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中国方剂如何改变着现代医疗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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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的药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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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
黄帝的药匣

PHOTOGRAPHED AT 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1620年版的《黄帝内经》，

其文本最早被编纂成书是在

2100年前，也收录了经络穴

位图。今天针灸仍在西医中

间引起争论，但许多人认同

其对治某些症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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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芍
2. 海马
3. 天麻
4. 荷叶
5. 芦根
6. 当归
7. 鳖甲
8. 黄芩
9. 陈皮
10. 蜂房
11. 蝉蜕
12. 茯苓
13. 川芎
14. 紫河车（人胎盘）
15. 大枣
16. 淫羊藿
17. 昙花
18. 乳香
19. 栝蒌实
20. 紫苏
21. 番泻叶
22. 甘草
23. 玫瑰花
24. 地黄
25. 罗汉果
26. 地龙（蚯蚓）
27. 莲子
28. 栀子

ITEMS NOT TO SCALE. 
PHOTOGRAPHED AT EMPEROR’S 
COLLEGE OF TRADITIONAL 
ORIENTAL MEDICINE,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AND 
NATIONAL WILDLIFE PROPERTY 
REPOSITORY, COMMERCE CITY, 
COLORADO; SOURCES: ROBERT 
NEWMAN, EMPEROR’S COLLEGE 
OF TRADITIONAL ORIENTAL 
MEDICINE; AMY MATECKI,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INTEGRATIV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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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超 过2200年 的 时

光里，中医用一大类

天然药材来治疗疾病，

三七、海马、玫瑰花

蕾、甘草和人类胎盘都

在此列。它们和其他数

以千计的药用物质至今

仍是中国及其他地区的

日用产品。（请至ngm.

com/Jan2019了解关

于图中药材及其用途的

更多信息。）

摆在第1、8、15、22

号玻璃罐中的药材正被

美国耶鲁大学用于研发

抗癌药物，项目用名

PHY906，源于古方“黄

芩汤”，并已展现可观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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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页图片

詹姆斯·哈里森在他16年

的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

（NFL）生涯中，依靠这

种形式的针灸和其他中医

疗法帮助酸痛的身体恢复

状态。“只要它能让我感觉

良好，我不需要什么科学

证据，”这位近期退役的球

员说。

右页图片

明尼苏达大学的实验室内，

一颗猪心在被注入化学合

成的熊胆汁酸后，可离体

持续跳动数小时。中医用

熊胆汁给患者治疗癫痫、

心绞痛等的做法有一千多

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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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的郑永齐教授在云

南一所研究中心内检视三七

植株。郑教授正在进行基于

中医古方的草本制剂研究，

包括一种已进入临床测试阶

段的抗癌药物。

我手中正捧着
一颗温热、搏动的心脏，
差不多有垒球那么大，

鲜亮而浑圆，
由猩红和粉白的
筋肉构成。

我能感觉到它的房室在收缩，听见它仍在鼓

泵的液体咕咕作响。它的表面糊着黏液，散发出

轻微的腥味。

我亲眼看着保罗·拉伊佐在一座地下楼层的

实验室里把它从全麻的家猪体内取出、连上模拟

动脉和经脉的管子，再用一次电击促使它恢复跳

动——在那之后，这个器官已经活了快八个小时。

虽然它离了猪的身体，却仍被某种看不见、说不

清的原始之力驱动着，自顾自翕张不休。这景象

已经出离怪诞，使我看得入迷，赞叹它的美。

这颗猪心能保持跳动，部分原因在于拉伊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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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明尼苏达大学的外科医学教授把它泡在一

种溶液中处理过，其化学成分参照了熊的胆汁。

他用科学方法把一种可追溯至8世纪的古中医

思想付诸实施，验证熊胆汁成分对机体的益处。

熊胆汁的市场仍红火地存在着。亚洲有专

门养熊的产业，它们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身

上插着取液的导管。这种做法的不人道无可争

辩，备受动物福利组织的谴责。尽管如此，当

我捧着搏动的猪心，听拉伊佐讲解胆汁成分在

熊冬眠期间保其内脏不衰、并可同样用于支持

人类脏器的原理时，还是忍不住遐想熊胆是否

能在当年救下我心脏衰竭的父亲，抑或在未来

的某日救我或我的儿女。

在医疗保健的圈子里，很少有其他话题比传统

中医药更能点燃高热的争论，而拉伊佐等众多

研究者的工作使场面更加复杂。他们从前沿科

技的透镜中审视老药方，获得了一些有趣的意

外发现——可能会对现代医药产生深远影响的

发现。从北极寒带到亚马孙流域，从西伯利亚

到南洋岛屿，各支人类文化都发展出了自己的

传统医药“秘笈”，但中国有着持续积累最久

远的医学观察记录，因此坐拥可供科学家淘金

的最大宝藏。

这些文本最早见于公元前3世纪，当时的

中国医者开始分析人体、解读其机能，并描述

了它对草药、推拿、针灸等治疗方式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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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一家农场在晾晒据称具

有改善睡眠、体力等功效的

枸杞。国际市场对这种浆果

的需求正把它推向新的种植

区，例如中国西北部的青海

省，那里的枸杞长得更大，

但果实的功效会随土壤、气

候的差异而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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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过2200年的岁月里，一代又一代学者不断

扩充和锤炼着这门学问，从而传下来一系列经

典文献，汇总了对每一种健康问题的处理方法，

从普通感冒、性病到肢体麻痹和癫痫。这些知

识被收纳在一部部具有谜般题目的著作或手稿

中，比如《脉经》（3世纪）、《千金方》（7世纪）、

《外台秘要》（8世纪）等等。

近至20世纪初清帝被孙中山——他本人

原是一名受西式训练、倡导科学治疗手段的医

生——掀起的革命推翻时，传统医药在中国仍

是疗疾养生的首要方式。今天，中国内科医生

是按照当代精密医疗技术的规范来培训和认

证，但传统医药仍是国家保健体系中富有活力

的部分。大多数中国医院都设有专以古老疗法

看病的科室。习近平主席指出了传统医药降低

患者花费、推出革新性治疗对策的潜力。他曾

把21世纪称为传统医药的新黄金时代。

从科研的角度看，它很可能当得起黄金时

代之称。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杜克大学

在内的欧美顶级学府，以及亚洲的许多高等教

育机构，都有科学家在审视传统医药对于癌症、

糖尿病、帕金森等顽疾的治疗对策背后有怎样

的科学原理。

将传统、现代医疗手段融合使用之举也扩

散到了保健领域的消费者一方。当美国人不能

从西医那里获得功效时，他们越来越多地求助

于传统疗法，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已被部分医疗

保险计划覆盖的针灸，和得到许多职业运动员

背书的肌肉治疗——拔罐。互联网推动了草本

方剂的流行：它们常常比医生开出的处方药品

便宜，患者可以通过在线阅读了解某个传统药

方，从亚马逊网店订购药材，在家看youtube

视频学会煎药方法。这一切造就了替代医学门

类的壮大，2017年全美草本补剂销售额突破80

亿美元，自2008年以来增长了68%。

抨击传统中医药、将之斥为伪科学和骗术

的西方医生也不在少数，他们指摘其中一些荒

诞不经的古老说法，比如放鞭炮驱邪，或者仍

被尊奉的神秘概念如“气”（从繁体字形看意

为“米上升起的蒸汽”）。还有人斥责中医用动

物身体部位入药，并警示其草本汤药可能带有

潜在危害。

“很少见到能客观看

待它的人，”德国医学史

家文树德说。他是中医

药史方面的一位国际权

威，对于中医在当代被

误读的现状则常常扮演

毫不留情的批评家，他

不仅收藏、翻译了数以

百计的古代医书，还正

与一家中德合资创业公

司联手发掘这些著作中针对特定疾病（例如癫

痫）的疗治之道。“人们通常只会看到他们想

看到的，”他说，“无法全面审视它的优劣。”

我撞上这个马蜂窝般的辩论场是因为写了

一篇关于野生犀牛被偷猎取角的报道。中国有

的古代方剂用犀角入药治疗发热头痛，我在越

南也看到有患者用它治宿醉和化疗引起的副作

用。多项科研结果已确证，由角蛋白构成的犀

角（与人的指甲成分相同）被吸收后引起的药

理反应微乎其微；但有些患者可能会因安慰剂

效应而感到症状缓解。文章发表后，我收到一

堆愤怒的读者来信，骂中医“无知”、“残忍”、

近于“巫术”。

这些批评并非毫无根据。亚洲犀角贸易是

把犀牛种群推向灭绝的一个首要因素。除了熊，

还有许多其他动物——包括虎、豹、大象等几

服用这个药方的癌症患者
几乎全部体验到恶心等

症状的减轻，但还出现了其他效果：
他们的肿瘤比未服用该药的

患者缩小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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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濒危物种也在野外遭到盗猎，或被畜养以收

取入药部位。

但现代医学也有它自己的争议。许多大销

量抗抑郁药的有效性仍是被热议的话题，有些

调查显示它们的效果并不比安慰剂强多少，然

而营销宣传铺天盖地，医生广泛用于处方，形

成几十亿美元的大生意。（这不是说抗抑郁药

不起作用。如果患者的症状得到缓解，就可以

称为有效，但这效果未必是源于药品中的化学

成分，正如犀角中的化学成分未必对服用它的

患者所获得的疗效负责。）再考虑到其他显著

事例——处方中过度流行的阿片类药物、医

生参与鼓吹的时尚食谱、站不住脚的手术建

议——那么西方人对传统中医药的攻讦会显得

虚伪多于良知。

在这个论题上，蛇油可以提供一些启示。

在美国长期被当成骗局同义词的“蛇油”实际

上原指一种用半环扁尾海蛇脂肪制成的中国传

统药膏。历史学家称这种药膏于19世纪随修

建铁路的华裔劳工传入美国，他们以之治疗关

节和肌肉的痛症。它的声誉败坏是美国商贩用

矿物油冒充蛇油所造成的。

事情的转折来了：当代研究表明半环扁尾

海蛇的脂肪——某些传统中医方剂会用到的一

味药材——其ω-3脂肪酸含量比鲑鱼肉还要

高。已知这类成分具有缓解炎症、移除有害胆

固醇、减轻抑郁的作用，现在已被应用于数种

皮肤护理产品。本世纪初，日本科学家把海蛇

脂肪喂给实验鼠后，观察到它们游泳和在迷宫

中认路的能力都有所提升。

“泼洗澡水别连孩子一起泼出去了，”美国

耶鲁医学院的药理学教授郑永齐笑道，“大家

都忘了，有一种资格最老、效果最明确、后来

经过科学手段验证的药品就是源于传统医药，

它就是阿司匹林。”古埃及人会用桃金娘树的

干叶子来止痛，而在公元前4世纪，被后世视

为西医之父的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给发烧患者

开一种从柳树皮中提炼的药——但直到19世

纪欧洲的科学家才弄明白，这两种药材的活性

成分都是水杨酸，并实现了化学合成。今天，

以它为主要成分的阿司匹林极其廉价，堪称世

上性价比最高的药品。

“这一切都始于古人观察到柳树皮的药性，

然后把它用于治病，”郑永齐说，“这个案例是

先有医药后有科学，而不是反过来。”

阿司匹林远不是唯一自古藏身于传统药剂

中的现代产品。1972年，也就是郑永齐在布

朗大学完成药理学博士学业的那年，一位名叫

屠呦呦的中国化学家宣布发现了一种抗疟疾物

质，其最初线索来自一部4世纪药方书中提到

的中国草药。

越南战争期间，屠呦呦参与了一项任务：

帮越共队伍抵抗疟疾——他们的伤亡约有半数

是该病造成。西方卫生领域的研究者也在试图

攻克这个难题，筛选过的化合物有20万种以

上。但屠呦呦的思路是：答案或许藏在古中医

典籍中。她测试了几种清热类的草药后，找到

一种利用黄花植物“青蒿”（Artemisia annua）

的治疟方法。由此研发出的药品名为青蒿素，

迄今已拯救过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并为她赢得

了201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在耶鲁大学跟着郑永齐参观他迷宫般的实验室

时，我的鼻子简直要疯掉。他的团队正在分析

多种植物药材的性质，以审查其药用价值。在

各种化学实验叽叽咕咕的声响中，我闻到了黑

胡椒、迷迭香、樟脑、生姜、辣椒、肉桂还有

其他叫不上名字的气味。嗓子后壁发痒，想打

喷嚏，我却发觉突然想吃泰国菜了。

郑的办公桌上有一个以他相貌为模版的摇

头娃娃，是员工们送的。人偶西装革履，跟他

本人日常偏爱的松垮垮的毛衣不同，但面容上

捕捉到了他的深沉气质、光脑门和大耳垂——

按照中国传统应该是长寿之相。照我的第一印

象，郑看上去像是那种刻板的传统中医拥护者。

虽然他从台湾迁居美国后已过了五十年，说英

语却仍带着浓重口音，74岁这个年纪也意味着

他属于仍与许多旧传统有深刻牵系的那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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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草本疗法
的几个步骤

帮助
肠道蠕动

咸
辛刺激排汗
和血液循环

辛
抑制排汗、
咳嗽、腹泻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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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药材经科学证实
的功效为

退烧

消炎

FI 抗感染

寒 温 热

传统治疗方式
许多草本药方产生于数千年前，是传统中医药的一大组成部分。配
方可包括一种或多种药材，根据患者的病况、年龄。性别、体质加
减定制。这里展示了治感冒药方“银翘散”的配置过程。

中医有一种理念是：人体含有对立而互补的特
性，即阴和阳，它们维持着健康的平衡状态。
遵循“四气五味”规律的疗法被认为有促进机
体平衡的作用。

古老的理论

行医者通过望闻问切的综合检查，
辨别患者的病况。

每个患者都是独特的：表现出同样症状的人可能会
收到成分迥异的药方。

各种药材被标注了寒或热的属

性，反映其治疗阴病（寒）或

阳病（热）的功能。

君
药方中的主味，瞄准疾病的直接
肇因和症状。

臣
这些药材据说可以增强君药的
效力，并对治潜藏的症状。

佐
对治次级症状、解毒、使其他药
味能发挥最佳效果。

使
帮助药物成分抵达目标部位，
并非每个处方都要用到这部分。

四气属性

阴（寒）性药材治疗阳

（热）病，如肿胀。

阳（热）性药材治疗阴

（寒）病，如发冷。

P092-115-HXDL-25-C5B3A2F8.indd   104 18/12/28   上午7:17



FI
RI

RI
RI

RF

FI

RIFI

RIFI

FI RF

RF

FI

RI

FI RFRI

FI RFRI

为患者诊断 凑齐药材 加工方剂 治疗患者

穴位

经络

据称是体内能量

流动的通道

药之味

药之性

凉

1 3 42

连翘

膏贴

汤药

锭剂

散剂

金银花

甘草

淡豆豉

牛蒡子

荆芥穗

苦桔梗

芦根

竹叶

薄荷叶

平性

实施草本疗法
的几个步骤

帮助
肠道蠕动

咸
辛刺激排汗
和血液循环

辛
抑制排汗、
咳嗽、腹泻

酸
止痛
甘

清热
苦

臼和杵

药碾

煎药罐

银 翘 方

该药材经科学证实
的功效为

退烧

消炎

FI 抗感染

寒 温 热

依照处方的需要，同种药材可以用不同方式加工，
以提取其治疗特性、发挥适当药力。

传统处方会设计特定的药力发挥部位，目标是使患者
的整个内在系统恢复平衡。

较软的药材如薄荷有
时用药碾来磨碎，较
硬的用杵和臼捣碎。

炮制（加工）工序通过磨、烤、
煅、炒等手段去除杂质，提取药
材的精华部分。

用慢火熬煮，有时长达数小
时，使药材的化学成分发生
改变，据称可融合药性。

中医认为不同的药味各有治

疗特点，并针对特定的身体

部位和脏器。

传统性和手工性

服用时可以煮成药汤，或用芦根
水冲服药粉，也可做成膏药贴在
穴位上。

预制及标准化包装

以非标准工艺生产的方剂也可制成药
锭或药包出售，但有些人说还是用药
材煮出的汤药更具效力。

五味

MONICA SERRANO AND DAISY CHUNG, NGM STAFF; MANYUN ZOU; MEG ROOSEVELT. ART: JIWOON PAK. CALLIGRAPHY: JAMIE WU. SOURCES: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ZHANG WEI,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LINN YEH 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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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一家诊所的传统行医

者在为一位患者诊脉，其他

人排队等候。接着他会检查

对方的舌象及其他身体部

位以确定症状，然后开具使

身体恢复平衡状态的处方

来对抗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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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

给成都一名两个月大的婴

儿洗药浴，用意是在闷热

的夏季给身体清火解毒，

体现的是整体防患于未然

的中国哲学，而不是等疾

病出现后才去对治。

下图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贝克利

的一家诊所内，杰夫·亨

德里克斯在接受针刺加艾

灸的复合疗法，来消除四

年军旅服役中留下的痛

苦——他的伤病包括脑伤、

颈椎间盘突出、骨刺、头

痛、手麻和创伤后应激障

碍。这种传统疗法的应用

已得到美国退伍军人事务

部批准，可降低对常规药

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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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当初对中医药真没多少了解，”他说，年

幼时父母都是带他到西医诊所看病的。

郑之前的研究工作一直稳稳立足于科学范

畴，比如针对乙型肝炎等慢性病研发抗病毒药，

但他也想知道是否还有其他源于青蒿之类天然

药材的特效药等待他去发现。现在他已找到一

种有望使癌症治疗发生突破性进展的药物。他

打开一个罐子，递给我一小撮粉末——那是含

有四种药材、代号为PHY906的复方制剂。

“你尝尝，”他说。我放了一丁点在舌头上。

是苦的，有几丝甘草味。

20世纪90年代，郑永齐注意到许多癌症

患者因为忍受不了腹泻、剧烈呕吐等副作用而

中止了化疗。能完成整个疗程的患者往往存活

最久，他推想到，减轻化疗副作用应有助于延

长预期寿命。他还知道中医拥有许多对治恶心

腹泻的草本良方。

他的同事刘淑慧是制药化学专家，而且通

晓古汉语文献，对耶鲁图书馆内浩大的早期中

医典籍进行了检索。在《伤寒论》中，她发现

了印在微微起皱的竹纸上、有1800年历史的药

方“黄芩汤”——黄芩、芍药、甘草、大枣四

味混合，对治症状的描述有腹泻、腹痛等。

郑的团队开始以不同的成分配比试用这个

药方。过去20年间，他们的实验对象已从小鼠

进展到正在接受癌症治疗的患者（在美国国家

癌症中心的监督下进行）。结果不负所望，服

用这个药方的患者几乎全部体验到恶心及其他

胃肠道症状的减轻，但还出现了其他效果：他

们的肿瘤比未服用该药的患者缩小得更快。

“我没预料到会这样，”郑说，“所以现在

的问题是，原因何在？”

美国强生、百时美施贵宝公司都是抗癌药

的大生产商，它们也想知道答案。在费城的一

次制药业会议上，我听郑永齐的儿子郑培堃向

一线药企的代表们讲解了目前已知的PHY906

功效原理。43岁的培堃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还

拥有MBA学位，与他父亲共同组建了一家公

司来营销PHY906并开发其他草本药物。他穿

一套合身的炭灰色正装，普通话、医学术语、

硅谷流行语都说得很溜，使他在成为富有说服

力的倡导者之余还可胜任东西方医学世界之间

的桥梁角色。

培堃说，通过分析被投喂上述药方的小鼠

体内的肿瘤，研究人员注意到能蚕食癌组织的

巨噬细胞数量显著上升。各种药材间的相互作

用似乎是关键所在。“这里屹立着真正的前沿，”

培堃说，“PHY906是鸡尾酒式的复方剂——与

最终证实对艾滋病患者有效的‘鸡尾酒疗法’

有相似之处。我们只是把原始配方拆分，然后

重组成基于现代科学的治疗方案。”

培堃告诉参会者，迄今PHY906已被应用

于8次人体试验，作为结直肠、肝、胰腺等癌

症的放化疗辅助用药，“我们希望PHY906成为

FDA批准的第一个复方草本药物。”会后，几

名制药公司代表把他拉到一边私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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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堃和我乘坐一辆现代子弹列车冲向中国腹

地。行驶的顺畅感非常出色，我们就像在铁轨

之上飘飞。与此同时，古老的中国在窗外闪身

掠过，灰色的冬季天空下是一幅无尽的农田拼

贴画。培堃同意带我走访他们的药材产地，条

件是我不能对外透露农户的全名或其所在地，

他们父子与中国台湾的合作方——中药制剂公

司“顺天堂”都视这些信息为知识产权。

在我看来中国的这片地区好像某个版本的

堪萨斯州，地势平整如桌面，整饬的田地绵延

到视野尽头。但在小麦、稻米、油菜田之间，

还有数以千计的农民在照料一块块药田。由于

全球对草本方剂的需求增长，中国农户已经把

越来越多的田地投入  数以百计药用物种的生

产。2017年，中国的药材种植业创收约250亿

美元。

但是先别急着辞职去种草药，这里有个问

题：药用等级的植物种植难度非常高。每株药

草的化学效力起伏很大，依赖于许多因素——

土壤中的矿物质，种植地的海拔高度，收获的

时节与方式。然后还有多个亚种混淆的弊病，

它们可能长得难分彼此，但在化学成分上有少

许差异。

如果是在美国，随便问一个瘾君子不同的

大麻品种有什么差别，他准能滔滔不绝。或者

问问咖啡种植户就知道，埃塞俄比亚某地区出

产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咖啡因含量能比同国另

一地区的产品高六倍；而研磨、冲泡方式的区

别又可使同一款豆子释放出不同的咖啡因量。

这些复杂因素也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迄今只批准过两种草本处方药的部分

原因。获批的分别是用来治疗尖锐湿疣的绿茶

提取物，和用秘鲁巴豆的树液制成的腹泻药，

它们都只含有一种药材，而PHY906有四种，

这意味着必须控制住更多变量才能拥有药性恒

定的产品。

“可能就是这种复杂性导致了现在尚无

FDA认证的复方草本药的局面，”培堃说。

当我们终于来到一块出产PHY906药材的

田地时，坦白讲我有点失望。除了地头姓陈的

农民在讲普通话这一点之外，各处看起来都跟

堪萨斯没两样。他穿着糊满泥巴的靴子和一件

沉重的防寒大衣，戴棒球帽，抽出自己的苹果

手机让Siri把药材的中文名译成英文。手机答

出“Peony”，芍药。

我们在他的芍药、黄芩田里参观时，他讲

解了自家的轮作、水土分析、播种及收割程序。

他说，在发货前，顺天堂的技术人员还要做多

项测试来确认植株品种，筛查微生物、毒素和

重金属，完成其他质检项目。

“你听说过从农场到餐桌吧，”培堃说，“我

们这里的设想是从农场到床头柜。”

我告诉他这听起来挺像一句推销词。但并

不是吹牛——老陈说：“大多数做方剂药的公

司都不是从我们这样的农场进药材。他们从亳

州拿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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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美国亚马逊网站买中国药材，你订的

货大有机会要路过东部城市亳州——中药界的

“宇宙中心”。每天这里都有一万个商贩把数千

种不同货品卖给来历遍及东南亚各地的三万名

买家，而所有这些人都挤在一栋形似圆顶体育

场的庞大建筑里。

我造访亳州的那个早晨，集市已然红火得

像个蜂巢。我曲折往复地走着没有尽头的通道，

经过一座又一座巨洞般的房间，每一间里都挤

满了盆子、口袋、货格和推车，堆放的药材看

似容纳了世上几乎每一种动物、植物、矿物制

品，包括某些匪夷所思的品类比如鹿鞭、人胎

盘、水牛角和干海马。约有食杂店大小的一个

区域里专卖可治百病的人参，有红参、白参、

野参、园参，有干有鲜，要价从几十到几万。

在虫类专区，我数到第11种蜈蚣之后就懒得

数了。

我来到此地就是为了看看全球市场上最大

宗中药产品的来源。在这里似乎能找到每一味

药，但关于原产地、种植方式却没什么线索。

我当然毫不费力地找齐了凑成PHY906的四种

药材，但全都是中间商在经销，对货品来源不

甚了了。

离开集市前，有味药吸引了我的目光。在

鹿茸专营店附近的一个区域，我看到玻璃柜里

摆着一排瓶子，里面是发黄的液体。我问摊主

那是什么，他找了邻店的人来当翻译。“从熊

身上取的，”那个男子说，“很好的东西。”

保罗·拉伊佐喜欢熊。他在明尼苏达州长大，

热爱户外活动，对本州森林里漫步的熊迷恋已

久。作为明尼苏达大学可视心脏实验室的主任，

他尤其感兴趣的是它们独特的生理机能，并与

州政府自然资源部协作研究其冬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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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某处进行的一

场“火疗”：把用酒精

浸透的毛巾蒙在患者

身上，点燃，使皮肤

升温、毛孔打开，再

涂敷草本精油。这种

做法旨在治疗关节痛

等不适，但其效果尚

未得到科研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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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同仁堂的传统药师在按

方抓药，把混合的药材以单

份剂量分装成一个个折纸包。

患者带回家后会把它们煮成

汤药口服。

P092-115-HXDL-25-C5B3.indd   112 18/12/27   上午11:00



P092-115-HXDL-25-C5B3.indd   113 18/12/27   上午11:01



拉伊佐身形高瘦，留灰白长发，能随口说

出一大串与熊有关的谜题。熊完全沉眠的时间

可持续六个月之久，而身体安然无恙。它们的

呼吸可放缓至每分钟两次，体温下降百分之十，

换了人类就会出现低温症。它们定期损失一半

以上的体脂，却不损失肌肉。它们的心脏可以

停跳20秒，血液却不会凝结。人类的心脏停顿

几秒就会出现致命的血栓。然而如果有捕食者

靠近，冬眠的熊还可以醒来保卫巢穴。

“就算是这样它的心脏也不会受损，”拉伊

佐说。

最早提到熊胆的中医典籍是8世纪一部40

卷的专著，名为《外台秘要》。它推荐用熊胆

汁来治发热、痔疮乃至肝病等等。1902年，一

名瑞典科学家从熊胆中分离出一种化学成分，

后来将之命名为熊去氧胆酸，它现在被应用于

治疗肝病和胆结石的药品中。

但拉伊佐等研究者相信还有许多奥秘藏在

熊胆汁里。它由熊的肝脏制造、存储于胆囊，

然后作为激素分泌到血流中。他们正致力于研

发一系列相关特效药，用来治疗肌肉营养不良

以及长期卧床患者——后者可能会在三周内损

失一半肌肉量。

拉伊佐鉴别出三类可能触发冬眠状态的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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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齐的耶鲁团队在

实验室里培育了这株松杉

林芝。该物种在动物实验中

被发现能缩小结直肠肿瘤。

“中国人使用草药已有

许多个世纪，”郑永齐说，

“对科学家的挑战在于

要找出哪些药方有效果，

以及原理何在。”

汁成分——脂肪酸、胆汁酸、δ-阿片类物质，

有望成为心脏病患者的福音。在前文那项猪心

实验中，他先把一剂胆汁成分混合液注射到猪

心周围的保护膜中，使之浸润心区一小时，然

后才将心脏摘出体外。

在数百次实验中，他看到构造非常接近人

类心脏的猪心在离体后，保持跳动的时间可达

常态下的两倍。这意味着该项技术对于人体可

能有许多用途。

最引人关注的一个方面是，来自器官捐献

者的心脏离体保持活性的时间可以拉长了，而

在移植到受捐者体内后又能加快启动。目前，

一颗离体心脏必须在最多六小时内完成移植，

而美国每年有300名患者因等不到捐献的心脏

而死去。

“如果我们能把一颗活心离体保存24小

时，就能送到世界任何地方，”拉伊佐说，“这

会让可获得的捐献器官数量大增，一举改变整

个移植医疗领域的状况。”

我问他中国人服用熊胆汁的做法是否真能

带来健康裨益。“可能有，”拉伊佐说，胆汁的

化学成分可进入服用者血流，扩散到心脏和其

他脏器。他表示不会纵容养熊取胆汁的做法，

强调那些化学成分是可以人工合成的，但科学

有科学的局限。古代中国人不明白熊胆汁对人

体的具体作用机理，却观察到了它的药效。

我捧着那颗猪心，能感觉到它的律动在变

慢，最后终于停止。猪几小时前已死去，现在

它的心脏也停了。心的颜色似乎转暗，就像鲯

鳅死在渔夫手中时会褪去身上电光般的色泽。

我想知道，它们消逝的那部分会不会就是中国

古人称为“气”的东西。

我想起在医院中握着父亲的手、感觉到他

的脉搏最终停止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察到自己

的心脏在胸腔里一缩一张，并对它的其他神秘

之处感到好奇。

彼得·格温为本刊2018年10月号撰写过《猎隼》一文；弗里
茨·霍夫曼行走中国从事专题摄影已有25年履历。

2 0 1 9 年 1 月  115

P092-115-HXDL-25-C5B3.indd   115 18/12/27   上午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