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妇女更年期是指卵巢功
能从旺盛逐渐衰退到老年的
一段过渡时期。

中医对 “更年期综合
征” 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两
类， 以肾阴虚型更多见。 女
子七七， 男子八八， 天癸渐
竭， 肝肾阴血不足， 水不涵
木， 则虚阳上亢， 故见头晕
目眩、 面部烘热； 肾阴精不
足， 则耳鸣如蝉； 肾阴虚，
水火不济， 则心阳浮越， 故
见心烦易怒、 潮热盗汗。 腰
为肾之府 ， 肾虚则腰膝酸
软。 属肾阴虚者可选用更年
安片。 此方中的生地黄、 熟
地黄、 制首乌、 玄参、 麦门
冬为主药， 具有滋阴降火、

除烦止汗、 宁心安神之效，
为男 、 女更年期患者所常
用。 此药每片 0．3 克， 口服，
每次 6 片， 日 2～3 次， 白开
水送服。

肾阳虚型的患者则兼有
形寒肢冷 、 尿频尿多等症
状 ， 可以服用中成药二至
丸。 此方源自明代王肯堂的
《证治准绳》， 方由旱莲草、
女贞子两味药组成， 对肾阳
虚的更年期综合征有较好的
疗效 。 浓缩型二至丸每 10
粒重 1.7 克， 口服， 一次 20
粒， 一日 1～2 次， 白开水送
服。
天津 副主任中药师 韩德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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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 ， 肿瘤患者越来越
多， 比如乳腺癌、 肠癌、 肝癌等癌
症发病率不断上升。 很多人对中医
药治疗肿瘤心存怀疑， 认为中医药
的治疗效果不如西医， 只不过是
“临终关怀”。 其实， 中医药治疗肿
瘤有其特点与优势， 也有好的研发
前景和发展趋势。

56 岁的周嘉国 （化名） 是湖
南永州人 ， 曾有乙肝病史 ， 2011
年 2 月在湖南某三甲医院经肝肿块
穿刺活检， 诊断为原发性肝癌肺转
移。 同年 3 月在该院行肝动脉血管
介入 (TACE) 和肺肿块射频消融治
疗。 2011 年 5 月 20 日， 辗转来到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找到肿瘤研究
室主任蒋益兰。 入院就诊后， CT
显示肝脏弥漫性病变， 肝右叶 3 个
低密度占位， AFP 升高， 肝功能异
常。 经蒋益兰教授中医辨证施治，
运用疏肝健脾、 化瘀软坚、 清热解
毒方药治疗， 周嘉国病症缓解， 之
后长期随症加减坚持治疗， 从每
1~2 个月到每 3 个月， 到现在每半
年左右复诊 1 次， 病情一直稳定。
2019 年 5 月来诊， 一般情况良好，
没有特殊不适。 CT 示肝肺病灶大
致同前， 肝功能、 AFP 基本正常。
现已存活 8 年多。

像周嘉国这样的带瘤生存患者
不在少数， 蒋益兰就治疗过很多
例。 她表示， 不同于西医治疗肿瘤
如手术、 放疗、 化疗等的对抗、 杀
戮、 攻击性， 中医药治疗肿瘤重在
调和、 平衡， 调节脏腑功能， 平衡
气血阴阳。 所谓 “阴平阳秘， 精神
乃治； 阴阳离决， 精气乃决”， 中
医治癌， 注重整体， 关注患瘤的
“人”， 而不仅仅是人患的 “瘤”，
处方用药， 内外兼治， 改善机体内
环境， 使之不利于肿瘤细胞的生

长 ， 从 而 实 现
“ 人 瘤 共 存 ” 、
“带瘤生存”。

“ 《黄帝内
经》 有言 ‘圣人
不 治 已 病 治 未
病 ’。 肿瘤预防
在一定程度上 ，
比肿瘤救治更加
重要。 而中医在
肿瘤预防上具有
明显优势。 如中
医体质辨识， 调
整体质偏盛偏衰， 提高免疫机能，
防止肿瘤发生。 同时， 中医主张起
居有常、 饮食有节、 调摄精神、 适
当运动、 顺应自然 （“天人合一”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从而防
病却疾颐养天年。” 蒋益兰说， 在
导致恶性肿瘤的诸多原因中， 遗传
因素仅占到 20%左右 ， 主要在于
后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肿瘤防治及康复方面， 中医
药同样有其优势和特色。 运用中医
中药 ， 达到 “未病先防、 既病防
变、 瘥后防复”。 通过中医辨证与
辨病结合， 多种特色治疗手段的联
合， 从预防治疗到康复的全程于
预， 防止术后复发转移， 联合放化
疗靶向免疫治疗， 协同增效， 降低
毒副作用， 以及抗癌抑瘤， 缓解症
状， 提高生活质量， 延长生存期。

蒋益兰认为， 如今中医药事业
处于天时、 地利、 人和的发展好时
期， 中医药治疗肿瘤有如下研发方
向与趋势：

1. 全程参与， 重心前移。 充分
发挥中医药治疗肿瘤的特色与优
势， 在肿瘤的预防、 保健、 治疗、
康复等全程为患者保驾护航。 肿瘤
防治， 重在预防。

2. 精准治疗。 中医药精准医疗
要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 应用现代
医学技术和方法， 探索中医药治疗
的优势人群， 中医药治疗的作用靶
点， 实现中医药的精准预测、 精确
诊断以及精准治疗。

3. 人工智能 。 通过大数据收
集、 人工智能分析， 提供大量潜在
的信息， 有助于分析治疗手段方
法， 提高疗效。

4. 创新理论。 在肿瘤的病因病
机、 诊断治法、 疗效判定标准等方
面， 创立有中医特色的， 并符合临
床实际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

5. 开发新药。 运用中医理论和
现代技术， 开发中药新药， 用于肿
瘤预防、 治疗和康复。

6. 循证依据。 严格科研设计管
理， 开展大样本、 多中心、 随机临
床研究， 提供高级别循证医学依
据。

7. 疗效机制 。 中医理论指导
下， 结合现代科学技术， 探索中医
药防治肿瘤的疗效机制。

8. 挖掘经验。 深入发掘名老中
医的宝贵经验， 挖掘民间高手的独
特技术和方药， 整理传承并发扬。

本报记者 张丽

冬瓜皮煎水沐浴
将晒干冬瓜皮煎水后沐浴，

再把冬瓜皮贴于患处， 可止痒。
皮肤瘙痒处肿胀的患者， 用冬瓜
皮水擦拭和贴瓜皮于患处， 每天
2 次， 可消水肿。

也可用鲜韭菜与淘米水按
1： 10 重量配好， 先泡 2 小时再
一起烧开， 除去韭菜后用水洗痒
处或洗澡， 洗后勿用清水过身。
每日 1 次， 连洗 3 次见效。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病科

副主任 杨希川 献方

石斛生地黑豆煎汤服
取石斛 30~40 克、 生地 40~

60 克、 黑豆 200~300 克 ， 黑豆
浸泡一晚， 取石斛、 生地浸泡半
小时后， 上述材料放进煲中加水
煮至豆烂， 根据个人口味调味饮
用， 适量吃豆。

广东省佛山市中医院
主任中医师 钟卫红 献方

������手法按摩 1.摩肩： 患者取坐
位， 肩自然下垂 ， 医者站其侧后
方， 用双掌对颈、 肩、 背、 胸组织
大面积进行按、 摩、 揉、 捏。 2.点
穴： 医者一手扶持患肩， 另手拇指
在痛腧部位进行点、 拔、 理筋， 镇
定数次， 然后令患者自动活动患
肩。 在最痛位置上保持不动， 医者
一手加以固定， 另手拇指针对压痛
点位置， 再次进行点、 拔、 理筋、
镇定。 3.运肩： 一手固定患者勿使
摇动， 另手握同侧肘、 腕部， 作肩
各方面的被动性活动， 注意活动范
围 ， 由小到大 ， 不能粗暴 。 4.松
肩： 操作姿势同摩肩， 对颈、 肩、
胸背大面积施行按、 摩、 揉、 打。
随即对痛腧所属原穴进行点、 按。

拔罐 对痛点或痛区用闪火法
进行拔罐， 慢性期者， 先用锋针，
点刺出血， 然后拔出瘀血； 肩部肌
肉肥厚者， 可用拉罐， 循经拔拉。

功能锻炼 1.站立位， 双手分
执一等肩长小棍两头， 以健侧带动
患肩作前上举动作， 然后双掌心握
小棍两尽端， 以健侧用力通过木棍
传递于患肢视耐受程度， 作侧举动
作 。 2.患者前俯腰 ， 患肩下垂作
顺、 逆时针划圈动作。 3.健手扶托
患肘尖， 用力作内收、 外展、 上举
动作。 手法治疗隔日一次， 15 次
为一疗程。 病人经一疗程多可获
愈。
广西桂林监狱医院主任医师 林中

������迎香穴在鼻翼两边外侧 0.5 厘米
处。 按摩迎香穴时， 先用两手拇指外
侧相互摩擦， 在有热感时， 按摩迎香
穴 15~20 次， 也可用一手的拇指和食
指夹住鼻翼揉搓、 按压迎香穴 20~30
次。 按压时手法应该由轻到重， 不要
损伤皮肤。 除了早晨起床前、 晚间睡
觉前各按摩 1 次外， 其他空闲时间也
可以进行。

按摩迎香穴有助于疏通经络， 增
强局部气血流通， 加强鼻子的抗寒能
力， 预防感冒和缓解感冒鼻塞不通、

流鼻涕等症状。
河北 主治中医师

马宝山

中医治疗肿瘤并非临终关怀
而是全程参与，重心前移

三法结合
治疗肩周炎

治皮肤干痒方两则

———访中医肿瘤专家、 湖南省名中医蒋益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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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分肾阴虚肾阳虚选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