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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和针灸疗法起源于中国, 经络学说是中医

解释人体的生理机能、病理机制、临床症状的重要理

论。但我国几十年来的研究均未找到独立于神经、

血管和淋巴之外的经络系统。1961年,朝鲜金凤汉

发现机体内存在有经络的实体结构, 穴位内存在/凤
汉小体0,血管内存在有/凤汉管0。我国对朝鲜的重

大科学发现非常重视, 1963 年在5人民日报65光明

日报6以数版篇幅全文刊载了金凤汉/ 关于经络系

统0的学术论文。随后, 我国由一流生理学、组织学

和病理生理学的专家组成考察团, 赴朝到金凤汉研

究室参观学习,回国后由中年科技人员, 在北京、上

海、沈阳和长春等地分别成立了研究小组。全国各

研究组按金凤汉的方法以及能想到的各种方法进行

了研究和观察,但均未找到令人信服的经络实体结

构。后因种种原因,此项研究不了了之。

不想沉寂 40年后,金凤汉经络实体的研究又被

重新提起,并有新的研究证明它的存在。韩国苏光

燮认为/金凤汉的经络系统0是半透明纤细的,因而

用肉眼和手术显微镜难以看到。2002 年他们的研

究小组用生物影像学和生物标记等新技术,找到了

/金凤汉的经络系统0 [ 1]
。旅日学者李强甚至建议:

在以后出版的经络书中,必须给金凤汉平反[ 1]。但

他们的研究结果与金凤汉的研究内容是否一致尚不

得知,因为金凤汉发现的/凤汉小体0和/凤汉管0并
不纤细,而且他当时也未应用什么特殊先进的技术。

遗憾的是,我国验证工作的详细资料未公诸于

世,只得任凭他人评说。当年的老科学家早已仙逝,

当时的中年人现都已届耄耋之年,有些人也已远行。

我辈尚存者有责任把记忆中的资料记述出来,否则

我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历时 3年多的研究岂不白

白浪费! 为此,笔者愿以负责的态度,把当年亲自进

行的验证工作所得的结果,以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

情况尽量详细地回忆记述出来, 供有关部门和研究

工作者参考。

当时吉林医科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从生理、

生化、解剖、组织和病理等科室抽调了 6 人, 建立形

态和机能两个研究组,从 1963年到 1966年进行的

验证工作如下。

一、形态组 4 人(石世庆、代桂林、李博和许以

侣) , 每日按金凤汉的方法,在解剖镜观察下, 用镊子

小心拔去家兔后肢根部内侧或/足三里0处兔毛, 寻

找约 1 mm 大小的/凤汉小体0; 还在兔、小牛, 甚至

刚死亡人的足三里部取皮肤, 做连续切片,均未找到

/凤汉小体0。后来,北京医学院李肇特教授和沈阳

医学院的杨枫教授在幼兔的肚脐内找到与/凤汉小

体0类似的结构,为内含嗜铬组织、外包有平滑肌的

小体。但家兔长到成年以后此小体消失, 证明此乃

脐带退化的组织结构。

二、生理组两人(刘乡和杨翰仪) ,按金凤汉的方

法记录/凤汉小体0电位。从家兔/足三里0部位取出

皮块,固定于盛台氏液的湿室内,即一长、宽、高各约

5~ 6 cm 的有机玻璃盒, 置于 37 e 恒温水浴内保

温, 以针灸针做为电极, 与导线焊接连至阴极线示

波器。当两根针灸针电极插入皮块内时, 在示波器

上可记录到波形、速度都与 /凤汉小体0电位一致的

电波。但经我们进一步分析, /小体电位0与两个电

极插入台氏液中的深度有关: 如两针灸针电极在台

氏液内处在同一深度则电位消失;如一个电极仅不

锈钢针部分插入台氏液中, 而另一电极插入液面较

深在银丝(缠绕针灸针柄)或铜线水平,则/小体电

位0出现, 即使将皮块取出, 电位的波动仍然存在。

因此可以证明, 此/小体电位0并非生物电,而是不同

金属间的电位差所造成的。这项研究的结果明确

一致。

三、我们按金凤汉灌流的方法,于家兔一侧后肢

股静脉插管连接生理盐水或台氏液吊瓶, 而另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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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肢股动脉插一塑料管, 为放血之用。随着灌流放

血,家兔的血液逐步被灌流液体所取代,流出的血液

逐渐变淡,最后完全变成白色的灌流液,家兔因失血

而死亡。此时切开胸腔和腹腔, 暴露出心脏和主动

脉,小心剪开胸主动脉、腹主动脉及其动脉分支, 在

胸主动脉可看到一白色索状物, 通常可延续到腹主

动脉。笔者曾持此物到北京向赴朝的教授请教, 回

答与他亲眼所见到的/凤汉小管0一致。因此我们成

功地重复出金凤汉的血管内/凤汉管0。但我们进一
步的实验证明,如在灌流液中加入促进血液凝固的

肾上腺素,则所形成的索状物,不仅存在于胸主动脉

内,而且也可连续出现在腹主动脉及其分支动脉中,

逐渐变细而于远端消失;若在灌流液中加抗血凝的

药物肝素,则灌流后动物血管中此索状物不再出现,

屡试不爽。表明金凤汉所发现的血管内/凤汉管0可

能是与血液凝固有关的纤维蛋白束。那么什么样的

先进技术能标记或染出一个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并不

存在的结构呢? 我们进一步对此索状物进行染色,

有时能观察到零散的上皮细胞, 这可能是用镊子夹

取时,碰到血管壁带到索状物上去的,但并未看到上

皮细胞连续构成的管状结构。

四、我们还在鄂征教授制作的兔皮管诱生窗[ 2]

中观察到活体新生血管内血液流动中似有管状的影

像。如给动物静脉注入蓝色染料(似为台盼蓝) , 则

能清楚见到蓝色的细流在血管中间流动,更似细管。

经模拟实验证明其并非真正的管状结构, 而是液体

在管道中流动时的轴流现象, 即液体靠近管壁侧由

于摩擦阻力大流速减慢,而中心部阻力小流速快,因

而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似管状影像。另外从生理功能

思考, 动脉中悬着一根细管, 它能否经得住高达

100~ 200 mmHg 动脉血压的冲击? 如果细管脱落

则会形成梗塞,造成血液循环障碍,危及生命。正常

机体怎能有此种危害生命的结构存在, 岂不违反生

物学意义及生物进化的规律!

5灵枢#经脉6已对经络的结构进行过描述: /经

脉十二者,伏行于分肉之间, 深而不见。0/ 诸脉之浮

而常见者皆络脉也。0其所说的/经脉0相当于走行于

四肢肌肉之间的动静脉管和神经干,而/络脉0相当
于皮下的静脉和毛细血管。5灵枢6指出经络的功

能,内属于脏腑, 外络于肢节,沟通内外, 贯通上下,

将人体各部组织和器官联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并

借以运行气血,营养全身,使人体各部功能得以保持

协调和相对平衡 [ 3]。古人对经络机能的阐述相当于

现代医学的血液循环、神经控制和神经-体液调节等

功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我国因/ 针刺麻醉0而开

展了大规模的针刺镇痛机制研究, 认为疼痛的感受

与调制是神经系统的功能; 生理学家即从神经生理

学入手进行研究,得出针刺穴位的传入途径是神经

的结论 [ 4]。针刺的镇痛效应是来自穴位和来自痛区

的传入冲动在中枢神经系统内相互分析综合作用的

结果[ 5] 17- 23 ;外周传入信号沿脊髓腹外侧索上行, 可

主要激活脑内包括中缝后核群在内的内侧网状结

构,以及某些高位脑结构综合作用,然后沿脊髓背外

侧索下行在脊髓水平, 抑制较细传入纤维( AD、C

纤维)冲动的向上传递, 产生镇痛作用[ 5] 24- 29, [ 6] ; 内

源性阿片肽抗伤害性系统可被针刺激活并参与针刺

镇痛的过程
[ 7]
。杜焕基对针刺的外周传入、中枢整

合和反馈控制进行了全面的综述认为, 我国是当时

世界上能对针刺镇痛的神经生理学机制进行比较全

面、合理解释的唯一国家
[ 8]
。关于经络结构的研究

至今仍无突破性进展, 笔者认为经络系统是古代医

家从治疗经验中总结和推理出的人体调控和营养系

统,他们已观察到的结构就是血管、神经。我们应该

遵循古代医家的思路,使经络系统具体化和科学化,

溶入现代生理学和医学, 而不应将经络神秘化,以免

研究走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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