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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
拿得了肝癌的父亲试药 生怕一帖下去父亲没了
微信扫一扫
关注更多抗癌咨询

中医肿瘤名家孙彩珍——
世上哪有神医，全是下苦功夫不断琢磨得来的
如果没有两把刷子，很难想象一家专治肿瘤的中医门诊部会发展得有多好。杭州艾克（种福堂）肿瘤门诊部主任孙彩珍，这一生注定和肿瘤杠
上了。她说，这是命。从事中医治疗肿瘤 20多年，孙彩珍看过的肿瘤病人毛估估有 40万人次，脑袋都想破了，不停地了解、试验、研究，从扶正祛邪
法、以毒攻毒法，
再到现在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解郁、通络、软坚、排毒”
法，
孙彩珍希望她往前走的每一步，
可以成为肿瘤病人生命新增的长度。
翻看孙彩珍的履历，她来自金华磐安一个山村里，水土养育，自学成材。这样一个大山里走出来的草根中医，何以在名医林立的大城市立
足，闯出了一条独特的肿瘤治疗之路？

口述：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常委、杭
州艾克（种福堂）中医肿瘤门诊部主任孙彩珍。

1在父亲身上试药
生怕一帖药下去父亲没了
我生长的金华磐安县方前镇陈岙村，四
面环山，是中药材之乡。也许真是一方水土
养育一方人，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好几十种
草药，和哥哥两人经常背着小竹篓上山采药，
下山后换点零花钱。
小时候我们有个小毛小病都是自己采草
药吃。拉肚子了就煎点凤尾草，发烧了就吃
金钱草、蒲公英，小便热淋了就吃点车前草。
我的堂兄是村里的郎中，我们空的时候
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看他给人搭脉看病，帮他
配药。虽然堂兄病人很多，但他日子依然清
贫。为什么呢？因为那时给人看好病了也不
定有钱拿，乡里乡亲的有的就请去家里吃顿
饭，有的给一条烟或一袋米算是报答。
所以那时大家都觉得中医没出息，饿不
死而已。等我们十几岁时，兄妹三人相继离
开村庄去外面读书。
最终能走上中医这条路是因为父亲的一
场大病。
1992年年初，父亲被确诊肝癌晚期。医
生直接说：
“回去吧，不用治疗了，在家好好陪
陪他。”
那一瞬间，天昏地暗。
其实，从开始怀疑到确诊，短短十几天，
父亲已经衰弱得非常厉害，而且腹水多得如
十月怀胎。最初是走着去医院的，后来坐黄
包三轮车，到确诊的时候已经是需要推着平
板车去了。
可是不甘心啊，父亲才 58岁。
那时我 25岁，哥哥 30岁。哥哥在县供销
社上班，我在他家旁边租了房子。我们当晚
就赶回老家找到在当地已很有名气的堂兄。
他一听也慌了，马上过来给父亲看，给我们父
亲吃了二帖药，未见转机。
父亲痛得厉害，一天要打好多针杜冷丁，

更难受的是小便拉不出来，腹部越来越大。
腹水越来越多。虽然极端痛苦，但他不想
死。这就逼着我们一边继续四处打听，一边
翻各种经典医书，上海钱伯文教授说：
“中医
要根治肿瘤必须走破瘀活血的道路，然而破
瘀活血药物的运用易造成扩散，以至于近代
医务工作者都不敢去尝试……但是回过头来
还是要走破瘀活血的道路，只有找到了破瘀
活血的药物与其他药物的有机结合，既能消
除肿块，又不造成扩散，那就找到了中医根治
肿瘤的道路。”据此，我们苦思冥想，绞尽脑
汁，最后心一横，敲定了一个方子。
第二天一早就去配来药，煎了。哥哥不
敢亲自拿给父亲喝，叫阿姨端进去。
他忐忑不安地等在外屋，每半小时去问
下：
“怎么样了？”说真的，我们心里非常没底，
生怕一服下父亲就去了。
过了一天，父亲没事，我们长吁一口气。
但到了晚上说肚子胀，又火急火燎半夜去敲
开药店的门，抓药来吃。
后来，主方不变，其他中药一直视情况增
增减减，没力气了加龟板，睡眠不好了加夜交
藤。
父亲一点点好转，三个月后已经能走了。
到了这年秋天，中药也不吃了，他回到了
陈岙村老家。过了一年后做 B超，肿块不见
了，腹水也没有了，肝里只剩一个钙化斑，抽
血验甲胎蛋白指数也正常。
父亲的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和哥哥的
人生。
于是，村里许多病人开始找上了门。在
家找不到我们，就去我们单位找。
我们想，反正对中医那么热爱，哥哥就先
辞职，在家里做起了土郎中。
我当时工作也比较轻松，业余时间比较
多，
就大部分时间和哥哥一起看病，
一起采药。
父亲的事情一传十，十传百，连天台的病
人都来了。父亲之前在天台做烟丝生意，生
病后生意停了，病好后再去，那些人都觉得不
可思议。

之后病人越来越多,
经常看到凌晨两三
点。我们是搭脉、开方、手杆秤称药一条龙服
务，忙得没有间隙。家里也拥挤不堪，楼梯
上都堵满了人。我也只好辞职了。
为什么要选在家里给病人看病，这里还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不是科班出身，当时
也没有行医资格，但病人来了，总不能见死不
救吧？
我们一边给病人看病，一边系统学习中
医。几年后，我和我哥都拿到了省中医学院
（现更名为浙江中医药大学）成教学院毕业文
凭和国家组织统考的执业中医师证书，终于
成了一名堂堂正正的医生。
于是，我们把诊所开到了县城的街上。
再后来，开到了东阳。
2003年，
我们在杭州开了艾克（种福堂）中
医肿瘤门诊部，
许多老病人一路跟随着我们。

2世上哪有什么神医啊
全是下苦功夫不断琢磨得来的
我们常说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世上本无
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中医治疗肿瘤这
条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这世上哪有什么神医啊，全是下苦功夫
不断琢磨得来的。而且也不瞒大家，我们医
过的病人中，最后没治好的也有很多。手到
病除、包治这种话，我是不敢说的。
这里我真的很感谢我们的病人和家属，
看了 20多年肿瘤，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和挫
折，很多经验和教训实际上是用病人的生命
换来的。
为治肿瘤，我们真是想破了脑袋，国内用
中医方法来治疗肿瘤的门诊部和医院，能了
解的我们都去了解和研究过，北京、上海这些
地方我们都去过。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扶正
祛邪法、以毒攻毒法都各有优点和局限。经
过反复验证后，我们对肿瘤治疗慢慢形成了
自己的看法：解郁、通络、软坚、排毒。
历来中医治病，是扶正还是驱邪，意见总
是不统一。许多肿瘤一发现就已经到了晚

孙彩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
常委、中华医学会名医学术研究会委员、杭州艾克(
种福堂)
中医肿瘤门诊部主任、杭州种福堂
中医院院长。

期，此时应该攻邪为主还是扶正为主，确实也
不好回答。为了求稳，宁可误补、不可误攻的
思想有；扶正、攻邪两不耽误的有；扶正即是
驱邪的也有。
我是坚定的“祛邪”派。肿瘤是癌毒高度
集中之处，就像是一座顽固的堡垒，堡垒不能
攻破，就谈不上治疗肿瘤，更谈不上清扫体内
的癌毒。所以我们常常用比较猛烈的手段，
来驱除病人体内的邪气。我们发现，肺、肝、
胃、大肠、妇科等肿瘤，跟气滞有关。气滞致
病，就要解郁。肿瘤病人体内有癌毒，有瘀
血、毒火、痰湿、食积停滞，所以我认为要立足
于祛邪为主。
此时若大补，你补下去的东西，肿瘤可能
吸收得更多。打个比方，100元的补药，身体
可能只吸收30元，
70元可能是被肿瘤吸收了。
用得不好，人参也是毒药。为什么这么
说？举个例子，不说肿瘤，就是疔疮，如果疔
未溃之前而用人参等补药，不仅疔疮不好转，
反而会出现毒不外出，反向内攻，出现发热等
危象。古训人参杀人是有道理的。肿瘤切不
可妄补！
所以，我们主张饿着肿瘤，用龟板、灵芝，
让肿瘤病人补而不滞。
有时候，面对随时都可能死去的严重病
人，我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如果想求个太
平，给他开一点调补的药，即使治不好，家属
也不会埋怨我。但如果对这样虚弱的身体还
要采取大剂攻下法，一方面不容易被家属理
解，另一方面确实要冒比较大的风险。
但20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
只要掌握好分

寸，
大剂攻下法可能就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
来了。当然了，中药讲究因人而异，不是所有
的肿瘤、
不是所有病人都适合大剂攻下法。
中医中药早点介入
3得了肿瘤，
才能事半功倍
许多人问我，得了肿瘤后怎么办？
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中西医结合。
适合手术的，首先考虑手术、放化疗等西
医治疗，第一时间消除局部病灶。同时，让中
医中药早点介入，早点参与。
手术、放化疗等抗肿瘤治疗手段会影响
患者正常生理功能，抗肿瘤药物的使用会加
重人体肝脏、肾脏负担，同时出现的各种毒副
反应也不利于提高疗效和恢复机能。这个时
候，中医中药若早点介入，能事半功倍。不要
等到病情非常严重甚至已经滴水不进，被大
医院拒收了，再来看中医。那时中药吃不进
去，只能灌肠，效果就会差很多或者没效果。
有的人或许会说，你们不是很晚了也有
不少被你们救起来的吗？我想说的是，能早
还是尽可能早，早比晚难度要少许多啊。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不要乱吃偏方。
有的偏方只有四五味药就号称能治百
病，这些往往都是猛药。兴许真治好过几个
人，但肯定不是很多人。每个人体质不同，药
的耐受性也不一样，乱吃反而会出事。我们
对待同样的肿瘤病人，用的药也是不一样的，
在主方差不多的基础上，会根据每个人的体
质增减。0571-88130000
（摘自《都市快报》
）

人保财险讲堂

清算公告

“保险 +车驾管”一站式服务
近日，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路桥支公司
全面面向市民办理车驾管业务，方便群众随时就近
办理，
打造家门口的“交通警察局”。
据了解，早在 2月 1日，台州市分公司正式与台
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车辆管理所实现车驾管服
务跨界融合，在全市各支公司营业厅设立车驾管便
民服务窗口，
引进 1
0项车驾管业务：

1
.
免检机动车申领检验合格标志（6年内免伤
检测线的 5座及以下车辆）；
2
.
机动车所有人变更联系方式；
3
.
补（换）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4
.
补（换）领机动车行驶证；
5
.
补（换）领机动车号牌；
6
.
补（换）领机动车驾驶证；
7
.
机动车驾驶证变更联系方式；
8
.
自愿降低准驾车型换领机动车驾驶证；
9
.
互联网用户注册；
1
0
.
自助交通违法处理。
需要办理上述服务的市民只需携带行驶证、本
人有效身份证、有效期内交强险保单前往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路桥支公司办理，办理手续方
便，流程简单，打造车辆保险与交警业务一站式服
务。非人保客户也可以前来办理。另外，于 5月 5
日起实行“办事无休日”制度，安排窗口人员周末办
理业务，解决市民因周一到周五无时间办理的难
题。
办理地址：台州市路桥区西路桥大道 311号

台州市路桥启明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注册号：
3
3
1
0
0
4
NA0
0
0
1
8
7
X，法定代表人：王友定，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 4
5天内向本企业
清算小组申报债权，清算组负责人：王友定，清算组成

员：王友定、王米良、周海德、周继青、曹聪敏、曹仁友、王
统分，
特此公告。
台州市路桥区启明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2018年 5月 16日

变更公告

变更公告

兹有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红果果幼儿园法人代
表王贝瑜变更为徐道泉。特此公告。
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红果果幼儿园
2018年 5月 16日

兹有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下包幼儿园法人代
表倪红敏变更为方升霞。特此公告。
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下包幼儿园
2018年 5月 16日

遗失声明
遗失 2
0
1
6年 7月 1
3日由台州市工商局核发的台
州科度门窗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为：
3
3
1
0
0
4
0
0
0
1
8
7
3
3
0
，
声明作废。

地址：西路桥大道 201号（市新华书店 6楼）

投递投诉电话：
892070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