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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cancer i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o
find out the theoretical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to seek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ncer, to find new ideas in cancer research.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el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cel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rgans. Overload injury to organs function
affects the operation of the machine and the occurrence of cancer. Deficiency of vital energy is the
cause of cancer. Therefore,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pectoral qi, middle qi, and promordial qi is
the principle of treatment of cancer from beginning to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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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中西医对癌症不同认识的比较，找出其理论优势和不足，寻求癌症发生发展的真谛，为癌症的研究
找出新的思路。通过对细胞结构和功能的阐述和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剖析，指出细胞结构功能与脏腑是息
息相关，一脉相承的。脏腑机能受到超负荷的伤害，影响气机运行而发生癌变。气虚是癌变之因。因此，
固护人体宗气、中气、真元之气是治疗癌症至始至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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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西医理论对癌症成因的不同认识
1.1. 中医对癌症的宏观认识及其包容性
“癌症”一辞，在古医籍中有散在记载，至今，诸多医家对癌症的致病因素和治疗方案各有见解[1]
[2]，认为癌症发病的成因多为：热毒郁积、痰凝气滞，气血瘀阻、脏腑失调、阴阳不和等等…… [3]。没
有准确和具体地表明癌症发病的真正内涵，只是概括性作了些宏观地判断。几千年来，中医受到各种历
史原因的局限，始终停滞在阴阳五行学说的范围内，没有以精准而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加以提高和发展，
所以，显得力不从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目前，紧迫的是对中医理论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态度
去继承发扬，更应当吸取西方医学在微观研究上的科学方法，充实和融合两种理论，形成完美的、颇具
特色的、先进的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具有哲理性、包容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阴阳五行，包罗万象。只有以科学的眼光和方法去充
实，合理的诠释，才是东方医学发展的方向。

1.2. 西医对癌症研究的科学性和不足点
西方医学的微观研究，促进了人类医学的突飞猛进，其对生理、病理、解剖的深刻阐述，使之对人
体有所了解[4]。从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学的基本状态，从蛋白质合成、表达，生物酶反应，细
胞因子的变化以及膜电位、信息通道的全面剖析，充分解释生命存在的生理和病理状况，以多种检验手
段，对各种疾病作出有效的认定，尤其对肌体内某些超微物质，如“基因”、“端粒”、“线粒体”的
结构和功能深入研究，体现了西方医学高度的科学性[5]。然而，人体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奥秘的生物体，
生活在地球上，受宇宙中多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干扰，所产生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尽管在与疾病
斗争中，掌握了一定的、规律性的知识，但还存在着一些未知的部分。西方医学同样也存在着不足的方
面，比如说癌症是“基困突变”所致[6]。难道与内脏机能没有联系吗？各种蛋白质的表达是孤立存在的
吗？西方医学，忽视了生理、病理变化的整体性，其研究方向是呈直线的勇往直前，没有从多方面联系
的角度去考虑，忽视了五脏六腑与疾病发生及体内物质变化的整体性和相关性。在这点上，西方医学应
给以关注。地球上一切生物的存在都与宇宙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环境息息相关，忽视了宇宙观和整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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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免存在不由自主的片面性，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是值得西方医学吸取的。只有取长补短，才能相
得益彰。

2. 从微观研究与宏观认识结合角度寻求癌症变化的轨迹
2.1. 西医对细胞结构和功能的剖析
西医以高科技手段，对生物的基本单位——细胞，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等
方面涉及到细胞内结构和功能的深刻剖析。
1) “端粒”，认为端粒是真核细胞染色体未端的一种特殊结构，它的合成是一段 RNA 为模板，通过
反转录酶合成的端粒片段，是由六个碱基重复序列(TTAGGG)和结合蛋白组成的，具有染色体功能，防
止染色体 DNA 降解，未端融合，保护染色体结构基因 DNA，有调控细胞生长，稳定细胞活性的作用。
2) “端粒酶”是端粒延伸的反转录 DNA 合酶，是由 RNA 和蛋白质组成的核糖核酸——蛋白质复合
物。端粒酶能延长缩短的端粒，从而能增强体外细胞的增殖能力，端粒酶的活化是细胞衰老，永生化及
癌变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共结构及功能的特殊性，及对活化的测定，有着潜在的解开癌症奥秘的重要意
义。
3) 线粒体：线粒体的研究是在 1857 年，由瑞士解剖生理学家阿尔伯特∙冯∙科立克，发现肌细胞中颗
粒状结构，被德国病理学家理察德∙阿尔德曼命名为“原生精”(bioblast)猜测其颗粒是寄生在细胞内的
“细菌”。1923 年至 1933 年，英国生物学家对线粒体内的氧化还原链(redoxchain)的物质基础进行研究，
分辨出反应中的电子载体——细胞色素。1931 年沃伯格发现呼吸酶的性质和作用方式，线粒体参与某些
氧化反应的认识逐步公开，打开了对线粒体实质性功能的研究之门，无可否认的确立了线粒体这一重要
细胞器的功能定位。
线粒体是真核生物进行氧化代谢的部位，是糖类、脂肪和氨基酸最终氧化释放能量的场所。
其氧化途径是“三羧酸循环”和“氧化磷酸化”。从而通过某些高能分子还原氧化释放的能量合成
“ATP”供给细胞的机能活动。
线粒体的主要功能是进行能量转化。它可以储存钙离子，可以和内质网、细胞外基质等结构协同，
以控制细胞中钙离子浓度的功态平衡，调节膜电位，并控制细胞程序性死亡。
线粒体跨膜电位的耗散导细胞凋亡。线粒体膜通透性增加，能使诱导凋亡因子(AIF)等分子释放进入
细胞质、基质、破坏细胞结构。
由于线粒体，内、外膜、膜间隙、嵴、基质等结构中，含磷脂、蛋白质，多种生化反应的底物，可
溶性酶和辅助因子，具有十分复杂的生化反应储能。人体各种疾病形成其生化反应的状态和程度是极其
奥妙的，许多未可知的，影响生命活动的因素可能就在里面。

2.2. 中医脏腑功能与元气学说
中医以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概括人体。认为五脏是生命活动的中心。而且将其比喻成一部国家机器。
以心脏为主的君主，统领着肺、肝、脾、肾等臣使之官，它们即分工，又合作，行使各自的职能。心脏
主血液循环，沟通机体内外，肺司呼吸，主供给氧气，以推动血循，肝主各种生理所需物质的加工、储
存及废料的分解处理，脾主营养物质的传送监控，肾主储存最高的精微物质，号称“先天之本”。
五脏与其相偶连的五腑，形成一个局部网络，即心与小肠；肺与大肠；脾与胃；肝与胆；肾与膀胱；
它们在偶联的范围内，协调生理功能。它们之间的合作协调相对地维护整体的协调。保持着正常的生理
功能。然而，脏腑的整体功能又依赖于气血的支撑。气血的盛衰，决定脏腑功能的盛衰！中医谓：“百
病源于气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强调了气血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血载气，气运血”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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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了气和血的辩证关系。“血”是向机体运送各种支持正常生理活动物质的载体。而“气”则是推动，
使之正常运行的原动力，生命活动的根本机能。
气和血，两者相辅相承。气血运行正常，脏腑的功能就正常，否则，气血逆乱，则百病丛生。气为
阳，血为阴，所谓“阴阳互根”、“阴生阳长”，阴阳的对立、统一，气血的协调平衡，关系到脏腑，
关系到生命活动的正常与否。
中医将气分为“宗气”、“中气”、“真元之气”，简而言之，即：肺气、脾胃之气和肾气。在这
三气之中，真元之气实为重要，其次是肺气，脾胃之气，此三气又不可分割，没有肺气的司呼吸，进行
气体交换，没有脾胃的吸纳运化监管之气，生命也无法存活，至于“真元之气”即生发之气，生命的原
动力，没有生命的原动力，生理活动就无法启动(如同细胞内线粒体功能一样)，所以，真元之气的强弱决
定生命活动的起始和衰亡，真元之气若受到挫伤势必对生命产生威胁本文认为，癌症的发生与发展与真
元之气遭到伤害是密切相关的。

3. 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治疗癌症的切入点
中医在“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指导下，对脏腑生理病理作出了概括性总结，阴和阳是矛盾的
两个对立面。哲学观认为，“对立统一的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阴阳即对立又统一，形成一个整
体，任何事物，任何生物都不可违背对立统一的客观规律。在五行学说中，以金、木、水、火、土等自
然物质取象比类来形容脏腑间的生理联系。以五行的生剋乘侮的方式揭示脏腑之间的平衡和失调关系。
生和剋，就是资生与制约的对立统一的方式，每脏都具有生我、我生、我剋、剋我等多维的内在平衡关
系。这种平衡关系一旦被内外多种不利因素干扰，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病理反映。在脏腑各组织器官中，
都存在着这种自生的平衡关系。局部的平衡以至整体的平衡，是正常生理状况下的必然。局部构成整体，
整体是局部的总和，局部和整体是息息相通的，它们的平衡关系的模式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整体的机
能完全能体现在局部，而局部的机能状态能真实反映整体的机能状态，以此推论，人体最基本单位——
细胞则能够反映整体的机能状态，细胞只是整体机能在局部的一个缩影。细胞的物质结构及其机能状态，
如同整体一样，依然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平衡关系，癌基因与抗癌基因，激活与抑制等构成细胞正常生理
活动的要素，细胞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坦率的反映整体机能的变化，阴阳的消长，正负的改变，支配着
细胞以至整体的机能状况。这表明细胞内、线粒体、端粒，以至端粒酶，各种蛋白质的合成、表达、DNA、
RNA、转录、反转录等等，都是在以平衡或不平衡的状态下变化的，细胞间的结构与功能活动始终存在
着生、剋、乘、侮的关系。这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规律。
线粒体是细胞内一个十分重要组织结构，西方科学家认为是一种有生命的“细菌”，有自己的遗传
DNA，是细胞能量加工厂，也是细胞功能的启动源。
不同的组织器官都存在形态，大小，数量不同的线粒体，而且多存在代谢旺盛的组织中，肩负着加
工，释放能量的重任，各自保证不同组织的正常生理活动。线粒体和端粒共同维持细胞整体的平衡，掌
控细胞分化与凋亡。一旦在内外因素干扰下，它们的职能就会被削弱，使生命活动向负极倾斜。产生威
胁生命的有害物质，使细胞成反向转化——形成恶性肿瘤。
中医所谓的“命门”，即肾间动气，坎水中一点真阳，真元之气的策源地。整体生命活动的萌动所，
笔者认为，命门与线粒体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命门是整体的启动机构，而线粒体则是局部细胞机能
活动的启动器，它们之间的生理信息和病理反映应当是相通的。两者的信息传达和反馈，构成生命系统
的一致性、相关性和协调性。整体与局部的相关性，如同中央和地方一样，是息息相关的。
线粒体即能提供细胞内各种物质代谢所需的能量外，在一定特定条件下，产生超氧离子自由基，引
发肿瘤转移灶，有科学家曾发现癌细胞转移的“线粒体开关”。说明线粒体在癌症发展中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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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线粒体膜，呼吸链酶，及线粒体 DNA 等成分，结构、功能及理化性质同整体机能变化进行综合
性的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端粒在正常生理状况下，能保持染色体的稳定性和细胞活性。而端粒酶则是维护端粒的长度，保护
端粒基因组完整、细胞活性和潜在的增殖能力，有着重要作用。
端粒酶是细胞中一种“酵”素，能填补 DNA 克隆机制的缺陷，修复端粒，保护端粒不因细胞分裂受
损，在正常细胞中，端粒酶的活性有严密的调控机制，完成细胞分化成熟后，就会逐渐消失，而在肿瘤
细胞中，如果端粒酶重激活，就会助长癌细胞快速、无限增长，所以在恶性肿瘤形成后，阻止端粒酶激
活是十分必要的。
端粒的长度与端粒酶的功能正相关，端粒的长度与细胞的老化程度和寿命密切相关，在端粒功能丧
失的情况下，肿瘤内端粒酶重激活，助长癌症发展。
在癌症中，线粒体功能丧失，癌细胞只依赖糖分解代谢，失去了线粒体的供能，细胞失去了正常调
控，呈异常分化，以致影响整体功能丧失。
线粒体的供能，端粒的维持和调控细胞分化和凋亡，共同维护细胞的功能的稳定。而端粒酶在正常
细胞中，起维护和修复端粒缺陷的作用，而在肿瘤细胞中，又助长癌细胞的无限增殖，如同：“水能载
舟，亦可覆舟”的双重性。
鉴于上述，西方医学对线粒体、端粒、端粒酶的剖析，能否与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有机结合起来，
把局部的机能变化，同机体整体机能联系起来，用“对立统一”的整体观念，用“阴阳消长”、“物极
必反”的哲学观来探讨癌症的来龙去脉。从多维的思考去探讨癌症的究竟，拓展思路，取长补短，进一
步完善医疗理论体系。

4. 中西医学理论融通是攻克癌症的根本出路
在人类医疗领域内，东方和西方医学都肩负着维护人类健康的重大责任，两种不同的医疗理论体系
具有各自的特色，西医以微观物质结构和鲜明的生化数据显示其科学性，中医以阴阳五行，整体观和辨
证论治突出其哲理性和包容性[7]。几千年来，中医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以辩证；以汗、
吐、下、和、清、消、温、补以治则；以酸、苦、辛、咸、甘、淡，以辩性。用三个指头切脉：以浮、
沉、迟、紧、缓、芤、弦、滑、墙、虚、实、长、短、洪、微、革、牢、软、弱、散、细、伏、动、促、
结、代等脉象微妙变化来判断疾病的轻重，以鱼翔、雀啄、虾游、釜沸、弹石、湧泉、解索等形象的解
释和判定疾病的危候。等等，虽然有些抽象，但能贴切自然。通过取象比类：由表及里，具有一定的客
观推理性和实用性。本文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不足，为了使医学达到极致水平，两者应取长补
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尤其在对癌症的研究上，西医应当吸取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用西医的检
测数据和微观变化来解释中医的基础理论，西医“八大系统”的生理机能与脏腑的机能能够合理地融通，
微观物质的变化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中医十分重视情志活动过极对生理的影响。如何用高科技的手段，
用体内超微物质的改变的数据，加以证实。癌症与剧烈的情绪波动，有一定的联系。如果精神情绪处于
十分低落状态，癌症的发展就会加速，是否牵涉到肿瘤内免疫功能减退而引起端粒酶的激活有关值得探
讨。
细胞内结构与机能的平衡与失调，直接被脏腑之气——宗气、中气、真元之气所掌握，癌症应该是
病理作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物极必反”的突变过程，是阴阳对立统一的平衡关系破坏的结果，要
想弄清真相，需得冷静思考，用新的理论方法达到掌握癌症的目的。
由于“气”是无形的，它是人体机能活动的总称，古人在无法用数据显示的情况下，只有以取象比
类，提纲挈领，执简驭繁的方法来观察和认从，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金医要略”，巢元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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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诸病源侯论”内经中，“病机十九条”等都根据疾病的症状作出判断，很朴实地作出归纳，从客观
的角度，以把握方向。也能有效的治疗多种疾病。多年来中西医之间格格不入，西医否认中医的优点，
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理论难以理解。其隔阂是没有充分沟通。一个是宏观认识，一个是微观探讨。如
果两者有机结合，互不排斥，取长以补短，那么，有许多未知的生理奥秘就会被解释，许多复杂的变化，
就会明白。

5. 结语
癌症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类消耗性强，危害性十分独特的慢性病，由于没有准确
弄清楚，癌症的起因，只知道“基因突变”，只发现一些“肿癌标志物”，不知道是怎么导致的，即使
尽最大的努力，以“化疗”、“放疗”、“手术”、“药物”等方法还是遏制不住其风险。癌症是机体
机能超负荷的结果。是耗伤了元气的结果。人体各器官的机能活动是有一定的生理限度的，持久的疾病，
持久的精神刺激，持久的不良生活习惯，持久的环境不良因素干扰，使处于平衡状态的机体付出无休止
的对抗变得十分疲惫，干扰因素的量变导致机体机能以及物质结构的质变，由此产生的代谢产物不断的
削弱人体的机能，以致形成不可逆转的局面。
宇宙中的大气是生物生存的根本。人体内宗气，中气，真元之气是生命活动的根本。人体生命活动
是在气的掌控下进行的，没有气的生发、推动，生化就无法进行。对癌症的治疗应当至始至终地维护人
体正气，即宗气、中气、真元之气，补充正气，提高自我抵抗癌变能力，抑制癌症转移，补充正气以防
止新血管新生，补充正气以抗氧化，抗自由基。在临床中，何时以补为主，何时攻补兼施，运用辨证施
治，因人，因时，因地，因病具体变化灵活运用，往往能改善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和延长其生存期，甚至
能治愈。
如果将线粒体，端粒以及端粒酶的研究同中医“元气”学说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就能够认定局部与
整体的相通性和一致性，能够使细胞结构和功能活动同中医所说的“元气”相互融通，势必扩大研究癌
症的视野，从而找到攻克癌症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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