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4 月 14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张照东

11 天天健康

E-mail:ttjk@tjrb.com.cn

“清”身形“清”血管“清”心肝

本周是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抗癌路上中医与现代医学各有侧重相互配合

清明过后养生
重在身心清静平和

治疗癌症，中医能做什么？
力、肝肾功能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如果同
时配合服用中药的话，诸多问题都会得到一
定程度的解决。
“去年 9 月份，有一位门诊患者说化疗后
出现胃脘部位疼痛胀满，连着胸背一起疼痛，
不想吃饭，大便不痛快。经过诊察发现患者
舌红苔厚腻，脉弦而涩滞，考虑是肝脾不和，
瘀血疼痛。于是我给这个患者开了大柴胡汤
和失笑散。大柴胡汤是调和肝脾的，失笑散
是活血止痛的。过了一周，患者再来就诊，告
诉我胃疼明显见好。但是我诊脉发现患者脾
胃脉有点不足，所以第二次开方的时候加了
一味党参，两周后患者再来就诊的时候胃疼
就已经完全缓解了，食欲和大便也基本恢复
正常。可见，中医在减轻现代医学治疗过程
中所出现的毒副作用的确有非常好的效果。
”
潘战宇说。

中药抗癌路上
警惕那些
“坑”
潘战宇说，临床上经常会遇到一些
患者到处寻觅祖传秘方，或者经人介绍
去看一些所谓的名医名家，花了很多钱
不说，反而耽误了患者的规范治疗。他
提醒肿瘤患者及其家属，中医中药不是
癌症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一定要警惕
中药抗癌路上的那些“坑”，面对疾病要
学着以理性思维辨别真伪。

得了癌症只吃中药可以吗？
总有患者家属到门诊咨询，得了癌
症可不可以不做手术，
不做放化疗，只用
中药治疗？潘战宇说，
“ 对于这类问题，
我们首先要表明态度：
不赞成这么做。”
首先说中西医是互补的，西医杀灭
癌细胞，中医调整内环境。中医代替不
了西医，西医也代替不了中医。所以最
好的治疗方式是中西医结合，而不是单
独的中医治疗或单独的西医治疗。
其次癌症治疗注重临床证据，也就
是被临床试验证实有效的方法才能推广
使用。然而中医治疗的个体化和多边性
导致目前没有高级别的证据证实其有效
性。所以，治疗癌症需要先有一套基础
的、规范的现代医学治疗方案，在此基础
上再加用中医药治疗。

偏方能不能治疗癌症？
潘战宇说，
有的癌症患者执意追求偏方
验方，
到处搜集药方。这种行为非常不可取。
因为中医取得疗效的基础是辨证施
治，需要医生望闻问切，找出问题关键
点，再配制相应的药剂进行调整才能有
效。不能否认某些中药对一些疾病有特
异疗效，
比如青蒿治疗疟疾，砒霜提取的
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等等。但是这
些在中药只是个例，并非中医治疗疾病
的主流。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偏方
真能够治疗癌症，为什么没有把它做成
真正的药物，来治疗更多的癌症患者？
因此偏方治疗癌症即使有效也是少数人
有效，
不能都去效仿。

降低肿瘤复发转移几率

在甘肃省中医院药学部中药房，药师在配置中药颗粒。
中医中药对我国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起
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月 15 日至 21 日是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中医中药在肿瘤治疗
中的作用也日益受到关注。我市肿瘤医院中
西医结合治疗科主任潘战宇教授表示，中医
中药有自己独特的抗癌理念和抗癌策略。它
以整体观为理论基础，通过辨证论治来调整
患者的内环境和肿瘤微环境，达到提高患者
机体抗癌能力的目的。中西医各有优势劣
势，二者相互配合，
才是最好的治疗方案。经
过多年探索，中医中药已经贯穿到肿瘤治疗
的各个阶段，取得了医学专家的高度认可。

调整身体状态完成治疗
潘战宇说，手术、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
治疗是现代医学治疗肿瘤的主要手段，90%
以上的肿瘤患者都要经历一种以上的治疗方
式。然而，由于治疗方式所产生的不良反应，
使得相当一部分患者难以完成治疗全过程。
中医中药所起到的作用是调理患者，使其身
体状况达到最佳平衡状态，以顺利完成抗击
肿瘤的现代医学全过程。

新华社

“去年夏天，
我们医院消化内科的一位胰
腺神经内分泌癌患者，化疗 1 疗程后出现厌
食，恶心呕吐。输注静脉营养一个多月没有
好转，体力下降非常明显。平时都以卧床为
主，从病床走到厕所都会气喘吁吁。所以后
续化疗一直没有进行。患者和家属心急如
焚。经人提醒，想到找中医会诊，
于是家人用
轮椅推着来就诊。”潘战宇说，
“ 当时患者口
苦，口臭，乏力，不想吃饭，恶心呕吐，甚至呕
吐胆汁，小便短赤。属于中医认为的少阳郁
热，我们给予了小柴胡汤加味治疗，
因为患者
病情较重，只给开了 3 服药，嘱咐 3 天后再来
就诊。结果 3 天后患者再来就诊，是自己走
上来的。原来患者服用 3 服药后，恶心呕吐
缓解，饭量明显增加，体力也有了明显的恢
复。之后在中医的调理支持下，顺利进行了
后面的化疗。
”

减轻放化疗的毒副反应
在现代医学治疗癌症的过程中，各种治
疗方式都会对身体产生一些毒副作用。比如
化疗会对患者的胃肠道、骨髓、外周神经、体

自测血糖竟引发手指大出血
专家提醒监测指血血糖要扎指腹两侧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
说，监测指血血糖再平常
不过了，
“ 扎手指”这个动
作对于资深糖友来说更是
家常便饭。然而，就是这个看似毫无技术难
度的动作，让王女士的手指
“血流成河”
。
50 岁的王女士患糖尿病 2 年了，她最近
一次到医大朱宪彝纪念医院的目的不是为
了看糖尿病，而是看左手无名指指腹一个绿
豆大小的血泡。王女士告诉医生，一个月前
自己测血糖时扎了手指指腹中上位置，棉签
按压止血后出现了一个小红点，当时没有在
意。然而一个星期后这个红点逐渐变大，一

健康红绿灯

次不经意的摩擦，红点部位突然涌出大量鲜
血，经过很长时间按压血才止住。后来红点
部位再次出现凸起的血泡，一个月之后，血
泡已经长到绿豆大小，这次她赶紧到医院外
科就诊。接诊的门诊医生为王女士消毒时，
血泡竟再一次涌出大量鲜血，医生按压该指
指侧很快止血，之后用弹力绷带包扎，还建
议王女士随诊。
该院糖尿病教育团队专家表示，引起王
女士手指出血的主要原因是她监测血糖时
扎到了手指的动脉血管，血泡实际是动脉血
管瘤。多数医疗机构的糖尿病教育会先教
授患者正确自测血糖，尽量选择手指指腹两

侧扎入，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减轻疼痛，另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避开动脉血管，减少出血风
险。手指血液供应主要来自手指两侧的动
脉，这些动脉在指腹中上位置会合形成交通
支。王女士正是刺穿了手指动脉的交通支，
导致大量出血。由于按压时间以及力度不
足，动脉壁破损愈合不全导致动脉壁变薄就
形成了看似血泡的动脉瘤，在外力的作用下
非常容易破损引发大出血。
专家提醒糖尿病患者，居家手指自测血
糖一定要扎在指腹两侧取血，不仅可以减轻
痛感，更能避免刺破动脉导致的严重后果。
陈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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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稳定期患者，采用中药调整身体内
环境，也能减少肿瘤复发转移的机会。”潘战
宇说。临床实践发现，虽然得的是同一种癌
症，病理类型和分期等完全相同，
患者预后也
可能截然不同。有的很快复发转移，有的却
能长期安然无事。
“从中医的角度解释这个现象，其实不同
患者体质不同，阴阳失衡的程度不同所导致
的。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去解释，可以理解为
患者身体内环境和肿瘤微环境的不同导致不
同患者之间预后的巨大差异。举例来讲，现
代医学认为机体的高凝状态会有利于癌细胞
的转移，炎性微环境会加剧正常细胞转变为
癌细胞，促进癌细胞增殖，
等等。这些机体内
环境及肿瘤微环境的失衡可以通过中药来调
整。比如现代医学所说的‘高凝状态’，就十
分类似于中医所讲的瘀血证。通过中药活血
化瘀就可以改善患者的高凝状态，从而减少
癌细胞转移的机会。而对于炎性微环境，可
以简单地看作是中医的热毒壅聚，采用中医
清热解毒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消除患者体内的
炎性微环境，也能起到控制肿瘤细胞增殖的
作用。
”
潘战宇说。

健康视点

清明是农历 24 节气中的第 5 个节气。
天津市名中医、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副院
长张智龙表示，清明时节，气候更暖，雨量
渐多，养生宜顺应自然，以清为本，保持身
心清静平和。
张智龙说，清明前后气候变化多端，需根据自己身体素
质适时增减衣物，首选宽松的纯棉服饰，宽袍大袖，以适应
生发之机；外出时宜备件穿脱方便的外套，以便随时增减；
居室要勤开窗通风，天气好时晾晒被褥。
春季应肝，可选择山药、菠菜、韭菜、银耳、大枣等甘温
菜品以柔肝清肝；清明时节雨水偏多，湿气较重，可选择白
菜、萝卜、芋头等以温胃
“清”
湿食物；
多吃苹果、燕麦、豆类、
绿茶等以“清”血管；多吃西兰花、洋葱、大蒜、海带、黑木耳
等以
“清”
肠道。此时要少食或不食鸡肉、海鱼、腌制品等发
性食物，哮喘、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更要忌之。张智龙推荐
黄芩 6 克煮水冲泡绿茶饮用。
张智龙说，清明时节，
人们慎终追远，
难免悲恸伤心，极
易造成肝气郁滞，血压升高，引发肝病、心脑血管或精神疾
病。建议利用清明小假，与家人踏青，有助于清肺健脾，舒
活筋骨、强身健体。
陆静 雷春香

健身
养生

南开医院互联网医院上线

在家预约护士上门服务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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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速递
天津医院和平院区恢复门诊
天津医院和平院区本月 13 日部分科室
正式恢复诊疗，实施全预约门诊。诊疗时间
为周一至周五，周六、周日暂不应诊。和平院
区不设急诊、发热门诊，
如有发热症状可就近
到设有发热门诊的医院就诊。

三中心有泌尿肿瘤线上义诊
本月 17 日，我市第三中心医院泌尿外
科将进行线上泌尿生殖肿瘤义诊活动。义
诊在下午 3 点至 4 点进行，将有四位专家就
泌尿男生殖系肿
瘤的诊断治疗、
护理要点回答患
者的咨询。

医疗动态

我市南开医院互联网医院日前
正式线上运行，该平台是集在线复
诊、健康咨询、护理到家、随访管理、
中医体质辨识等多种先进便捷功能于一体的独立 APP。
在互联网医院，该院内科、外科、中医、妇科、产科、儿科
乃至医技医辅科室的 200 余名医师在线提供诊前、诊中和
诊后服务。诊前，患者可以通过“健康咨询”找到合适的专
家，得到医生线上答疑解惑和康复指导；诊中，患者可以线
上查看部分检验检查报告；诊后，医生还可以通过“随访管
理”
来观测出院患者的康复过程，
降低疾病的复发率。患者
可以预约护士上门治疗。另外，互联网医院还为老病号线
上复诊开方，药品直接送到家。线上还开放了
“中医体质辨
识”以实现治未病，患者通过线上作答既定问卷，系统便能
获知体质类型，出具“私人定制”的中医诊断方案。有体检
需求的市民可以线上预约体检。
近日，李奶奶突在南开医院接受了胆管探查-胆道镜
取石手术。术后，李奶奶很快康复出院。到了更换引流袋
的时候，恰逢南开医院互联网医院运营，李奶奶的女儿就在
网上预约了“互联网+护理”服务，在家用手机从“南开京东
互联网医院”
下单预约了护士上门服务。目前，南开医院有
100 余名护理人员在互联网医院线上注册，以“线上申请、
线下服务”
的模式为出院患者实行护理到家服务。
图为：
护士刘金苗在为李奶奶换药
文/摄影 隋宝石 李婧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