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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说……

束昱辉：
中医是古老而现代的生命科学
开栏语
权健时代周刊“束
说”栏目，邀请权健集
团创始人、董事长束昱
辉，讲述他对中医药文
化以及大健康的理念
和看法。
束昱辉，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
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天津工商联副会长，曾
荣 获“ 中 国 十 大 慈 善
家”、
“中国杰出创新人
物”
等多项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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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医治病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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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上升到中医是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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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独立于西医的一种医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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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有其存在的价值，
中医有其存在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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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疾病这一人类共同敌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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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医应该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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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方探密

开栏的话：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
贵财富，
它以厚重的文化底蕴、
丰富的临
床经验、
独特的理论体系、
卓越的治疗效
果，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人类健康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了国际社
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权健集团肩负社会责任，从祖国悠
久、浩瀚的中医药文化宝库当中汲取养
分，
一直致力于传统中医药的收集、
保护
和研发工作，意在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中
医药文化。十余年来，
权健先后挖掘、
收
集和整理针对各类疑难杂症的民间中药
秘方 600 余副，许多秘方耗资千万重金
购得，让隐藏于流传民间的中医药瑰宝
得以焕发异彩。
权健集团董事长束昱辉始终认为，
秘方锁在保险柜里，
它的交易价值再高，
也不过是一张纸。只有让普通百姓认识
秘方、
了解秘方，
让秘方服务于百姓的健
康事业，
它才真正有价值，
才真正发挥了
秘方的作用。
让中医药文化的宝库向公众开放，
让中医药文化在应用中继承和发扬，权
健时代周刊将开设“秘方探秘”专栏，陆
续公开权健集团重金收购、聘请专业团
队反复研究验证的中医秘方。记者采访
了主任医师徐明，
请他讲解其中的医理、
药理，让广大读者能够深入了解中医药
文化的博大智慧。

——束昱辉
中医，是打开东方科学之门的钥匙，它
在治疗疑难病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
近百年来，由于西方医学的介入，挤压了中
医的生存空间，让有些人对中医产生了“不
科学”的偏见，甚至误解。在他们看来，西医
站在“科学”的旗帜下，代表着先进的技术和
理念，而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医，无法用现代
科技手段来证实其疗效，因此算不得科学。
一 些 人 认 为 能 够 看 到 的 、验 证 的 才 是 科 学
的，看不到摸不着的都是伪科学的，其实这
种判断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因为没有调
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对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中
西医没有科学、系统的研究下，妄下判断，已
经是反科学了。
其实，中西医都是人类防治疾病、维护健
康的医学科学，目的一致，只不过是不同的医
学体系而已。正如国医大师孙光荣先生所
说，西医学是在还原论的指导下，基于解剖学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诊疗思维着重于寻求
致病因子和精确病变定位，然后采用对抗式
思维，定点清除致病因子，使机体恢复健康；
中医学则是在整体观的指导下，基于天人合
一、形神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诊疗思维着重于寻求致病因素和正气、
邪气的消长定位，然后采用包容式思维，非定
点清除致病因子，而是通过扶正祛邪、补偏救
弊使机体恢复健康。
可以看出，中西医有着许多相同之处的，
比如，中西医的对象都是病人，目标都是治病
救人，恢复健康，这是中西医最大的相同之
处。同时，中西医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很
多人可能都听过这种说法“西医治标，中医治
本”。这句话说得没错，西医施治，讲究局部
治疗，药效直达患处，也就是通过合成药剂，
口服或注射的方式让药物直达患处，达到治
疗的目的，往往是治一就是一，不会对其他局
部有所补益，甚至一定程度上来讲还有较为
明显的副作用。中医施治，讲究全身调理，也
就是说通过全面性的调理达到治愈局部病症
的效果，犹如釜底抽薪般的治疗方式，往往是
治一而治通身，往往治愈一个病之后，感觉身
上的好多小毛病也顺道不见了，这就是中医
中的“通全身而治”。其实，这种差异的产生，
是因为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的。中医的基本
理论是整体和辨证的，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
义。西医更注重对微观的研究，把人体从器

官不断地细分，已经达到了分子水平。
现在很多否定中医的人，其实是缺乏对
中医的最基本认识的，或者对中医没有任何
概念，他们往往因为自己或身边的人看中医
疗效不达预期，就会认为中医治病没有用，
进而上升到中医是骗人的、不科学的。这种
偏见是要不得的，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存
在治疗失败的情况，我们既然能接受西医诊
疗失败的情况，为何就对中医不能多一些宽
容呢？西医临床的有效性，不能弥补其医学
理论的不足。中医理论的先进，也不能保证
其诊疗就百分百全对。个别中医大夫的水
平问题，不能推而广及至中医理论。中医理
论以及对生命的认识，在秦汉以前的几千年
里早已定论，
《黄帝内经》就是完整的体系。
此后的中医学主要是具体疾病医疗方法、方
剂、药物的补充、细化，基石没有动摇过。可
以说，中医凝聚着古老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
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
验，拿中医临床方剂来说，有几十万种之多，
尽管存在真伪，但是总体而言是千百年无数
人直接实证的记录，并不比狭小范围的实验
室、区区千百病例短时间内的西医临床研究

逊色，其整体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是毋庸置
疑的。
不可否认，作为一种古老而现代的生命
科学，由于其历史悠久，也就是历史太长，其
发源、发展历史有很多没有记录的地方。且
由于其几千年的发展、秘不外宣的传承方式，
特别是很多验方的发明，都没有记载发现过
程，导致了种种神秘性。加之有的庸医和中
医骗子，故意在诊治中表现得玄而又玄，导致
了中医在很多人心目中的负面印象。同时，
现代科技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也远未尽善尽
美，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中医理论无法用现代
语 言 来 描 述 、中 医 与 西 方 医 学 无 法 互 通 互
融。所以，继承，除了要最大限度接受，以免
遗失之外，就是要在与现代科学之间架设桥
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继承和中医文化
的复兴。
总而言之，作为独立于西医的一种医学
体系，中医有其存在的价值，在面对疾病这一
人 类 共 同 敌 人 的 时 候 ，中 西 医 应 该 并 肩 作
战。对待中西医的态度，不是先用非黑即白
的武断的态度来判定对错，而更重要的是分
清楚什么情况下该用哪种方法更有帮助。

科技创新

中医药深度
“触网”便民服务更贴心

示意图

本报综合报道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深入开展
“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活动的通知》。该
《通知》作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配套文件之一，
明确了
便民惠民活动的具体措施，直击痛点，着力解决
百姓就医过程中的困难，
引发行业关注。中医药
行业乘着“互联网+医疗健康”政策东风，迎来新
的发展契机，
中医药便民惠民服务更贴心。
便民惠民活动落实利好政策，
加快健康中国
建设。此前，
《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国务
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等
政策陆续出台，为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指明
了方向。此次便民惠民活动提出就医诊疗服务
更省心、结算支付服务更便利 10 项具体措施，细
化任务，旨在让更多的群众切实享受到“互联
网+医疗健康”创新成果带来的实惠。
便民惠民活动助推
“互联网+”
与中医药特色
相结合，
满足群众多元化中医药健康服务需求。数
据显示，
2017 年我国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激增至
325 亿元，预计 2026 年将达到 2000 亿。面对互联
网医疗市场蓝海，
中医药大有可为。中医药在治未
病、重大疾病治疗和疾病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
势，
微信
“挂中医号”
、
微博
“中医询诊”
、
在线教学等

正越来越普遍。
《通知》的下发，
将带动更多的优质
中医资源
“触网”
，
为群众打开方便之门，
不断提升
中医药服务的普惠化、
便捷化水平。
便民惠民活动提出的措施涵盖了预约就诊、
检查检验、
用药服务等内容，
覆盖群众就医流程中
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将助推中医药现代化发展。
活动提出，电子健康档案数据库与电子病历数据
库互联对接，
全方位记录、管理居民健康信息，
有
助于中医全面掌握患者数据，
实现诊疗方案最优
化，
并提升其诊疗效率；
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各级医
疗机构借助信息技术便捷实现中药饮片代煎、配
送服务，
将解决患者排队久、
煎药不便及取药难等
问题，
这些举措都将在实践中推动中医药现代化。
“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活动，着手细
微，
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互
联网+医疗等，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
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的指
示要求，着力解决好群众操心事、烦心事。中医
药发展应抓住契机，插上“互联网+”的翅膀，深
度
“触网”顺应时代发展大势，
实现中医药与互联
网的多元碰撞，不断扩展中医药服务内涵，在实
实在在的便民惠民活动中，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
势，
惠及更多百姓，促进中医药产业升级，
为健康
中国建设贡献
“中医力量”
。

白花蛇舌草

“扶正”
“祛邪”
缺一不可

秘方主要成分：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重楼，黄
芪，
党参，
白术等。
药理功效：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健脾益气，扶
正祛邪。
疾病的过程，是正气与邪气矛盾双方互相斗
争的过程，邪胜于正则病进，正胜于邪则病退。因
而治疗疾病，就是要扶助正气，祛除邪气，改变邪
正双方的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疾病向痊愈方面
转化。可见，扶正祛邪是解决邪正矛盾的基本方
法，
是指导临床治疗的一条重要法则。
这是一张针对肿瘤的基础方，在此秘方中，应
用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重楼等几味药材用以清热
解毒，起到“祛邪”的功能。黄芪、党参、白术等则
有补气升阳、补脾益气的功能。肿瘤好比实力强
大的敌军，一味下猛药祛邪，好比打仗，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所以这个秘方的妙处在于攻守兼备，杀
敌的同时壮大自己的实力，此消彼长，让肌体获得
胜利恢复正常。这个秘方充分体现了中医药辨证
施救的智慧。
白花蛇舌草是一种常见的中药，别名龙吐珠、
珠仔草，其功效与药用价值非常大。经过无数例
患者的疾病治疗的实践证实，白花蛇舌草不但可
以活血化瘀，
消肿散结，
而且还可以止痛。
而在治疗肿瘤的临床中，
白花蛇舌草还是可以
辅助手术、
放疗、
化疗的一味中药，
与其它的中药配
合应用效果更佳。
从中药的角度来看，白花蛇舌草可以与半枝
莲配伍治疗肺、食道、胃、直肠等部位的肿瘤，起到
散瘀散结、清热解毒止痛的作用。
从西医学的角度来看，现代药理研究结果
表明，白花蛇舌草可以消炎、抗菌、提高人体免
疫力。
黄芪，又名绵芪，属于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类型
之一，一般原产于内蒙古、山西、甘肃、黑龙江等
地，当然也有各处的人工种植，这些种植地点遍布
中国各地。从人们发现黄芪开始，迄今已经有了
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时间中，人们对其
药用价值也慢慢有了了解。它的功效是很多的，
能够利尿、保肝，
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黄芪因为富含多种微量元素，
所以是用于肺与
呼吸能力的基本药材，
可作用于因免疫力低下而引起
的虚汗病症，
增进脾脏和代谢能力。用黄芪补气，
对
于脾肺气虚的患者，
黄芪可补一身之气。黄芪还可以
降低血液粘稠度，
可用来治疗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
等症状。黄芪还能扩张血管，
改善皮肤的血液循环及
营养状况，
因此对慢性溃疡久不愈合者有效。
但同时要注意的是，黄芪药力强劲，针对不同
的人群和病症，特别是用量上，非常讲究，同时需
要和其他中药相配合。 （徐明 主任医师）
（本栏目所涉及秘方及药材仅用于中医药医
理药理探讨，
请勿自行购买服用）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焦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