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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癌症报告显示，全球癌症病例正呈现迅猛增长
态势，到2035年，其数字可达到2400万例，中国癌症发病率已接近世界水平。

“将来的肿瘤治疗一定是从一个精准的预防和诊断开始，然后是精准治
疗。”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院长王平教授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肿瘤转化医学
国际研讨会上表示，随着精准医学的观念开始被广泛接受，肿瘤的治疗观念
也正在逐渐从“对症”治疗向对“基因”治疗的模式转变，尤其是“大数
据”的加盟，使得经验性和传统治疗模式在未来或许被逐步打破，取而代之
的是个性化治疗方式。

据王平介绍，多数肿瘤的发生，都是自身遗传基因和外界环境的共同作
用结果。而目前肿瘤治疗模式仍是“一刀切”，即不同的人患上同一种病都是
同一个治疗方案。这种治疗模式忽视了人类自身遗传基因差异性的重要因
素。基于大数据分析、以基因测序为主的精准医疗，可以监测人的遗传信
息，为肿瘤的早期预防、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和药物研发提供了重要依据，
并为肿瘤精准医学的实施奠定基础，这将有可能改变目前肿瘤治疗过程中的
传统治疗模式，可以针对不同的人提供定制个性化治疗方案，提升治疗效果。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心脏大会·心脏康复
创新与发展高峰论坛暨中国女医师协会心
脏康复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中西医结合I
期心脏康复专家共识》（简称《共识》）发布。

该《共识》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
胡盛寿、陈可冀、高润霖、葛均波4位院士发
起，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北京阜外医院心脏
康复中心主任冯雪组织心内科、心外科、运
动康复、营养科、中医科、疼痛科等领域权
威专家历时两年定稿完成。

据介绍，心脏康复是通过综合干预手段，
如药物、运动、营养、教育、心理和生活方式的
改变等，控制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以达到
减轻症状、提高生存质量的目的，从而减少急
性心血管事件和心血管相关死亡等发生。心
脏康复分为I期康复（院内康复期）、II期康复

（门诊康复期）和III期康复（院外长期康复）。
其中I期康复是心脏功能恢复、建立康复意

识、进行康复宣教等关键时期，也是目前急需
标准化、规范化的关键领域。

陈可冀表示，传统医学强调“动静结
合”，针对心脏康复对象的具体特点，采用
不同强度的太极拳、不同体位的八段锦、不
同程度的呼吸导引等个性化运动方案，对
改善康复对象的心肺功能，提高锻炼安全
性、改善机体功能等具有积极意义。

葛均波说，《共识》首次规范了I期心脏
康复适用人群及运动相对禁忌症，并详细
描述了I期心脏康复前的评估及宣教方案，
首次提出中西医结合I期心脏康复的“九久
康复”方案。这将促进学界对心脏康复理论
的了解与重视，使临床实践更加科学有效。

专家认为，《共识》 的发布有助于患
者延长寿命、改善生活质量；提升医疗质
量和工作效率，控制不合理医疗成本增
长，合理使用和节约医疗资源。

美国第三方临床试验机构曾对中
国产三代胰岛素及欧美市场上的甘精
胰岛素进行等效性研究分析，结果显
示，由中国甘李药业研发的国产第三
代胰岛素——长秀霖，其物理化学特
性、胰岛素三维结构和生物活性，均
不劣于欧美市场上的甘精胰岛素，而
价 格 比 同 类 进 口 产 品 便 宜 约 20%至
30%。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名誉主
委、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纪立农近日表示，长秀霖成功打破进
口产品的长期垄断，成为第三代胰岛
素领域国内首个上市的生物类似物产
品。

我国有 1.1 亿糖尿病患者，一旦糖
尿病患者开始使用胰岛素，就需要终身
用药。但国内胰岛素市场一直被跨国企
业垄断。近年来，随着我国生物制剂的
开发，给医疗行业带来了新突破。但也
大幅提高了医疗开支。为满足医疗保障
持续增长的需求，我国必须对有限的医
保预算进行更严格的控制。

纪立农表示，国产胰岛素不仅可
以给糖尿病患者减负，也能为不堪重
负的医保“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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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许多外国运动员身上都露出了拔罐后留下的
印记——圆圆的、颜色或浓或淡，成为赛场上一道风景。奥运赛场上让人振奋的，不
仅是奥运健儿的骄人成绩，还有带着浓厚中国元素的“中医印”，这就是中国的中医术
——拔罐，这种源自中医传统外治领域的非药物疗法，以其方便有效的特征，征服了
众多中外运动员，也让这一古老的中医理疗方法一时成为关注的焦点。

““中医印中医印””频现奥运赛场频现奥运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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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罐，也叫拔火罐，在
我国历史悠久，远古时候中
国人即会用动物的犄角 （如
牛角等） 制成筒状，用于吸
伤口内脓血和治疗痈疽，故
拔罐法古称“角法”。

拔罐疗法历史悠久

拔罐疗法的记载最早见
于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

《五十二病方》，书中即有以角治疗痔疮的
记载。唐代拔罐疗法已成为一门比较完整
成熟的学科。纵观历史，汉、晋、唐、
宋、明代虽然在罐器制作与选材以及吸附
方法等方面都有所发展，但在临床方面仍
以治疗疮疡外科疾病为主。清代拔罐疗法
在各方面均有长足发展。

拔罐方法多样，除了留罐以外，闪罐和
走罐也是常用的方法。闪罐即在某一部位如
穴位、病灶点进行反复吸附并立即使之脱落
的一种手法。走罐指罐体吸附肌肤后，用手
握着罐体在皮肤上进行移动，以皮肤上出现
红、紫、黑色斑为度的一种手法。

既可保健也能治病

拔罐疗法的预防保健作用又
包括健康保健预防与疾病防变

两类。拔罐在临床治疗方
面，从单纯吸拔脓血
治疗疮疡等外科疾病
发 展 到 现 在 能 治 疗
内、妇、儿、外、骨

伤、皮肤、五官等
科数百种 病症，尤其用于治疗落枕、肩颈部疾
病 、 感 冒 、 咽喉疼痛、头痛疾病。拔罐还广泛用
于日常保健 ， 像减肥、预防消化不良、缓解疲劳
等，效果非常明 显。因为它具有操作容易、无副作
用等优点，深受广大 群众喜爱。

拔罐疗法作用部位 是体表皮肤，皮肤是机体暴露
于外的最表浅部分，直接 接触外界，且对外界气候等
变化起适应与防卫作用。皮 肤所以具有这些功能，主要依
靠机内卫气的作用。卫气出于上焦，由肺气的推送，先循行于皮
肤之中；卫气调和，则“皮肤调柔，腠理致密”。健康人常做背
俞穴、足三里等穴位的拔罐，可增强卫气，卫气强则护表能力
强，外邪不易侵表，机体自可安康。若外邪侵表，出现恶寒、发
热、鼻塞、流涕等表证即感冒及天热中暑，及时在肺俞、大椎、
中府等穴处拔罐，常可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中医常说：“不通则痛，痛则不通。”经络气血通达则人体健康，
经络气血不通则人生百病。拔罐可疏通经络，在相应病所即经络不
通之处拔罐，可使阻塞的穴位、经络得以开通，气血得以通达。所
以，颈椎病、肩周炎、腰疼腿痛等痛症病人拔罐效果颇佳。

拔罐疗法可以内病外治。拔罐刺激脏腑俞、募穴为主的体表
穴位，可以治疗一些内科常见病症包括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胃
肠疾患、胆绞痛等，也可收到较好疗效。

拔罐疗法治病机理

现代医学认为，拔罐治病原理有二：
一是改善全身血液循环。拔罐可使局部皮肤充血、毛细血管

扩张，血液循环加快；另外拔罐的吸附刺激可通过神经—内分泌
调节血管舒、缩功能和血管壁的通透性，增强局部血液供应而改
善全身血液循环。

二是自家溶血现象。拔罐可使吸附部位毛细血管破裂，继而
局部出现血液凝固，但不久即崩溃而引起自家溶血现象，随即产
生一种新的刺激素即一种类组织胺的物质，随体液周流全身，刺
激全身组织器官，增强其功能活动。自家溶血是一个延缓的良性
弱刺激过程，可以刺激增强免疫机能，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家庭拔罐注意事项

拔罐时，尤其要注意起罐后的处理。起罐后一般无需进行特
殊处理，被吸附部位局部可涂上润肤剂，以防干裂疼痛。天寒时，体
弱患者注意拔罐处的保暖，以免受风寒。拔罐后 2小时内，拔罐吸
附处皮肤忌用凉水。起罐后应让患者饮用一杯矿泉水或温凉开水，
以补充津液，增强活血通络、托毒外透之功效。起罐后若被吸附的
皮肤表面出现水珠、黄水、红水等，可用干净棉球或纸巾拭干。若皮
肤上出现水疱，可让其自行吸收，或用消毒针或一次性针灸针刺
破，用医用棉球擦干。

（作者为中国中医药报社文
化传播中心）

拔火罐可将脏器组织内
淤肿拔到体表，让局部的淤
肿尽快消除，对急性损伤的
效果较好。

而运动损伤公认最主要
的中医治疗方法是推拿，推
拿可以对关节的移位、错位
起到直接的修复作用，促进
恢复。

针灸对神经、骨骼疾病以
及肌肉疼痛有着显著疗效，有
良好的镇静、镇痛等作用。

外国运动员热衷拔火罐

在本届里约奥运上，人们除了关
注各国运动员的奖牌外，“拔火罐”这
项古老的中国医术也被人们关注起来。

当美国游泳队的“飞鱼”菲尔普
斯已经斩获了 21 枚奥运金牌时，他背
部和肩膀上的一个个红圈圈引起了观
众的关注，这就是拔火罐留下的印记。

拔火罐的英文名叫 cupping，中国
中医的这门独特疗法，就这样亮相于
里约奥运赛场，令人瞩目！

不只“飞鱼”喜好拔火罐，美国男子
体操选手阿历克斯·纳多尔在自己的社
交媒体上也晒出了自己拔火罐的照片，
他还大谈拔火罐的妙处：“这是让我今
年保持健康的秘密武器，它的效果比我
此前花钱做的其他治疗都好。”前奥运
冠军娜塔莉·考芙琳也曾晒出拔火罐照
片。除了这些运动员，还有很多演艺界
明星也尝试过拔罐的“功效”。

神秘的红圈圈受到了不同媒体的
注意，众多外国媒体纷纷对此进行报
道：“虽然很多运动员说这项疗法没有
痛苦，但把皮肤拉起来看上去确实很可
怕”“这是一种安慰剂效应”“不知道有
什么效果，但看上去淤痕不会很快消
失”“这种古老的疗法在中东和亚洲国
家经常被使用，特别是中国”……如今，
通过媒体的传播，已有越来越多的外国
人开始了解这门神奇的“中国医术”。

扶正祛邪保护免疫系统

赛前生病是教练和运动员最不愿
意看到的，因为这都会或多或少影响
运动员的状态发挥，所以，预防工作
尤为重要。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
灸科副主任中医师戴奇斌介绍说，中
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疾
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就是人体的正气
与外邪相争的过程，若正气盛，邪不
得侵，则病退；若邪气旺，正不胜
邪，则病进。拔罐疗法能激发经络之
气，振奋衰弱的脏腑机能，提高机体的
抗病能力，同时，通过吸拔作用，能排吸
出风、寒、湿邪及淤血，发挥扶正祛邪的

作用。对于游泳、跳水、体操等运动项目
的运动员来说，容易受凉，他们拔罐最
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祛除体内的寒气，
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

现代研究表明，拔罐疗法可增强
白细胞和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
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在背部两侧强
力拔罐，拔罐前后，比较白细胞的吞
噬菌指数及血清补体效价，都明显提
高。背部膀胱经走罐，能明显提高正
常人红细胞免疫功能。另外，拔罐疗
法由于有很强的负压吸附力量，使局
部毛细血管破裂，局部淤血，引起自
身溶血现象，同时释放组织胺、5—羟
色胺等神经介质，通过神经体液机
制，刺激整个机体的功能，能有效地
调动免疫系统，对治疗运动员过敏性
疾病、免疫功能低下所造成的低热不
退等，都有较好的疗效。

中医认为，拔罐疗法还能促进肺
部血液循环，改善支气管分泌和纤毛
运动等作用，从而加速呼吸道炎症的
消除。在肺俞、风门穴拔罐，能改善
呼吸道的通气功能和换气功能，常用
于防治风寒咳嗽、慢性支气管炎、哮
喘等病。

疏经通络调节神经兴奋

在武侠电影中，经常会有打通任督
二脉的镜头，这样的人会功力大增。对
于运动员而言，如果经络不通，功力就
会减退。据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
科李广林中医师介绍，中医认为：“经脉
者所以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
通。”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路，使人体
各部分的功能保持相对平衡与协调。如果
经络气血功能失调，会出现气滞血瘀、经
络阻隔、不通则痛等病理改变。拔罐能激
发和调整经气，疏通经络，并通过经络系
统而影响其所络属的脏腑、组织的功能，
使百脉疏通，五脏安和，达到“通则不痛”
的疗效。因此，拔罐对于缓解一些运动
员的疼痛症状有一定的作用。

很多运动员在赛场会出现两个不
利于比赛的状态，一个是过度兴奋，
一个是慢热，兴奋度太低，这也是教
练比较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用拔罐
的方法也可以帮助调节。现代医学研
究认为，拔罐疗法是一种负压机械刺
激作用，这种刺激可以通过皮肤和毛
细血管的感受器，经过传入神经纤维
至大脑皮质，反射性地调节兴奋和抑
制过程，使整个神经系统趋于平衡。

拔 罐 疗 法 具 有 双 向 调 节 功
能，针对人体病理特征进行良性调
节，当身体处于兴奋状态时，拔罐可
使其转为抑制；当身体处于抑制状态
时，拔罐亦可使其转为兴奋。

有的运动员如果过于紧张、疲劳
或热身不充分，可能会出现肌肉痉
挛，拔罐疗法能通过肌肉牵张反射，
直接抑制肌肉痉挛，又能通过消除疼
痛病灶而间接解除肌肉痉挛。拔罐可
刺激身体某一区域的神经，调节相应
部位的血管和肌肉功能，反射性地解
除血管平滑肌的痉挛，获得较为明显
的止痛效果。

活血化淤消肿止痛

对于竞技运动来说，运动员跌打
损伤是常见之事，也难免会出现红肿
热痛，甚至淤血症状。南京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运动保健咨询门诊李靖教授
介绍说，中医认为，气血“内溉脏
腑，外濡腠理”，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
质，人体的一切组织都需要气血的供
养和调节才能发挥功能。拔罐疗法具
有调和气血，促进气血运行的作用，
能够活血祛淤，通络止痛。这是因为
拔罐能加快静脉回流，有利于水肿、
血肿的吸收。拔罐疗法能够促进炎症
的分解、排泄，消除无菌性炎症，达
到镇痛作用，尤其是刺络拔罐法的止
痛效果尤为突出。在拔罐时，对局部
皮肤有温热刺激，能使局部的浅层组
织发生被动充血，局部血管扩张，促
进局部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局
部血液循环的改善，可迅速带走局部
堆积的炎性渗出物及致痛物，从而消
除肿胀和疼痛。

调节肠胃预防水土不服

李靖介绍说，对于参加奥运会的
运动员来说，绝大部分都是客场比
赛，有的甚至要飞越万里，所以，难
免出现水土不服等症状，这些问题会
直接影响运动员正常水平的发挥。通
过拔罐疗法，可调节脏器的运动和消
化酶等，使其发挥作用。当胃肠蠕动
亢进时，吸拔腹部和背部的脾俞、胃
俞穴，可出现胃肠蠕动的抑制状态，
吸拔腹部穴位能加强和调整胃液分泌
功能，并能促进腹腔血液循环，从而
增强消化和吸收功能。对于便秘、腹
泻等疾患都有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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