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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感恩之心回报肿瘤患者

———记第九届中国世纪大采风、人民政协成立 60 周年新闻人物苏四光

�����2009 年 10 月 29 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人民政协成立 60 周年新闻人物颁奖仪式在湖南省政协常委会议室举行，全国名医理事会

常务理事、娄底市、县政协常委、新化县协民医院院长苏四光从省政协主要领导手中接过了“新闻人物”的烫金牌匾。 在此之前，5 月 23 日上午，苏四光受

邀登上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台，从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手上接过了第九届中国世纪大采风“新闻人物”的荣誉证书。

鲜花，掌声……39 岁的苏四光一年内能两获殊荣，是他用感恩之心回报肿瘤患者，从而精彩了自己的人生。

�������今年 5 月 23 日，中国世纪大采风大奖

颁给苏四光，北京组委会给出的理由是：他

自主创业，积极创新，“用一种‘挑战人生，

永不言败’的中华文化精神，为当代大学生

和社会青年树立了学习、借鉴的典范。 ”

北京领奖后， 苏四光被邀请到北京大

学百年讲堂发表了题为《创业 + 创新＝成

功》的演讲，这一主题无疑是其创业历程的

最好注解。

苏四光 1970 年 3 月出生于湖南新化

县一中医世家。 1991 年，21 岁的他从衡阳

医学院(今南华大学)临床专业毕业后，放弃

了在公立医院工作的机会， 先后创办了个

体诊所———城西诊所与新化县中医肿瘤研

究所。 在医疗利科研与临床实践中，苏四光

大胆突破中医“十八反、十八畏”传统禁区，

运用中医“以毒攻毒”独特疗法，为许多陷

入绝境的中晚期肿瘤患者解除了痛苦，延

长了生命，提高了生存质量。 苏四光也从运

用祖传“以毒攻毒”秘方治疑难杂症的小小

郎中， 成长为一名最先提出中医“以毒克

癌”创新性观点的青年肿瘤专家。

然而厄运却不期而至。 1998 年苏四

光含冤入狱，后无罪释放。一番折腾后，他

白手起家，重新创业，先后投资农产品批

发、煤矿，并成立了长沙地大置业有限公

司。 2006 年，苏四光创办了新化县最大的

民营医院———协民医院。 尽管此前，他已

外打拼多年， 但还是把事业根基留在家

乡———新化。

将自己定位于“跋涉者、探索者”的苏

四光， 如今正在筹建一家创业投资公司。

据其透露；长沙投资兴建医疗养老、敬老

疗养中心。

创业 +创新＝成功

�������苏四光祖上世代行医。 他 8 岁随父上

山采药，从小感受到百姓疾苦，很早抱定了

“起沉疴，疗顽疾”、“造福黎民，报效桑梓”

的宏愿。

1988 年 9 月，他考入衡阳医学院(今南

华大学)临床专业深造，导师的精心指点使

他如虎添翼。 从 1990 年开始，苏四光中医

治癌研究 步步深入。 他认为，癌症即肿瘤，

属于肿毒的范畴，癌的发生，是人体脏腑阴

阳失调、六欲七情、饮食劳倦、外伤等综合

因素长期作用于人体，导致人体正气亏虚，

邪气内生。 因此，中医治癌的关键是扶正祛

邪、以毒攻毒。 他在实验室对中草药中的毒

草、毒药进行了无数次的组配提纯，并对小

白兔做抗癌实验。 为了控制中药毒性，避免

患者身体受到损害， 他不惜在自己身上实

验，探索出抛物线用药的方法，能有效杀灭

肿瘤细胞，根除病灶，对中晚期患者和不适

宜手术和放疗、化疗的病人颇有疗效。

大学毕业后， 他放弃在县人民医院就

业的机会，自谋职业开办了个体城西诊所。

在对恶性肿瘤病人的诊治实践中， 他借鉴

祖传治疗无名肿毒的秘方“瘰疬汤”，大胆

突破中医传统“十八反”、“十九畏”禁区。 经

过 180 多次反复试验，亲自以身试毒，终于

破解出既能有效杀灭癌细胞， 又不会对病

体造成很大毒害的“以毒克癌”中药组方，

许多在大医院医治无望的绝症患者在这里

获得新生。 苏四光声名鹊起， 远近患者纷

至沓来。

1992 年 9 月， 苏四光在新化县政协的

大力扶持下， 成立了新化县中医肿瘤研究

所， 时任省政协主席刘正亲笔为其题写所

名。 1994 年，苏四光耗资 100 多万元，建起

一栋六层楼的医疗科研大楼，加快了“以毒

攻癌、造福患者”的科研步伐。他在较长的临

床实践中，针对肿瘤患者的不同症状，在以

毒攻毒的总原则下实行分型而治，中医治癌

得心应手。自 1992年至今，苏四光以其神奇

的疗效和热情的服务， 收治湖南、 湖北、江

西、浙江、上海、安徽、云南、贵州、内蒙古、新

疆、北京以及香港、澳门等各地各类中晚期

癌症患者，为大部分人减轻了痛苦，延长了

生命，提高了生存质量，其中部分人经医院

CT扫描或病理切片，证明肿块消除。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运管所女干部邝

建萍 2008 年不幸患卵巢癌，放化疗后仍无

起色。 后抱着一线希望来到新化协民医院

向苏院长求治，经过悉心治疗，邝建萍疼

痛感消除，身体逐渐康复。

湖南商学院 2003级女大学生、 卵巢内

胚窦瘤患者谭晶晶， 部分切除卵巢手术后

并做了 8 次化疗， 如花似玉年华不堪病魔

折磨，她最后选择了苏的“以毒克癌”疗法，

半年后病体康复。 医院 CT 复检证明其癌

细胞衡量指数 AFP已降至正常水平。

苏的研究和实践引起医疗界的重视和

关注。 1996 年 9 月， 苏四光应邀出席张家

界中国国际老年医学学术年会， 特别宣读

了《以毒攻毒为主，治疗癌症 318 例》的研

究论文，引起与会医学权威、专家、学者的

广泛好评。世界老年医学研究会主席、澳大

利亚医学博士安德鲁斯(Andlors)单独会见

他，亲切地称他为“professor（教授)”。

《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 新华社

《每日电讯》、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湖

南日报》、《湖北日报》、《江西日报》、《健康

报》、《中国中医药报》、香港《大公报》、香港

《商报》、 美国美洲电视台等国内外几十家

新闻媒体对苏四光“矢志克癌”的事迹纷纷

进行报道。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

坡、日本、韩国以及香港、澳门等一些国家

和地区的医学专家、教授不断来信来函，与

苏四光切磋交流。 2008 年 10 月，中华医学

促进会中老年保健协会决定任命苏四光为

全国名医理事会常务理事。

苏四光一直跋涉在中医克癌的路上，

他“以毒克癌”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是什么？

“以毒攻毒”与“肿瘤”有着怎样的辨证关系?

带着这些问题， 笔者日前对苏四光进行了

走访。

问： 从中医的角度， 肿瘤应该怎样

分型？

答： 肿瘤的发生， 是人体脏腑阴阳失

调、六欲七情、饮食劳倦、外伤等综合因素

长期作用于人体，导致人体正气亏虚、邪毒

内生。 因此，中医治肿瘤首先是辩证分型，

临床上根据四诊资料分型为：1、 痰湿瘀毒

内结型；2、血热瘀毒内结型；3、寒积瘀毒内

结型；4、津枯燥热瘸毒内结型。

问：对症下药，才能手到病除。 中医在

抗肿瘤方面如何做到这一点？

答：肿瘤病例均采用：1、以毒攻毒，药

用 180 抗肿瘤的专用配方制成的药丸，口

服，每天三次。 2、配合辩证分型治疗：A、痰

湿瘀毒内结型，治以燥湿化痰，活血化瘀，

解毒消肿，选用二陈汤合血府逐瘀汤化裁。

B、血热瘀毒内结型，治以清热凉血，化瘀解

毒消肿，选用犀角地·黄汤合桃仁承气汤化

裁。 C、寒积瘀毒内结型，治以温阳散寒，破

瘀解毒消肿，选用五积散化裁。D、津枯燥热

瘀毒内结型， 治以滋阴润燥， 化瘀解毒消

肿，选用参麦冬汤合四物汤化裁。

问：“以毒攻毒”治疗肿瘤，应该如何把

握其中的辩证关系？

答：我认为，肿瘤的病理因素在于两个

方面：一是瘀毒内盛，二是正气亏虚，尤以

瘀毒内盛为突出。 针对肿瘤形成的病理因

素，治疗上“以毒攻毒”是关键，因而采用中

药里的毒草毒药，冲破中药学“十八反、十

九畏”的传统配伍禁区加以炮制而成的 180

抗肿瘤专用药剂为主要治疗药物， 再配合

辩证分型治疗，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方

法。 但是，对于“以毒攻毒”的方法治疗，是

一种必须慎用和科学应用的手段， 不能乱

用、滥用。 而且毒药的炮制也非常严格，如

稍有不慎， 将会造成患者肝、 肾功能的损

害。 我对该方法的应用是带曲线型的抛物

线原理用药， 希望广大医学者与患者用辩

证唯物主义观点去理解。

问：中医“以毒攻毒”治疗肿瘤，效果会

如何？

答： 西医治疗肿瘤主要采用手术、放

疗、化疗等方法，这些方法都有其局限性，

可能导致肿瘤细胞转移， 且病人免疫系统

被破坏，生命堪忧，生存质量不高。 中医“以

毒攻毒”治疗肿瘤，是从整体观念出发，既

考虑局部的治疗， 又对患者全身状况进行

系统的调整，用中药整体施治、分型而治，

不但能使毒、副作用大大减少，而且对手术

后的肿瘤复发、 肿瘤细胞扩散转移等有稳

定的控制作用，能使肿块消失，特别对中晚

期患者疗效明显。

问：中医治癌具有很大的挑战性，需要

付出巨大的代价， 为什么您对此追求仍那

么执着？

答：癌症是一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面

对许多癌症患者与病魔搏斗的情景，看到

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由于目前医学的

局限，不能把他们一个个拯救出来，我的

心倍感沉重。 每一个医学工作者，如果能

设身处地站在病人及家属的角度去考虑

问题该多好!是这样的话，他必然会感到自

己付出任何的代价都是值得的，没有什么

比人的生命更宝贵! 这也就是我之所以不

惧风险，不怕误解，不求回报，始终不放弃

这项事业的根本原因。

�������新化县协民医院是由新化县卫生

局主管的国家医疗保险定点机构。其前

身为新化县肿瘤专科门诊部(新化县中

医肿瘤研究所)。

医院坐落在风光旖旎的新化县城

西跑马岭，占地面积 100 余亩，一期为

投资 1000 万元的门诊综合大楼， 设有

肿瘤科、中医科、肿瘤疼痛科等专科诊

室，配备有 B 超室、X 光室、生化室、检

验科等医技设施， 附设医学委员会、梅

山医学研究会等科研机构，并与南华大

学，湖南中医药研究院等多家医学院所

进行科研协作。 二期工程拟投资 8000

万元，建设多个中医特色专科医院和高

标准住院部、疗养病房，以及康复休闲

小区。还将斥巨资在长沙昭山风景区新

建一个高标准的省级疗养中心，整个医

院建成后，将是湖南省规模最大的集门

诊、住院、康复、休闲为一体的花园式、

家庭式、宾馆式医院(医疗疗养中心)。

医院由青年肿瘤专家、第九届中国

世纪大采风“十大新闻人物”、全国名医

理事会常务理事、娄底市政协常委暨新

化县政协常委苏四光担任院长，拥有一

批在专科方面很有造诣的执业医师和

护理人员，秉承造福患者，奉献社会的

宗旨；实行专家治院，科研兴院的方针，

努力给肿瘤患者带来生的转机，康复的

希望! 帮助老年朋友实现老有所养、病

有所医的良好愿望!

�������专家热线：0738-3526108

���������������������������������3526109

�������医院地址：湖南省新化县上梅镇

城西路跑马岭 39 号

网址：www.xiemin.cn

造福肿瘤患者

构建和谐社会

———湖南省新化县协民医院简介

以毒克毒 拯救肿瘤患者

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接见新闻人物时与苏四光亲切握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