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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枇烟吸入法治疗肺癌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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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长期从事肺癌治疗中,遵从“衷中参西”的学术观

4

结果

点,受靶向学说的启示,设计了“黄枇烟吸入法”治疗肺癌,并

完全缓解 3 例,部分缓解 10 例,稳定 13 例,进展 6 例,总有

取得一定疗效,现总结报道如下。

效率为 81.25%。32 例患者全部获得随访,其中生存＜6 月 4

1

例,6～12 个月 4 例,＞12～18 个月 4 例,＞18～24 个月 7 例,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4～30 个月 9 例,＞30～36 个月 1 例,健在 3 例。中位生存

观察病例来自 1996－2006 年宁波市中医院门诊及病房的
肺癌患者,共 32 例,其中男性 19 例,女性 13 例；年龄 45～55

期为 11.4 月,6、12、18、24、30、36 个月生存率分别为 87.5%、
75%、62.5%、40.6%、15.4%、11.6%。

岁 7 例,＞55～65 岁 12 例,＞65～75 岁 8 例,＞75 岁 5 例；腺

观察期间有 3 例患者治疗 1 周出现头晕,每日改为 2 次治

癌 10 例,鳞状细胞癌 22 例。

疗,头晕症状消失。在治疗期间患者每周检查血常规、肝功能、

1.2

肾功能、心电图各 1 次,32 例患者中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纳入标准
临床诊断为肺癌的患者,并具备下例条件：①病理属于非

5

讨论

小细胞肺癌；②有影像诊断资料；③有病理诊断资料；③未行

雄黄在《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李时珍明确指出：“雄

放疗、化疗及手术治疗；④肺部肿瘤单个不超过 6 cm×6 cm；

黄乃治疮杀毒要药也,而入肝经气分,致肝风肝气惊痛痰涎、

⑤可有肺内转移,而无远处转移；⑥Karnofsky(KPS)评分＞70

头痛眩晕、暑疟泄痢、积聚诸病用之有殊功。”最早临床应

分者。⑦舌质淡白、或淡红、或胖、或有齿痕,苔薄或滑者。

用见于《金匮要略》“阳毒”病条：“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

2

如锦文,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

治疗方法
材料：雄黄、枇杷叶、大烟斗。雄黄碾粉后过 80 目筛,

枇杷叶烤干,切成烟丝状,宁波市中医院中药房提供。
[1]

主之”,方中应用了雄黄一味。再如《重楼玉钥》的“雄黄
解毒丸”、《六必方》的“一字散”、《验方新编》的“玉枢丹”、

治疗时取明雄黄细粉 0.1 g 、枇杷叶烟丝 2 g(日剂量)

《沈氏尊生书》的“青黛散”、《雷氏方》的“六神丸”、《温

混均,使雄黄细粉均匀地粘附在枇杷叶烟丝上,取适量装入烟

病条辨》的“霹雳散”等,这些方药至今仍沿用不衰。但近

斗中,略按实,点燃,如同吸烟一口一口吸之,一直待烟丝燃烬

些年来对雄黄的应用减少,主要原因是一些药理研究者认为

为 1 次治疗。要注意吸烟时一定把燃烧的烟吸入肺中,不要吸

雄黄中含有“砷”的成分,会对人体肝、肾造成损害。笔者

在口中马上吐出。每日吸 2～3 次,连续用 2 周为 1 个周期,休

认为不然,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古人所谓：“药病当之,非

息 1 周后再行第 2 个周期治疗。2 个周期为１个疗程,1 个疗程

人当之”、“有故无损,无损也”,即人所服用的药物,主要作

无效停止治疗；如果有效(KPS 评分＞70 分者),休息 1 个月后

用于疾病,有某种疾病存在,用相对的药物,即使有一定的毒

再行第 2 个疗程治疗。以开始“黄枇烟”治疗 3 个月为观察时

性,要掌握好用药的度,对人体也不会产生大的损害。因此,

点。

《金匮要略》有孕妇服用“桂枝茯苓丸”及刘禹锡“鉴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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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的文献记载 。

观察指标与疗效标准

3.1

现代研究认为,雄黄的主要成分是二硫化二砷、三硫化二

实体瘤疗效评定
[2]

[4]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实体瘤疗效标准 。完全缓解：肿瘤经

砷 。雄黄经过加热或燃烧会产生三氧化二砷和二氧化二砷,

治疗后完全消失,不少于 4 周；部分缓解：肿瘤经治疗后缩小

而三氧化二砷是中西医学者公认的具有抗癌作用的药物[5]。潘

50%以上,维持不少于 4 周,同时无新病灶出现；无变化：肿瘤

[6]
氏等 总结雄黄具有如下几方面抗癌作用：诱导肿瘤细胞凋

经治疗后缩小不超过 50%或增大不超过 25%；进展：原发病灶

亡、促进肿瘤细胞分化、抑制核酸合成、能抑制血管内皮细胞

增大超过 25%,或出现新的病灶。

生长、直接杀瘤细胞。

3.2

生存期统计
随访并记录所有病例的生存时间(月),起点为患者确诊后

“黄枇烟吸入法”中的雄黄经过燃烧后产生的三氧化二砷
同烟一起挥发出来,患者吸入含有三氧化二砷的烟直接到肺部,

首次接受治疗的时间,终点时间为死亡时间。通过门诊、电话

局部浓度较高,对胃、肝等全身影响极小,而这对肺癌治疗十分

或上门等方法随访患者。随访统计日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

有利。另外,经过燃烧后,烟中所散发出来的药物相对比较纯,

统计中位生存期,6、12、18、24、30、36 月生存率。

主要是三氧化二砷。三氧化二砷虽然有毒,但临床中严格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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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天有是甘肃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宜而已。”

甘肃省名中医、甘肃省医药卫生领军人才,2008 年被确定为第

腰椎间盘突出症新发之急性期,主要症状为腰腿剧烈疼痛,

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从医 30

因此,何师认为本期主要病机为腰部损伤导致瘀血停留,阻滞

余年,对痛症有丰富的诊治经验和独到的见解,学验俱丰,疗效

经络,发为疼痛,其程度与病损瘀血轻重呈一致性。所以,瘀血

卓著。笔者有幸作为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

阻络是其主证,或伴有肾虚证、寒湿证和湿热证,均为兼证。而

作学术继承人随诊,获益匪浅,现将何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在缓解期,疼痛不明显,中老年患者主要表现为疼痛慢性发作

的学术经验总结如下。

或反复发作。《景岳全书·杂证谟》曰：
“腰痛证,凡悠悠戚戚,

1

屡发不已者,肾之虚也。”因此,何师认为,此期主要病机为肾虚

探求病因,发微病机
腰椎间盘突出症在各年龄阶段均可发病,但何师认为,不

血瘀,虚实并重,且易兼夹风寒湿热外邪。

同年龄患者的病因病机却有很大的不同。从多年临床实践来

2

看,30 岁以下的青少年患者主要是由于跌仆闪挫外伤和过劳

2.1

分期辨证,审证论治
急性期

损伤引起。这类患者所占比例很小,年龄较小、腰部肌肉尚未

此期主要证见腰痛如刺,痛有定处,痛处拒按,腿部有放射

发育完全、对脊柱保护作用较弱,或有先天腰部解剖弱点时腰

痛,日轻夜重,腰部板硬,活动受限,舌质紫黯,边有瘀斑,脉弦

部受到一次较重损伤或反复多次的轻伤形成。而腰椎间盘突出

或涩。《医学心悟》云：“若因闪扭挫伤跌仆,瘀邪于内,转侧若

症大多数患者是中老年人,这部分患者除了腰腿疼痛外,多伴

刀锥之刺,大便黑色,脉涩,瘀血也……走注刺痛,或聚或散,脉

有倦怠乏力、少气懒言、劳累更甚、卧则减轻、失眠多梦、记

弦急者,气滞也。”所以,瘀血阻络是此期的主证。或兼气滞证,

忆力差,或男子阳痿、早泄、遗精,妇女经带不调等肾虚征象。

或兼肾虚证,或兼寒湿证,或兼湿热证。根据“急则治标,缓则

细问病史,多数患者先有肾虚征象,后有腰腿疼痛,故何师认为,

治本”的治则,急性期宜活血祛瘀、通络镇痛为主以治其标。

肾虚是本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且贯穿于整个疾病过程中。这

2.1.1

是由于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肾气渐亏,《素问·阴阳应象

疼痛,故首选取腰 1～5 华佗夹脊穴,以 0.26 mm×40 mm 毫针呈

大论篇》所谓“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也”
。加之或素

75°角斜向脊中线刺入 25 mm,运针得气后连接 G6805-2 电针

体禀赋不足,或久病体虚(如慢性前列腺炎、慢性肾炎等),或房

仪,脊柱同侧华佗夹脊穴腰 1 和腰 3 连一组,腰 4 和腰 5 连一组,

劳过度等,致肾精耗伤,肾气亏损,经脉和筋骨失于濡养,筋骨

选用疏密波(8/70 Hz,脉冲宽 1.5 ms),电流强度以患者耐受为

针刺

本病病位在腰部椎间盘,主要症状为腰部剧烈

脆弱,易受风寒湿热外邪和外伤而发病。《杂病源流犀烛·腰脐

度,留针 30 min。该针法既可使针感直达病所,消除无菌性炎

病源流》指出：
“腰痛,精气虚而邪客病也……肾虚其本也,风

症,达通络止痛之效,又具有补肾壮腰之用；加电针,其针感强

寒湿热痰饮,气滞血瘀闪挫其标也,或从标,或从本,贵无失其

于普通针刺,消除炎症作用更优,而且选用的疏密波能使中枢

雄黄用量,笔者此次没有发现患者有明显不适症状与肝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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