

性，治疗结果和预后的不确定性，说明“肿瘤”具有
自然属性，是寄生于人体内的另一个生命体，其对宿
主造成的伤害不同，大可危及生命，小到无任何伤
害，甚或可自然消失。 肿瘤源于自然，患肿瘤是一种
必然，面对肿瘤应坦然，恶性肿瘤治疗应科学、实际
使用现有治疗方法（包括中医或西医），有用、能用
则用，绝不乱用、滥用。 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矿物
药、植物药、动物药，可使失和的阴阳、气血、脏腑功
能恢复和谐，使被破坏的自我修复功能重新建立，配
合现有的治疗方法，促进术后康复、治疗和减小其他
治疗方法的毒副作用，可使肿瘤患者无瘤或带瘤高
质量生存。
将在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思想指导下的中医辨证

论治用于肿瘤临床治疗，求先天禀赋之异，存整体观
念之同，医、患互动，病、证、症兼顾，能使患者受益。
殷东风（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世界中医

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成
药治疗肿瘤临床应用与体会

［２３］

肿瘤治疗中的中成药应用是中国肿瘤治疗的一

个特色。 使用中成药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辨证施
治，做到理法方药一致。 而在肿瘤治疗中，中成药的
使用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合理应用。 比如肿瘤的
治疗，合并症的控制，与西医抗肿瘤治疗的结合，以
及配合的汤药的不同。
治疗肿瘤的中成药一般都有各自的功能主治、

适应症，在单独应用治疗肿瘤时，可考虑以下几个因
素：①根据不同的癌种，选择适合的药物。 如参一胶
囊的适应症为肺癌、肝癌等。 ②考虑肿瘤的不同阶
段，有侧重地合理选择扶正与祛邪的药物。 如早期
以祛邪为主，可用华蟾素片／注射液等；中期扶正祛
邪并重，可用康赛迪胶囊或艾迪注射液等；晚期以扶
正为主，可用参芪扶正注射液等。 这种分期是根据
患者全身状态划分的，不是指西医Ⅰ～Ⅳ病期的分
期。 ③根据辨证结果合理应用。 如寒证可用偏热性
药，如参一胶囊、艾迪注射液等；热证可用偏寒性药，
如西黄丸等；虚证可用参芪扶正注射液等；实证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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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蟾素片／注射液等。 有些患者没有明显的寒、热、
虚、实的表现，则不受此限制。 ④有些肿瘤患者可出
现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的症状，如疼痛等，这时可选择
有止痛作用的药物，如复方苦参注射液、天蟾胶
囊等。
在应用中成药时，应当严格执行说明书中规定

的禁忌症。 如有出血倾向时，应停用含有活血化瘀
成分的中成药。 另外，复方斑蝥胶囊说明书中，有血
糖升高者慎用的标示，所以在处方前，须询问有无糖
尿病病史，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等西医抗肿

瘤治疗广泛应用于临床，中成药与之结合应用时，应
合理选择。 ①足量、高强度抗肿瘤治疗时，应选择像
参芪扶正注射液等以扶正为主的药物，属于 ４ 种模
式

［３］
中的防护模式，即在抗肿瘤治疗中保护患者。

②中、低强度抗肿瘤治疗时，如单药静脉化疗，以及
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等副作用不是很大的治疗时，
可用复方斑蝥胶囊／注射液、华蟾素片／注射液等以
扶正祛邪或祛邪为主的药物，属于 ４ 种模式中的加
载模式，即增加西医抗肿瘤治疗的作用。 ③用在西
医抗肿瘤治疗结束后，属于 ４种模式中的维持／巩固
模式。 维持模式用在有瘤患者，以使肿瘤缩小或消
失的作用尽可能延长，应用具有以扶正祛邪或祛邪
为主的药物；巩固模式用在手术后无瘤患者，以预防
肿瘤的复发／转移，应用以扶正祛邪为主的药物。
④如患者有明显的寒、热、虚、实倾向时，应选用相对
应的药物治疗。
中医主要通过辨证施治用汤药治疗肿瘤，针对

肿瘤患者的病机、证候、主要症状等遣方用药，也分
为单独应用和配合西医抗肿瘤治疗应用两种情况，
配合西医抗肿瘤治疗时，也遵循防护、加载、维持、巩
固 ４ 种模式进行［３］ 。 ①中成药与汤药合用时，大多
选择与汤药功能主治趋同的中成药，但也可以选择
不同功能主治的中成药。 在配合西医抗肿瘤治疗
时，按照防护／加载模式要求，一般使用具有扶正或／
和扶正祛邪作用的汤药及中成药。 但是，在肿瘤负
荷较大、西医抗肿瘤治疗强度不大时，也可以选择具
有扶正祛邪作用的汤药和具有祛邪作用的中成药。
②中成药与汤药合用时，应该注意避免同一饮片，尤
其是祛邪饮片的重复使用。 如与复方斑蝥胶囊／注
射液配合应用时，汤药中不应该含有莪术、半枝莲等
祛邪药，以免因药量的增加出现毒性。 同样，汤药中
不宜使用的饮片，可通过选择含有这种成分的中成
药予以补充，配合达到治疗目的和效果。 如斑蝥是

一种治疗肿瘤的有效药物，但因为有尿血的副作用
而不能在饮片中直接使用，而复方斑蝥胶囊／注射液
含有斑蝥，可配合应用。 在应用汤药治疗肿瘤的过
程中，可以进行这种与中成药的互补结合。
总之，在肿瘤治疗中合理应用中成药可以增加

疗效，提高生存质量，尤其与汤药、西医抗肿瘤治疗
联合应用时可能会延长生存期。 汤药与中成药配合
治疗肿瘤方面，有很多的临床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李和根（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

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抗肿瘤中药注
射液治疗肿瘤亮点及经验

目前抗肿瘤的中药注射液有 ２０ 种左右。 该类
品种对肿瘤的治疗作用主要侧重于抑制肿瘤生长和

提高机体免疫力两方面，主要用于放化疗的减毒增
效，作为抗肿瘤的辅助治疗药物，以及提高患者的生
存质量。
按照中药组成数量分类，可以将抗肿瘤中药注

射液分为单方注射液和复方注射液两类。 其中，单
方注射液是由一种中药或中药提取物制备的注射

剂，如鸦胆子注射液。 复方注射液是在中医理论及
中药配伍规律的指导下，以两味及以上的中药为处
方制备而成。 按照处方中药物组成分类，可分为以
祛邪药物为主、以扶正药物为主以及祛邪与扶正兼
顾 ３种。 例如，复方苦参注射液以祛邪药物为主，康
艾注射液以扶正药物为主，艾迪注射液祛邪与扶正
药物兼顾。 按照中成药功能主治分类，目前治疗肿
瘤的中药注射液可以分为 ３类。 第一类为抗肿瘤药
物，以缩小肿瘤、改善症状、提高生存质量和免疫功
能为指标，如鸦胆子油乳注射液、华蟾素注射液、艾
迪注射液

［２４］ 。 第二类为肿瘤的辅助治疗用药，如对
放化疗增效的药物、晚期肿瘤用药及免疫治疗用药，
如参芪扶正注射液、人参多糖注射液。 第三类为改
善肿瘤患者症状（如疼痛、白细胞下降等）的药物，
如复方苦参注射液、黄芪多糖注射液。
目前治疗恶性肿瘤的疗效评价，多以瘤体缩小

及生存时间延长为标准，而中药注射液对肿瘤的细
胞毒性作用较弱，其对于恶性肿瘤的治疗效果，更多
地体现在临床症状的改善和生存质量的提高方面。
很多患者经过口服中药联合中药注射液的治疗，能
够达到“带瘤生存”的状态，与单纯西医治疗相比，
生存时间延长、生存质量提高，这常常是中医药取得
较好疗效的体现，亦是中药治疗肿瘤的优势和研究
方向所在。
使用中药注射液，亦应遵循中医辨证施治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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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原则。 不同的肿瘤患者，在不同的疾病阶段会有
不同的临床表现，具有不同的中医证型。 治疗肿瘤
时应将八纲、脏腑、气血 ３ 种辨证方法配合应用。 比
如，患者肿瘤指标增高、病灶增大时，可结合化疗药
物规律使用以抗肿瘤作用为主的中药注射液，如消
癌平注射液软坚解毒；对于伴有癌性疼痛的患者，可
选用复方苦参注射液散结止痛；患者气虚证明显时，
可选用参芪扶正注射液益气扶正；如果患者出现气
滞血瘀、湿毒淤阻等证，可加用艾迪注射液消瘀散
结，康莱特注射液利湿解毒。 此外，康莱特注射液在
有胸腹水的病人的局部治疗中也有一定的疗效。
总而言之，在治疗肿瘤的过程中，应在扶正祛邪

的总原则下，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根据患者的具体情
况，制定具体的治法，选择适当的药物，以达到抗肿
瘤、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等治疗肿瘤、缓解症状的
目的。
耿刚（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肿瘤、乳腺病科

主任）：中医药在肿瘤并发症治疗中的作用［２５］

中医药治疗肿瘤有几千年的历史，但真正规范、
系统研究中医药治疗肿瘤也就几十年的时间。 中医
药治疗肿瘤既有优势，也有诸多不足，怎样科学定位
中医药在肿瘤诊疗中的角色担当，对中医肿瘤学的
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想了解中医药治疗肿瘤到底有效与否，首先要

了解近几十年肿瘤治疗学的发展史。 在 ２０ 世纪七
八十年代，医学界一直试图通过手术、放疗、化疗彻
底根治肿瘤，但残酷的现实告诉医学界———不可能
（主要指中晚期肿瘤）。 于是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医
学界把治疗肿瘤的目标降低定位在提高生存质量、
延长生存期上。 而 ２１ 世纪医学界发现肿瘤的并发
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和生存期，随之又出现
了姑息治疗、疼痛治疗、营养支持治疗，甚至心理治
疗。 恶性肿瘤治疗是一个需要进行多学科、多专业
密切合作的系统工程，现行的多学科诊疗模式
（ｍｕlｔｉ-ｄｉｓｉｃｉｐlｉｎｅ ｔｅａｍ，ＭＤＴ）是恶性肿瘤规范性诊
疗的最佳措施。
临床实践显示

［２６ -２９］ ，中医药在以扶正祛邪为主
的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对于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
量和生存期的肿瘤并发症（如疲乏、疼痛、纳差、不
寐、胸腹水、水肿、心理问题，放化疗、内分泌治疗、分
子靶向治疗毒副作用）的治疗具有西医学无法替代
的作用，肿瘤的治疗由于有中医药的参与，使患者特
别是中晚期患者的生存质量和生存期显著提高，中
医药治疗肿瘤特别是治疗肿瘤并发症占据着不可或

缺的地位。
杨国旺（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医院，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肿瘤治疗
增效减毒之我见

众所周知，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的特色和优势
之一是“增效减毒”。 所谓“增效”是指中医药配合
化疗／放疗，可以增加后者对于肿瘤的杀伤和抑制作
用，也就是提高肿瘤的缓解率或控制率。 所谓“减
毒”，是指中医药手段可以减轻放化疗等侵入性治
疗方法给患者机体带来的损伤，降低不良反应的发
生率和程度，或者提高机体对治疗的耐受性。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围绕“中医药减毒增效”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临床疗效的确证与效应机
制的探索，取得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成果，包括新的药
物、诊疗技术／方案、专家共识以及指南等。 当今肿
瘤医学进入了循证和靶向治疗时代，中医药的减毒
增效作用研究与应用也应与时俱进，有以下几个问
题需要厘清。 ①增效的本质是什么？ 以化疗为例，
是降低了药物浓度或剂量依然能够维持同等的杀伤

作用，还是在同等剂量上能够提升化疗药物的细胞
毒作用？ 抑或是中西医两种方法不同治疗效应的叠
加？ ②减毒是否减效？ 对于中医药的客观减毒作
用，中西医肿瘤学界共识度较高。 但需要回答一些
质疑，即中医药在缓解副反应的同时，是否也降低了
肿瘤的治疗效应？ 此外，应关注中医药安全性评价，
是否在治疗的同时也会给机体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

损伤？ ③增效减毒的效应机制及其转化应当深入。
即便是体内外的研究发现或证实了中医药手段针对

某些分子靶点或信号通路产生影响，但其是否能对
肿瘤及宿主产生相应的生物学效应进而转化为临床

获益？ 也就是说生物表型的变化最终要转化为临床
效应才能体现出应用价值，中医药研究不应仅仅是
停留在现象的观察和机制的推测层面。 ④临床研究
水平有待提升。 应当遵循国际规范，通过严谨科学
的课题设计和实施，拿出过硬的数据和可靠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筛选或确定接受特定治疗方法的有效
人群、生物标记以及确切的治疗效应或阶段，而不只
是空泛的广覆盖、全人群。 ⑤肿瘤精准治疗时代背
景下，中医药增效减毒的价值是什么？ 分子靶向治
疗和免疫治疗是肿瘤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突破肿瘤
疗效瓶颈的终极手段。 中医药能否与前者进行有效
整合，如何整合，以期发挥最大效益，也是亟待解决
的问题。 总之，作为中医／中西医结合肿瘤专业人
士，我们应当对“增效减毒”的内涵、外延进行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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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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