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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医院

发短信或微信或邮件告知身体有哪些不适感

健康调理方案

不是治病

肥胖、肠炎

包括肿瘤患者疼痛减轻方案

院直接告知患者健康调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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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医院：是在云时代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个人和群体的健康管理模式

发短信或微信或邮件告知身体有哪些不适感

健康调理方案（通常不推荐药物

不是治病，而是通过健康调理促进人体自愈

肠炎、胃炎、胃溃疡等

包括肿瘤患者疼痛减轻方案

院直接告知患者健康调理方案

云医院设计理念与运行框架初步考虑

·云医院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是在云时代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个人和群体的健康管理模式

发短信或微信或邮件告知身体有哪些不适感

通常不推荐药物），

而是通过健康调理促进人体自愈

胃溃疡等，以及

包括肿瘤患者疼痛减轻方案，也有了

院直接告知患者健康调理方案，患者在家里即可自我调理了

云医院设计理念与运行框架初步考虑

第一部分  云医院总论

第一章  云医院简介

什么是云医院

什么是云医院

是在云时代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个人和群体的健康管理模式

发短信或微信或邮件告知身体有哪些不适感、亚健康或慢病

），无须去医院

而是通过健康调理促进人体自愈，

以及“三高”症状

也有了。“春雨医生

患者在家里即可自我调理了

云医院设计理念与运行框架初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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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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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云医院 

是在云时代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个人和群体的健康管理模式

亚健康或慢病

去医院，即可在 1～

，不使用药物。

症状，此方面我们已有长足把握了

医生”等软件把患者转送到实体医院

患者在家里即可自我调理了

云医院设计理念与运行框架初步考虑

2014

云医院总论 

云医院简介 

4-5-18 08:12

是在云时代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个人和群体的健康管理模式

亚健康或慢病，云医院经过溯源式问诊

～3 个月之内显著改善

。目前已经明确的问题包括便秘

此方面我们已有长足把握了

等软件把患者转送到实体医院

患者在家里即可自我调理了，不一定要去医院

云医院设计理念与运行框架初步考虑 

4-3-30 14:42

08:12 

是在云时代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个人和群体的健康管理模式，具体而言

云医院经过溯源式问诊

个月之内显著改善。云医院中

目前已经明确的问题包括便秘

此方面我们已有长足把握了。对了

等软件把患者转送到实体医院，

不一定要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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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用户

云医院经过溯源式问诊，给出

云医院中

目前已经明确的问题包括便秘、

对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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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8  益生菌和肠道微生态与人类健康及体重控制交流会，天津

肠道菌群与肥胖研究

——人类将不再为饥饿、吃饭以及
肥胖相关慢病而恐惧

张成岗
军事医学科学院二所
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全军军事认知与心理卫生重点实验室

个人简介

• 张成岗，46岁，陕西人

– 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
所电磁与激光生物学研究室主任

–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 全军军事认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骨干

• 复旦大学(本科)、第四军医大学(硕士)、
第三军医大学(博士)

• 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后)

• 35岁晋升研究员
2

个人简介(续)

• 从事心理认知、神经科学、转化医学、生物电磁学、神经
生物学、生物信息学交叉融合的研究工作，在心境障碍和
精神抑郁、电磁辐射和高原低氧等环境因素对脑功能、脑
损伤与脑保护领域等方面取得系列成绩。

• 共发表学术论文275篇，其中SCI论文72篇；获国际PCT发
明专利2项，获中国发明专利9项、新申请中国发明专利17
项；获中国计算机软件版权9项。

• 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等6项科
研成果。

• 2004、2006年获军队优秀人才二类岗位津贴

• 2011年享受获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被评为总后勤部科技
新星、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科技新星。

3

汇报提纲

• 目前慢病面临失控风险

• 慢病解决方案的发现与发展

• “菌心说”学说的提出

• 医学未来将是健康管理的时代

• 肥胖问题的解决在于肠道菌群

4

目前我国慢病高发面临失控风险

• 中国糖尿病患者已达1.14亿，约占全球1/3

• 中国高血压患者已超2.66亿

• 高尿酸血症发病率增长近10倍，患者已达

约1.2亿

• 我国血脂异常患者突破2亿，胆固醇达标率

仅50%
5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2》发布 -每
10秒就有1人死于心血管病

• http://www.chinacdc.cn/mtdx/mxfcrxjbxx/201308/**013
0813_86592.htm

• 2013年8月9日，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中国心血管病报
告2012》。

– 我国心血管病(冠心病、脑卒中、心衰、高血压)现患人
数为2.9亿，估计每年我国约有350万人死于心血管病
，占总死亡原因的41%，居各种疾病之首。估计我国每
天心血管病死亡9590人，每小时心血管病死亡400人
，每10秒心血管病死亡1人。

– 膳食不合理、吸烟、饮酒以及缺乏运动等不良生活习
惯，导致心脑血管病危险因素流行趋势明显，心脑血
管病患病人数呈快速增长态势。

6



健康的答案在何处？

CCTV：中国肥胖及超重人群3亿！

当代医疗，似乎未能从根本上
解决亚健康及慢性病等医学问题

7

迫切呼唤新的医学模式

应该致力于真正、彻底解决

慢病防控与健康管理

8

结合自身健康需求，深入研究
最终发现：肠道菌群是健康的关键

应急医学救援时需要通过稳定
肠道菌群显著提高救援效率

9

肠道菌群是人体健康的关键

人菌失衡互为慢病高发的因与果

肥胖是百病之源，解决肥胖问题

意味着慢病的解决前进一大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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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解决方案的发现与发展

• 我们是如何解决肥胖问题的？

– 反向工程技术：非常规思路，先解决问题，再
研究机理

– 出乎意料，这个研究揭开了“人为什么吃饭”

的原因，找到了“生理性止饿”的新方法

• 关于其他慢病：共性与个性

– 便秘、三高、心脑血管疾病等

– 神经系统疾病、精神与心理疾病

• 现象、证据、循证医学、理论
13

慢病解决方案的发现与发展

• 我们是如何解决肥胖问题的？

– 反向工程技术：非常规思路，先解决问题，再
研究机理

– 出乎意料，这个研究揭开了“人为什么吃饭”

的原因，找到了“生理性止饿”的新方法

• 关于其他慢病：共性与个性

– 便秘、三高、心脑血管疾病等

– 神经系统疾病、精神与心理疾病

• 现象、证据、循证医学、理论
14

纠正导致肥胖的肠道菌
群，是解决肥胖的关键

肥胖、吃饭原理：饥饿源于菌群

• 我们提出并发现“饥饿源于菌群”，
并证明通过喂饱菌群，即可让人体消
除饥饿感，只喝水、不吃饭，正常工
作生活7-14天——重新思考医学问题

–民口应用：控制体重

–军口应用：应对特殊环境

–扩展应用：特殊环境交叉适应

• 地震救援、载人航天、粮草保障…
15

肥胖、吃饭原理：饥饿源于菌群

• 我们提出并发现“饥饿源于菌群”，
并证明通过喂饱菌群，即可让人体消
除饥饿感，只喝水、不吃饭，正常工
作生活7-14天——重新思考医学问题

–民口应用：控制体重

–军口应用：应对特殊环境

–扩展应用：特殊环境交叉适应

• 地震救援、载人航天、粮草保障…
16

17

基于“菌心说学说、柔性辟谷技术”的
体重控制方法及其对于健康的意义

18



现有体重控制方案：
副作用大、容易反弹

急需“奇思妙想”的研究思路

破解“减肥”这一世界难题

19

“肥胖”领域研究新趋势

肠道菌群与“肥胖”

20

肠道菌群
http://zf.39.net/a/2010921/1486435.html

• 人体肠道共有1000至2000种微生物，总重量两公斤左右

• 肠道细菌共有将近1,000万个基因，超出
人类自身的2.5万个基因数量400倍

• 这些基因分属1000多种不同的细菌，每个人肠道中都有其中
至少100多种细菌。约40%的细菌可在半数研究对象的肠道中
找到

• 肠道中许多细菌是有益的，帮助人体处理复杂化合物，还可
以生成氨基酸和维生素，因此肠道细菌的种类和数量与身体
健康有着密切关系。

– 正常微生物如双岐杆菌，乳酸杆菌等能合成多种人体生长
发育必需的维生素，如B族维生素、维生素K、烟酸、泛酸
等，还能合成非必需氨基酸

21

•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微生物学家杰弗里·戈登
(Jeffrey I. Gordon)实验室发现：肥胖症和小鼠肠道中
的菌群存有关联
– 肠道菌群可以调节小鼠的脂肪代谢、降低消耗脂肪的基因的活动、升高

合成脂肪的基因的活性、令动物过度合成和积累脂肪。

– 肠道菌群是动物肥胖 发生的必需条件，因为无菌动物即使吃高脂饲料也
不会肥胖。这是肠道菌群与肥胖研究的开山之作。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04 Nov 2;101(44):15718-23.

22

• 将遗传性肥胖小鼠(ob／ob)的肠道菌群移植到野
生型无菌小鼠体内，移植小鼠２周后脂肪存储量
显著超过移植了健康小鼠菌群的对照组，表明肥
胖表型可随菌群在不同个体间发生转移。

Nature. 2006 Dec 21;444(7122):1027-31.

23

Science: 移植肠道细菌可“传染”肥胖

• 2013/09/09

– 华盛顿大学Gordon实验室：接受来自胖人肠道
细菌的无菌小鼠会比给予来自瘦人肠道细菌的
小鼠增加更多的体重并积累更多的脂肪。

– 共同饲养五天后，前者会被后者“传染”消瘦
下来。

– 为研发个性化、基于益生菌的肥胖症疗法提供
了理论基础。

24



• 赵立平：一株来自肥胖病人肠道的条件致病菌在无菌小鼠中引起肥胖

• 第一次证明一种叫做阴沟肠杆菌的肠道细菌是造成肥胖的直接元凶之一，它

在人的肠道里过度生长是肥胖的原因，而不是结果。这也是国际上首次证明 

肠道细菌与肥胖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 我们用人源内毒素产生菌构建的悉生动物肥胖模型，在研究细菌－膳食－宿

主相互作用与肥胖症关系的分子机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该类菌有可能成为

肠道菌群与肥胖症的关系研究进展预防和治疗肥胖症及其相关疾病的新靶点。

ISME J. 2013 Apr;7(4):880-4

25

移植肥胖者粪便的患者
发现自己变胖了

• Open Forum Infectious Diseases，2015-02-09
– 粪便移植是一种治疗耐药肠道细菌感染的有效方式，健康的粪便

能帮助患者重新建立细菌平衡。但粪便移植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
副作用。

– 一位以前不胖的女患者在移植了超重女儿的粪便之后体

重增加了36磅。她在手术之后食用了由医生监督的液体蛋白质饮
食和进行了运动疗法，但仍旧变胖了。

– 她的医生说，患者一年之后回来抱怨增加了大量体重，她觉得自
己体内某个开关突然翻转了。医生表示他现在建议不要使用肥胖
者捐赠的粪便。

– 此前科学家已经发现，移植偏瘦的人捐赠的粪便能降低体重。
26

肠道菌群
http://zf.39.net/a/2010921/1486435.html

• “人体肠道共有1000至2000种微生物，菌群总重量有一
两公斤。”

• 肠道细菌共有300多万个基因(另说：>900万)，远远超
出人类自身的2万多个基因。

• 这些基因分属1000多种不同的细菌，每个人肠道中都有
其中至少100多种细菌。约40%的细菌可在半数研究对
象的肠道中找到。

• 肠道中许多细菌是有益的，帮助人体处理复杂化合物，
还可以生成氨基酸和维生素，因此肠道细菌的种类和数
量与身体健康有着密切关系。

– 人体肠道的正常微生物，如双岐杆菌，乳酸杆菌等能
合成多种人体生长发育必需的维生素，如B族维生素
、维生素K、烟酸、泛酸等，还能合成非必需氨基酸 27

人体细胞数量：10^13
共生菌群数量：10^14

大肠杆菌每隔20min增殖一代

90%的菌群位于大肠

正常人排便干重的70%以上：
是微生物菌群

人体，是菌群繁殖场所！
1g土壤含有10亿个细菌

虽然日常食物中并没有细菌，然而
如果按照每天排便200g计算，

相当于排便1000~2000亿个细菌

28

换个思路来理解：

人体以及动物肉体可以被认为
是“菌群”复制自己的工具！

微生物—vs—宿主

菌群利用人体(食物)复制自己

29

肥胖与菌群：相关or因果？

基于已有研究的启示

30



思路形成过程

• 根据国内外大量科学研究，以及我
们实验室近年来的大量工作，我们
提出并证明“饥饿源于菌群”，将
有可能从根源上解决体重控制难题。

31

关于“肥胖”：问题可能出在吃饭上

•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

——民以食为天——

32

人体是人菌共生体
——两套基因组：人与非人DNA复合体

• 第一套基因组(先天)
– 30亿DNA碱基对

– 来自于父母

– 通过胚胎发育完成肉
体的框架图

• 第二套基因组(后天)
– 病毒、细菌、

– 真菌、寄生虫

– 来自于环境

33

在我自己的亲身测试中，意外发现：

似乎是由于菌群在驱动人体摄食！

想一想：为什么说“饿肚子”
而不是“饿脑子”？

人是“人体＋菌群”的共生体

人体需要营养：生长

菌群也需要营养：复制
34

科学假说——
饥饿的信号来源于菌群

(对于碳源的需求)？

而不完全是：摄食中枢、胃排空、

代谢消耗、血糖降低？

饥饿程度～～~菌群繁殖强度？

35

科学假说——
饥饿的信号来源于菌群

(对于碳源的需求)？

而不是：摄食中枢、胃排空、

代谢消耗？

饥饿程度～～~菌群繁殖强度？

36



×关于饥饿信号起源的认识可能有误×

人体的饥饿感有可能来自于肠道菌群而

不是大脑：肚子饿而不是脑子饿

逻辑合理——菌群摄入碳源的
需求驱动人体吃饭，进而导致肥胖？

37

通过反向工程技术进行验证

使用人体不吸收的多糖和膳食纤维
“喂饱”菌群，或许可以减少或消

除人体的饥饿感？

——柔性辟谷技术——
38

亲身验证：连续9天喂饱菌群不吃饭

• 基于“饥饿源于菌群”为理论指导，自
2013年以来，我以自己进行体验，通过调
理菌群4个月顺利体重控制30斤

– 进而提出“泛临床试验”模式(宽泛、弹性)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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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完成300位志愿者测试

• 其中及时反馈信息的68位志愿者在70
天平均体重降低10斤
– 体重控制测试共107人，年龄14岁~78岁
– 男39 ，失访6人；女68，失访11人，随访人群
共90人，其中随访1周以上68人(后续以此结果
进行分析)

– 伴有的基础病主要是：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2. 便秘(2~3天以上排便1次)

3. 睡眠不佳等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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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体重连续降低情况是指与服用方案前原始体重相比，减少的体重

两个半月减10斤！

*** P < 0.001

***

***
***

***
***

***
***

*** ***

一个月减6斤！

两个月减9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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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通过微信组织预研

• 2014年9月在全国组织了20位志愿者进行
“通过控制菌群实现体重控制”活动

– 其中15人实现了3-7天“喂饱菌群、只喝水、不
吃饭”的健康体验活动，仿真了骆驼在沙漠中
的驼峰消失过程

– 参与者不仅体重得到生理性下降，而且，脑力
精力体力均有所提升。

–其中：包括我院的志愿者

• 采用“柔性辟谷”技术
43

2015年1月：天津宝坻医院体检科组织

• 10名医生和家属进行“减肥体验”，
持续时间7天

• 总体减重幅度：5-15斤
• 其中1名医生145kg：减重7.4kg

• 总体腰围减少幅度：2~20cm

• 生理生化指标显示均无异常
• 心率、血压

44

2015年2月：天津宝坻医院体检科组织

• 扩大到30位志愿者(医生和家属)，完成为期
7天的“通过控制菌群实现减肥”活动，即
所有参与者“喂饱细菌之后只喝水、不吃
饭”，正常工作(含为患者做手术等)

• 其中两位典型的肥胖人员(290斤、260斤)
通过为期两周通过控制菌群实现、分别达
到了生理性减肥20斤、19斤的良好效果，
脑力精力体力均良好。

• 体检指标正常。

45

体重：下降(4-15斤)

46

体重指数(BMI)：下降

47

腰围：下降(1-20cm)

48



收缩压：正常

49

舒张压：正常

50

心率：正常

51

血糖：正常或改善

52

甘油三酯：下降

53

总胆固醇：总体正常

54



高密度脂蛋白：有所下降

55

低密度脂蛋白：总体正常

56

谷丙转氨酶：总体正常

57

谷草转氨酶：总体正常

58

总胆红素：总体正常

59

肌酐：正常

60



尿素氮：有所增加

61

尿酸：有所增加〔代谢产物通过小便排泄〕

62

大便情况：基本无或正常

63

饥饿感：总体无或少量(偶尔饿、馋)

64

精力状况：总体良好

65

疲劳感：总体无

66



睡眠情况：总体良好

67

胃肠道反应：正常

68

预研结果汇总

• 根据24名志愿者体验情况来看，体重
减少效果非常明显，综合各项指标显
示，本次减肥对健康无不利影响，多
数人员体验过程中，健康状况趋于更
加良好水平，精力也保持相对良好状
态。

69

2015年1-2月：307医院预研

• 为了进一步确认，联合307医院于2015年1
月下旬组织了12位医生志愿者进行为期一
周的“通过控制菌群实现减肥”活动，实
现了参与者生理性减肥幅度在5-10斤之间的
目标。

• 主观指标(自我感觉)良好

• 反馈的客观指标正常

70

2015年4月：我院研究生预研

• 组织我院9名研究生志愿者(体重指数[BMI]
大于22，其中男3人，女6人)进行为期一周
柔性辟谷，血糖、血压、心率、胆固醇、
总胆红素、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
、尿素氮、肌酐等在血液中含量变化无显
著差异，血尿酸有所升高(恢复饮食后恢复
正常)，血尿素氮和高密度脂蛋白含量下降

71

多项生化指标正常
    (在302医院体检)

72



2015.5 北京军区总医院预研

• 联合北京军区总医院于2015年5月初组织了
5位医生志愿者进行为期一周的“通过控制
菌群实现减肥”活动，已顺利结束

– 主观指标(自我感觉)良好

– 反馈的客观指标正常

– 柔性辟谷不受生理周期影响

– 其中一位医生(女)已完成3次、每次连续
14天柔性辟谷，共减重40斤(从160斤减
到120斤)，近期随访未见反弹

73

2015年7月 天津宝坻医院
44位志愿者、85项指标

基本指标 干预前 干预后 恢复饮食后
体重(kg) 87.6473±23.1332 83.6420±22.6581 85.8366±23.0316

体重指数(BMI) 30.0423±5.2820 28.6598±5.2321 29.5498±5.4222

腰围(cm) 99.0682±14.9653 93.1818±14.4190 92.8636±14.7089

体脂百分比(%) 35.9727±4.5633 35.9543±5.6007 35.0734±4.9389

体脂肪(kg) 32.2120±12.2377 30.9827±13.2907 30.8868±12.4860

肌肉量(kg) 51.2709±10.6592 48.3966±9.8436 50.8357±10.6039

蛋白质(kg) 11.2877±2.3575 10.6470±2.1658 11.1836±2.3331

总体水(kg) 39.9916±8.3132 37.7505±7.6774 39.6516±8.2716

基础代谢率/(Kcal/d) 1614.4452±267.6843 1570.6534±260.2456 1594.0164±266.2563

细胞外液(kg) 18.0707±4.1007 16.9668±3.6560 18.0177±4.1926

细胞内液(kg) 21.9939±4.5961 20.7727±4.3662 21.4252±4.8304

去脂体重(kg) 55.5325±11.4404 52.6616±10.3618 55.0405±11.5606

无机盐(kg) 4.1489±1.1243 4.2620±0.9400 4.1148±1.0810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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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辟谷一周平均减脂1.2kg

44位志愿者体检指标

糖代谢 干预前 干预后 恢复饮食后
胰岛素(空腹、pmol/L) 23.3127±25.2745 13.9418±10.7426 17.1920±11.7127

血糖(空腹、mmol/L) 5.6841±0.9647 5.0198±1.0300 5.6239±0.9147

血压 干预前 干预后 恢复饮食后
收缩压(mmHg) 121.8409±10.0971 116.2045±10.6892 115.7727±11.4706

舒张压(mmHg) 75.6136±8.5813 73.5909±6.9994 72.2500±8.9342

心肌酶谱 干预前 干预后 恢复饮食后
肌酸激酶同功酶MB(U/L) 9.6295±11.2329 8.9409±10.2145 8.4318±10.5736

肌酸激酶(U/L) 125.2705±75.3950 127.9205±80.2080 118.2455±71.7486

α-羟丁酸脱氢酶(U/L) 140.4364±22.4182 145.9614±25.7243 137.5023±27.3592

乳酸脱氢酶(U/L) 194.6909±32.9640 199.8182±40.9156 189.1773±35.8682

谷草转氨酶(U/L) 24.8886±11.6774 33.4500±27.7342 22.9932±10.4193

谷草线粒体同功酶(U/L) 6.8386±3.1671 9.0182±7.6350 6.3568±3.0294
76

44位志愿者体检指标

肝功能11项 干预前 干预后 恢复饮食后
谷丙转氨酶(U/L) 31.8318±23.9289 41.4500±46.7793 28.4773±23.5859

谷草谷丙酶比值 0.9455±0.3295 1.0682±0.4170 1.0205±0.3843

谷氨酰转肽酶(U/L) 43.8795±61.7167 41.0386±57.3423 35.4568±52.7871

碱性磷酸酶(U/L) 70.8364±14.7938 72.3591±17.0380 67.8455±18.4354

总蛋白(g/L) 75.9682±4.1153 77.4455±4.8522 72.2364±4.2314

白蛋白(g/L) 45.6545±2.8314 47.9705±3.3843 44.9523±2.9476

球蛋白(g/L) 30.3136±3.6055 29.4750±3.8618 26.9250±4.6257

白球比 1.5393±0.2607 1.6511±0.2877 1.6791±0.2567

总胆红素(μmol/L) 14.1886±7.0882 21.0614±11.8853 12.2886±4.3687

直接胆红素(μmol/L) 4.5705±2.4686 7.1205±3.5722 4.0045±1.4774

间接胆红素(μmol/L) 9.6182±4.7137 13.9409±8.4063 7.9250±2.7592 77

44位志愿者体检指标

血脂四项 干预前 干预后 恢复饮食后
高密度脂蛋白(mmol/L) 1.1359±0.1978 0.9666±0.1955 1.0677±0.2088

甘油三酯(mmol/L) 2.1295±1.4901 1.3075±0.6609 1.9966±1.0778

低密度脂蛋白(mmol/L) 2.7941±0.5503 3.6920±0.9271 2.6775±0.6550

总胆固醇(mmol/L) 4.7214±0.8743 5.4355±1.2108 4.4511±0.9222

肌酐(µmol/L) 59.8818±12.3024 65.6705±14.4420 61.4068±12.9818

尿素氮(mmol/L) 4.6750±1.0353 3.8136±1.2222 4.2366±1.1088

血尿酸(mmol/L) 405.7364±110.1754 648.2136±238.6177 429.7977±318.2595

尿尿酸(µmol/L) 3219.7886±1327.7808 4347.5614±2216.7051 4006.8705±2038.0411

炎性因子 干预前 干预后 恢复饮食后
白细胞介素6(IL-6) 2.3111±5.3245 3.2741±7.1843 1.7280±3.2871

超敏C反应蛋白(CRP, 
mg/L) 1.7680±3.8351 1.7775±2.3286 0.9643±3.8796 78



44位志愿者体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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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辟谷可以显著改善炎症指标，
对于肿瘤患者具有重要意义

44位志愿者体检指标

电解质 干预前 干预后 恢复饮食后
血氯：Cl(mmol/L) 100.8295±1.3704 101.9000±2.5862 103.4455±2.1892

血钾：K(mmol/L) 4.4016±0.3087 4.3675±0.2493 4.2782±0.2984

血钠：Na(mmol/L) 140.9136±1.3750 139.9227±1.9223 141.4545±1.3613

微量元素 干预前 干预后 恢复饮食后
钙：Ca(µg/L) 1.4032±0.0827 1.3948±0.1491 1.4498±0.0717

铁：Fe(µg/L) 8.5080±0.8815 8.5789±0.7963 8.6791±0.7488

铜：Cu(µg/L) 14.0284±3.2271 16.1000±3.1225 17.4609±5.3157

锌：Zn(µg/L) 94.4086±13.4885 97.1534±12.4660 89.4886±8.9773

镁：Mg(µg/L) 1.4920±0.1441 1.5039±0.1362 1.5075±0.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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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位志愿者体检指标

血常规 干预前 干预后 恢复饮食后
白细胞数目(x109/L) 6.1773±1.7422 5.4295±1.5260 5.1295±1.5449
淋巴细胞数目(x109/L) 2.0432±0.4805 1.9136±0.4806 1.7841±0.4441
淋巴细胞百分比(%) 33.9091±5.8678 35.9614±6.5072 35.6773±6.7086

中性粒细胞数目(x109/L) 3.6864±1.2796 3.0727±1.1201 2.9568±1.2153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58.7591±6.3036 55.4159±7.1255 56.4114±7.6958
中间细胞数目(x109/L) 0.4477±0.1532 0.4432±0.1283 0.3886±0.1262
中间细胞百分比(%) 7.3318±1.2649 8.6227±1.7425 7.9114±1.9169

红细胞分布宽度标准差(fL) 46.9318±2.6419 44.7909±2.7900 46.3977±3.0521
红细胞分布宽度(%) 13.5000±0.8760 13.1818±0.9949 13.3705±1.0800
红细胞数目(x1012/L) 4.6134±0.5367 4.7773±0.5166 4.5339±0.5466

红细胞压积(%) 41.4023±4.7576 42.5500±4.3221 40.6545±4.5940
平均红细胞体积(fL) 89.9705±4.6619 89.3364±4.5065 89.9500±4.4648
血小板数目(x109/L) 230.7955±52.6487 241.5227±57.4976 216.5000±55.5160
血小板分布宽度(%) 15.3318±0.2428 15.3977±0.2857 15.4318±0.2513
平均血小板体积(fL) 8.2205±0.7096 8.3614±0.6097 8.5273±0.7167

血小板压积(%) 0.1872±0.0374 0.1997±0.0411 0.1819±0.0379
血红蛋白(g/L) 140.2500±17.5898 146.5227±16.4111 137.9545±17.2936

平均血红蛋白(pg) 30.3773±1.8892 30.6614±1.9493 30.4136±1.9345
平均血红蛋白浓度(g/L) 337.8864±6.9323 343.5227±7.9489 338.4318±8.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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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位志愿者体检指标

尿常规 干预前 干预后 恢复饮食后

尿酮体(等级) 0.0000±0.0000 1.5000±1.1513 0.0227±0.1508
尿比重 1.0286±0.0475 1.0677±0.0822 1.0288±0.0473

尿酸碱度(pH) 5.9659±0.7185 5.7386±0.7273 6.1136±0.9934
尿维生素C(VC) 0.0273±0.1264 0.0682±0.1926 0.0136±0.0905

蛋白质 0.0455±0.3015 0.2045±0.5937 0.0000±0.0000
尿胆红素 0.0000±0.0000 0.1591±0.3700 0.0000±0.0000
尿胆原 0.0000±0.0000 0.0000±0.0000 0.0000±0.0000
尿糖 0.0227±0.1508 0.0000±0.0000 0.0682±0.4523

尿亚硝酸盐 0.0000±0.0000 0.0227±0.1508 0.0227±0.1508
尿隐血 0.2273±0.6773 0.2500±0.7510 0.0682±0.2550

尿白细胞 0.0455±0.2107 0.0909±0.4734 0.0909±0.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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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位志愿者主观指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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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0名医生柔性辟谷1周，10名医生柔性辟谷2周



2016年5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柔性辟谷技术协助降血压

• 30位长期用药的高血压患者，在柔性辟谷
期间，暂停了降压药的使用，而使得血压
逐渐保持正常。

• 已经完成柔性辟谷、恢复饮食高血压志愿
者，也有不需要降压药而保持正常血压的
例子

• ——临床意义：高血压可以通过柔性辟谷
技术改善，不一定需要“终生用药”！

2016年5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柔性辟谷技术协助降血压

86

显然：减肥现象已经很明确了

通过稳定菌群控制体重能够仿真
骆驼在沙漠中的生理性减肥

8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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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论文——柔性辟谷技术在青年人群
体重控制中的应用@《军事医学》

90



柔性辟谷技术应用于体重控制
泛临床试验研究(2016.1.11-17)

91

柔性辟谷技术已经正式应用于临床

92

一般性反馈

• 目前最高记录：一周减重21斤。

– 正常生活。对于营养学提出了新挑战。

• 高血压：经过两次柔性辟谷，停掉降压药

• 高血糖：柔性辟谷期间无需使用降糖药

• 便秘：改善，柔性辟谷期间无需排便

• 妇科炎症显著改善

• 甲状腺结节消失…

• … 93

柔性辟谷和传统辟谷的区别

• 柔性辟谷：

–喂饱菌群、人体自然不饿不食

–科学、安全

• 传统辟谷：

–人体强制不食，菌群仍然攻击人体

–经验、风险
94

食欲 ≠ 饥饿感

馋 ≠ 饿

柔性辟谷期间能量来源：
人体内部的脂肪、糖原等

95

菌群繁殖需求驱动人体过度吃饭导致肥胖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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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群繁殖需求驱动人体过度吃饭导致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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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人体每天进餐信号源于菌群

• 每天的饥饿信号，不妨可以理解为“胃肠
道菌群”通过赋予人体饥饿感、将人体与
外界能量(食物)进行接通的开关控制过程

• 相当于汽车点火一样，即每天“胃肠道菌
群”都会通过这种“点火”的方式，驱动
人体产生“摄食”动作，在满足菌群对于
营养物质需求的同时，满足了人体营养物
质需求，总体表现为“人吃饭”这个现象

• 换言之——菌群吃饭是真相、人体吃饭是
假象？ 98

菌群通过人体为自己的繁殖储备
足够的能量(脂肪)，表现为肥胖？

胖人是“肥胖细菌”为自己

开设的“肥胖银行”

(肥胖)菌群决定人体肥胖？

人体是菌群的能量仓库

99

• 骆驼：驼峰

• 胖人：‘伪驼峰’

100

胖人：脂肪是良好的能源储备

• 骆驼：驼峰

• 胖人：‘伪驼峰’

101

胖人：脂肪是良好的能源储备
吃饭的原始信号：喂饱细菌？

“柔性辟谷”技术

每天一日三餐喂饱菌群即可止
饿，人体7-14天只喝水不吃饭，

通过消耗脂肪而自然减肥

如果“饥饿感”的确是由于“菌群
繁殖需要碳源”所驱动的，

人类的吃饭：真的是生理需求吗？
是生理需求，但是由菌群来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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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心说”学说的提出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人体的结构

103

古代医学

天人合一
不过，究竟什么是“天”？

104

原因
不明

105

现代医学

以人为本、基因至上
遗传学、基因组学、精准医疗…

106

基因
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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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心说”学说：新医学体系

以菌为本、人菌平衡
人体需要适应环境、适应菌群…

108



菌群
紊乱

109

菌群
紊乱

110

基因突变、基因异常

基  基
因  因
突  异
变  常

基因突变、基因异常

“菌心说”学说相关系列内容

• 新医学理论

– 人菌共生、人菌共赢

– 人不犯菌、菌不犯人、人若犯菌、菌必犯人

• 菌心说学说

– 菌群是人体(生理、代谢、心理、欲望)的核心

• 碳源论观点

– 菌群和人体均源于对碳源的需要、运行

• 云医院实践

– 慢病防控与健康管理实践
111

国际前沿热点研究趋势——
肠道和微生物，真的有这么重要？

• 虽然在人身上的实验
数据还非常有限，但
科学家已经把焦虑、
抑郁、自闭、精神分
裂、神经退行性疾病
等跟肠道和微生物联
系在一起了。

112

无菌小鼠？à？à自闭症

• 无菌小鼠体内的五羟色胺(5-HT)含量显著
低于正常有菌小鼠

• 脑肠轴：肠道神经丛合成神经递质入脑

• 活着≠高质量的生活(心理、情绪、情感)

• 植物人的菌群？

113

    严重细菌感染，让人长期消沉焦
虑？

Ø2000年，加拿大小镇沃克顿在遭受一次严重洪水
后，饮用水受到大肠杆菌和空肠弯曲杆菌等的污染。
2300人因此患上严重的肠道感染疾病，其中很多人
最终发展为肠易激综合征（IBS）。
Ø之后，在一个长达8年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了魔
性的现象：这些持续性的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比一
般人更容易消沉和焦虑。 114



人的坏细菌，也能让老鼠消沉焦虑

• 研究者未公开发表的实验表明，把IBS患者
便便里的细菌分离出来，转移到小鼠肠道
里，这些小鼠表现出焦虑的行为，而转移
了正常人细菌的小鼠一切正常！

115

坏便便预示坏性格？

•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正在
开展一个魔性研究：他们找到了30个一
岁的婴儿，用神经科学研究方法分析他们
的行为、性情和大脑发育情况，然后对他
们的便便进行测序，以寻求便便（肠道）
与性格的关系。

• 他们已经有了一些令人激动的初步结果，
后面会有什么更让人震惊的，我们拭目以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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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细菌喝下去，好心情自然来

• 201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55例健康的志
愿者在1个月中饮用含有两种益生菌
（Lactobacillus helveticus R0052 和B. 
longum R0175）的混合液。在随后的心理
测试中，相比喝了安慰剂的志愿者，喝了
菌液的志愿者们的抑郁、愤怒和敌意水平
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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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产婴儿，涂妈妈的阴道细菌
更健康？

• 纽约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Maria 
Dominguez-Bello开展的研究，用沾满母亲
阴道微生物的纱布，涂到剖腹产婴儿的口
腔和皮肤表面，希望借此帮助婴儿建立起
对大脑发育至关重要的初始肠道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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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好不好，母鼠阴道细菌很关
键？

• 美国滨州大学的科学家Bale
和团队发现，焦虑的母鼠阴
道里乳酸杆菌少，而乳酸杆
菌是新生小鼠肠道里重要的
有益菌。母鼠不能在生产的
时候通过阴道把更多乳酸杆
菌传递给后代，就会让它们
更容易焦虑烦躁。而这一点，
对雄性小鼠的影响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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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食焦虑母鼠的阴道细菌，变得焦虑？

• Bale和团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把焦虑母鼠
阴道里的细菌喂给剖腹产小鼠，这些小鼠
也表现出焦虑的状态。

• 他们正在研究是否可以用不焦虑母鼠阴道
里的细菌来反转焦虑小鼠的焦虑。

120



喂食脆弱拟杆菌，治疗自闭症？

• 2013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Mazmanian实验室
的研究人员Paul Patterson和同事们发现：在一
些有自闭症症状的小鼠肠道内，脆弱拟杆菌比
正常小鼠低很多，这些小鼠表现得更为紧张、
反社交性并且有肠道疾病症状。

• 令人惊喜的是，向这些小鼠喂食脆弱拟杆菌，
竟然反转了自闭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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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好细菌，胆怯老鼠变得勇
敢？

• 2011年，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Bercik和
团队发现，当相对害羞的老鼠拥有了更具
有冒险精神的老鼠的肠道细菌，它们也会
变得活跃和勇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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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细菌在，血清素就是多！

•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Elaine Hsiao
在2015年发现，一些特定的细菌代谢产
物会促进肠道上皮细胞分泌血清素！如果
将一些梭菌转到无菌小鼠肠道里，就能看
到它们分泌更多血清素；而如果用抗生素
处理正常的小鼠，它们体内的血清素水平
会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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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细菌缺失，大脑里的血清素也少

• 2011年，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科学家发
现，无菌小鼠大脑中纹状体里血清素明显
缺乏，而这正是关系到小鼠是否更焦虑的
大脑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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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焦虑，窗口期极重要，否则无法逆转

• 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科学家同时发
现，在无菌小鼠成年后，再转入正
常小鼠的细菌，对焦虑行为的干预
并不十分有效。但它们的后代如果
不在无菌环境中出生，并在普通环
境中长大，并不会有焦虑行为。这
预示着，肠道细菌影响大脑的发育，
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定窗口期。

• 这个发现非常关键，它预示着，对

   自闭症等人类精神障碍的干预，

   很可能需要在非常早期才会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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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链脂肪酸，让血脑屏障更强健！

• 细菌的代谢产物，如丁酸等短链脂肪酸，
会通过让细胞间的连接更加紧密来加强血
脑屏障的功能。

• 而2015年，德国科学家还发现，短链脂
肪酸能促进大脑小胶质细胞的发育和生长，
这更增强了大脑的免疫防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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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鞘形成，也受肠道微生物影响！

• Cryan和同事还发现，肠道微生物也会影响
髓鞘形成，这是帮助神经纤维产生绝缘效
应至关重要的脂类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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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辟谷技术可延长线虫寿命61-66%
线虫生存曲线(25℃)： N2 ，daf-2, daf-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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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辟谷技术可促进肠杆菌科细菌增殖，
抑制莫拉氏菌科细菌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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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辟谷技术可增加秀丽线虫
肠道中菌群多样性

130

肠道菌群多样性与寿命呈正相关

线虫最大寿命统计线虫肠道菌群多样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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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天，3大杂志，10篇重磅文！
微生物研究

• 2015年10月28日到11月6日，短短八天，《自然》、
《科学》、《细胞》三大杂志和网站，针对微生
物研究，发了6篇重磅论文，1篇简要但也重磅的
评述，介绍了2篇其他顶级杂志的重磅论文，推荐
了1本关于肠道微生物的重磅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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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中
发现真菌细胞及菌丝

• 英国《自然》旗下《科学报告》期刊15日发表的一则微生
物学研究称，在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脑组织里，科学家
发现了真菌细胞和菌丝。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将有助于了
解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机制，促进医学界对病患的早期检
测和诊断手段的开发。

• 阿尔茨海默病属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一种。以病理学来看，
其主要是大脑和特定皮层下区域神经元和突触的损伤，这
种损伤使病人出现显着的大脑萎缩和衰退。目前认为一些
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对该病的发病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仅
是公认的危险因素，其确切病因迄今未明。而由于发病机
制的不明确，人们并不能从根本上来阻止或延缓阿尔茨海
默病病程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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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中
发现真菌细胞及菌丝

• 此次，西班牙马德里分子生物学中心路易斯·卡拉斯科
和他的研究团队使用显微镜和抗真菌抗体，检查了11位
生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和10位对照组人员（生前
没有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脑组织样本。研究人员发现，
所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中都有真菌细胞和其他真
菌物质，但是对照组人员的大脑中没有一例发现真菌。
研究人员同时发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血液样本中存在
真菌大分子物质，例如蛋白质和DNA。

• 研究人员指出，每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体内的真菌形态
都略有不同，说明患者体内原本的真菌物种可能各有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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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欧盟大量投入研究经费

近5-7年内
• 美国国立精神健康研究所，“微生物-肠

道-大脑轴”研究，700万美元；

• 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肠道的认知功能和
压力反馈研究，1450万美元；

• 欧盟，肠道与健康相关研究（其中有两个
大方向是探讨肠道与大脑发育和功能失常
的关系），1010万美元！

• 这三个计划加起来就有3000多万美元
（近2亿人民币）！决心之大立刻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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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启动“国家微生物组计划”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5/345978.shtm

• 新华社华盛顿5月13日电 美国奥巴马政府13日宣布启动“
国家微生物组计划”,旨在推进对微生物世界的认知,从而
在卫生保健、食品生产和环境恢复等领域有所应用。

• “‘国际微生物组计划’的启动标志着微生物组学的一个
里程碑,”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副主任、微生物学家乔·
汉德尔斯曼在白宫网站上的一篇博客中写道,“我们期盼
‘国家微生物组计划’促进这个重要领域取得进展,给我
们的星球及其居住者带来可观效益。如果有一件事我们可
以确信,那就是微生物虽小,但它们的影响巨大。”

• 白宫发表的一份声明指出,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微生物
组领域投资,且近年来力度不断增加。2014财年的联邦投
资是2012财年的3倍,在3年间的总投资超过9.22亿美元。
未来两年,美国政府计划再投资1.21亿美元,用于“国家微生
物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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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研究，均在陆续指向
“菌心说”学说

人类对于自然界认识的不断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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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提出[菌心说]——意味着人类对于自己、社
会乃至自然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2013.12.19)

• 即对于人体而言，人脑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器官，而隐居并共生
于人体胃肠道内部甚至遍布在全身体内体外的微生物尤其是[胃肠
道菌群]即[心脑菌脑]，很有可能是人体活动以及各类慢性病的中
心，并且很有可能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活动的中心，而且实际上
人类的绝大多数甚至一切心理活动都是在这个[心脑菌脑]的控制
指令下运行的结果，至于传统意义上的人脑以及相应的中枢神经
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则是[下位中枢]，是[心脑菌脑]这个[上位
中枢]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而通过[人脑]及其附属器官指挥全身
进行物理学机械运动的结果(其中内嵌了生物化学等原理)。这，
就是我今天郑重提出来的[菌心说]的核心思想，是在目前流行的[
脑心说]的基础上发扬光大的结果。

• 没有[脑心说]千万年积淀的话，也无法催化甚至进化出[菌心说]。

• [菌心说]不是为了推翻[脑心说]的传统认识，反过来却是对于[脑
心说]的重要补充。两者相互配合，指挥着躯体完成相应的运动，
实现着人类的心理活动和各类神经精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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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认识的进步
太阳中心主义

↑ ↑ 
能量中心主义

↑ ↑ 
碳源中心主义

↑ ↑ 
菌群中心主义

↑ ↑ 
人类中心主义

新医学理论之精华：菌心说

• 人菌平衡则健康，人菌失衡则慢病

• 人菌之间碳源之争，是菌群紊乱的原因

• 新营养学

• 新药学

• 中医现代化

• 西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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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心说》
心脑、大脑、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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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心说》
心脑、大脑、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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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心说》
心脑、大脑、人体
情商、智商
心理、认知、生理

147

《菌心说》——心脑 vs 大脑

• 人体共生菌群依托人体获取碳源

• 相互影响：神经、精神、意志

• 饥饿源于菌群、并推动人类运行

148

“菌心说”学说要点
——人体是菌群的工具

1. 饥饿源于菌群

2. 欲望源于菌群

3. 心理源于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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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不全对！

• 关于“吃饭”问题的深入剖析——
可以向“民以食为天”说不，因为
我们已经能够通过“菌心说”把握
住饮食与健康的脉络之关键，其本
质应该是“菌以食为天、民以菌为
先”，因为饥饿信号是从菌群向人
体传递过来的，而不是人体自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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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群通过人体来吃饭

人体是细菌吃饭的工具？
进而延伸出了人类的感情 

新医：与中医的对话

中医催生“菌心说”起源

152

“新医学·菌心说”
可以解释很多医学问题，尤其

是中医、中西医结合问题

对于慢病防控与健康管理

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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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移植
(Excrement transplant ；Faecal transplant)
• 粪便移植是将健康者的粪便导入肠道受感染的患者以

抑制患者体内有害细菌滋生的治疗措施。

• 粪便移植操作过程，是由粪便灌输员通过一个鼻管将
粪便从患者鼻孔导入小肠中，健康者的粪便中存活有
一些有益菌群，可以抑制或化解一些超级致病细菌所
导致的人体健康危机，显然，对患者而言，这是一个
很易见效的治疗方法。

• 例如：艰难梭菌每年感染美国50万名患者，使他们出
现腹泻、毒血症和肾衰竭，导致每年5000-20000人死
亡。而在人体植入超级细菌群将起到潜在治疗作用。
目前，这种富有争议的医疗操作仅在美国少数医院进
行，实际上这种疗法非常有效，

• 这种疗法不仅让患者承受很大的“痛苦”，对于医疗工作人员而
言把粪便灌入患者鼻孔中也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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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菌移植的本质是：

使用“好菌种”去“改良”
肠道这个“坏土壤”



粪便——药物？

美国：粪便药片 中国：儿童粪便入药
• 发明“粪便”药片

– 别想歪了，这种药片实际上
是由粪便中的细菌制成。科
学家们已经证明，我们的肠
道内充满了各种有用的细菌
，它们会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并对抗那些引发疾病的细菌
。合适的细菌组合还能帮助
我们抵御艰难梭菌，这种让
医院和患者苦不堪言的细菌
可能引发疟疾或致命的结肠
炎。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
托马斯·路易博士提出的将
各种细菌制成药片的想法真
可谓奇思妙想。

• 龙涎香，在西方又称灰
琥珀，是一种外貌阴灰
或黑色的固态腊状可燃
物质，从抹香鲸消化系
统所产生。龙涎香有其
独特的甘甜土质香味(类
似异丙醇的气味)；虽然
现在它已经大部分为化
学合成物取代，龙涎香
历史上主要用来当做香
水的定香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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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黄：来自“厕所”的中药

• 人中黄，中药名，是一种特殊加工制品，为甘草末置竹筒
内，于人粪坑中浸渍一定时间后制成品。具有清热、凉血
、解毒之功效。《本草备要》：“泻热，清痰火，消食积
，大解五脏实热。治天行热狂，痘疮血热，黑陷不起。”
呈圆柱形，外表呈褐色，断面均呈暗黄色，较粗糙，可见
甘草纤维纵横交错聚集，质紧密略坚硬，表面易剥落。有
特殊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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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黄”本质与

沼气池里边的菌群没有太大
区别，可产生氢气、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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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人类语言：
“我很馋，非常喜欢吃肉，

没有肉吃我就活不了”

解读真相：
我的胃肠道里边的“嗜肉菌

群”过多，需要消化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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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人类语言：
“我很馋，非常喜欢吃肉，

没有肉吃我就活不了”

解读真相：
从一个人的饮食习惯可以

合理反推其胃肠道菌群种类
和状态，部分表现为性格



动物粪便可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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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中医、中药
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正在被[菌群研究]证明之中
——很多中药都是(通过)菌群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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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心与小肠相表里]？

人体结构，特殊异常。精卵结合，肉体动场。肠道菌群，
环境供上。粘膜表面，菌群多样。偌大人体，发酵罐缸。
子宫十月，菌群盼望。一朝分娩，菌群涌上。消化道中，
遍布菌群。人菌共生，人菌共赢。小肠里面，菌群尤甚。
营养吸收，一方模样。小肠菌群，人心状况。情绪情感，
菌群多端。心理活动，菌群之巅。思乡心切，归心似箭。
诸多想念，藏于菌间。厚壁菌门，产气之源。氢气细菌，
健康相关。拟杆菌门，益生无边。菌群改变，饮食习惯。
健康起居，菌群善念。暴饮暴食，心情昭然。如无小肠，
何来粘膜。如无粘膜，菌群无居。菌群为齿，小肠为唇。
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表里如一，两厢情愿。五一节日，
中医发展。新医来临，中医祖先。博大精深，先圣高端。
中医西医，新医化莲。三泉映月，珠联璧合。医疗康健，
不再畏难！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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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在于喂饱细菌？

通过食物满足内心的需求？
“吃货”缘于菌群？

如何理解中医相关问题——
‘内心’何在？

???

内心即菌群，菌群即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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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心说@藏象学说：藏为菌、象为人？！

• 五脏：脾、肺、     心、   肾、     肝     ——菌群

• 六腑：胃、大肠、小肠、膀胱、胆、三焦——人体
• Ref: 中医学把人体内在的重要脏器分为脏和腑两大类，有关脏腑的理

论称为“藏象”学说。藏，通“脏”，指藏于内的内脏；象，是征象
或形象。这是说，内脏虽存于体内，但其生理、病理方面的变化，都
有征象表现在外。所以中医学的脏腑学说，是通过观察人体外部征象
来研究内脏活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

• Ref: 脏和腑是根据内脏器官的功能不同而加以区分的。脏，包括心、
肝、脾、肺、肾五个器官(五脏)，主要指胸腹腔中内部组织充实的一
些器官，它们的共同功能是贮藏精气。精气是指能充养脏腑、维持生
命活动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腑，包括胆、胃、大肠、小肠、膀胱、
三焦六个器官(六腑)，大多是指胸腹腔内一些中空有腔的器官，它们
具有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排泄糟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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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称为“藏象”学说。藏，通“脏”，指藏于内的内脏；象，是征象
或形象。这是说，内脏虽存于体内，但其生理、病理方面的变化，都
有征象表现在外。所以中医学的脏腑学说，是通过观察人体外部征象
来研究内脏活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

• Ref: 脏和腑是根据内脏器官的功能不同而加以区分的。脏，包括心、
肝、脾、肺、肾五个器官(五脏)，主要指胸腹腔中内部组织充实的一
些器官，它们的共同功能是贮藏精气。精气是指能充养脏腑、维持生
命活动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腑，包括胆、胃、大肠、小肠、膀胱、
三焦六个器官(六腑)，大多是指胸腹腔内一些中空有腔的器官，它们
具有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排泄糟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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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 ＝＝＝ 脏器

人体，是肠道菌群的容器

菌群，赋予人类饥饿感、
以及内心和情感

人体è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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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 脏和腑是根据内脏器官的功能不同而加以区分的。脏，包括心、
肝、脾、肺、肾五个器官(五脏)，主要指胸腹腔中内部组织充实的一
些器官，它们的共同功能是贮藏精气。精气是指能充养脏腑、维持生
命活动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腑，包括胆、胃、大肠、小肠、膀胱、
三焦六个器官(六腑)，大多是指胸腹腔内一些中空有腔的器官，它们
具有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排泄糟粕的功能。

人体有人体的菌群
动物有动物的菌群
环境有环境的菌群

不同菌群·宿主之间不可易位，否
则将会表现出对方宿主的表型，

例如动物化的人！

自然界中生命领域的进化，其实一直是
在规范这一切

顺菌者昌，逆菌者亡，包括心理层面

先菌群之忧而忧，后菌群之乐而乐 172

新医学将促进中西医结合与
中医现代化、西医现代化

• 新医学汲取了西医和中医的精华，同时提
出了新的观点，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

– 西医(以及生物学研究)所发现的微生物菌群是
人体健康的保护者，而不是破坏者。菌群出现
攻击人体的情况，源于菌群复制DNA对于碳源
氮源的需求，而并非菌群主动攻击人体的表现

– 中医的整体论很重要，将“菌群微生态”和中
医传统理论相结合，可以获得新的认识，比“
上医治未病”更向前发展了一步，连“已病”
可以一起通过纠正“人菌失衡”而调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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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学将促进中西医结合与
中医现代化、西医现代化

• 新医学汲取了西医和中医的精华，同时提
出了新的观点，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

– 人菌共生、人菌共赢：人菌之间应该是互惠互
利的和谐关系

– 菌群不会无缘无故地攻击人类，反而往往是由
于人类对于菌群的伤害导致人类被菌群攻击，
例如抗生素

– 人体是人体菌群赖以生存的土壤。一旦人体不
适合于菌群生长的话，菌群则会通过LPS(介导
慢性炎症)等方式导致人体慢病乃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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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学》人菌共生理论
——架起了中医和西医的桥梁

• 中医：人体与(外界)环境的互动

• 西医：人体与(局部)环境的互动

• 菌群，是环境的核心体现者，是人环互
动界面的核心

• [菌心说]——心脑菌脑vs人体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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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人体与菌群共生系统

• 把人体作为一个系统

• 把菌群作为一个系统

• 人体DNA系统与非人体DNA系统的互动
决定了人体系统是否健康，也同时决定
了菌群系统是否健康？

• 合则两利，分则两败！

• 人菌共生、人菌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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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0692-786353.html

张成岗 @ 科学网

菌心说：人类情感的物质基础

？？？肠道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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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吻10秒 口腔传递8000万细菌

• 根据一项最新研究，在接吻的10秒钟内接吻双方口腔内将
转移近8000万个细菌。研究还发现，一天内至少接吻9次
的情侣会共享相同的口腔微生物群体。

• 来自荷兰Micropia微生物博物馆和荷兰国家应用科学研究组织(TNO)的研究
人员对21对夫妇进行研究，随后研究人员利用参与者的口腔样本调查了舌头
和唾液里的口腔微生物群的组成成分。结果显示当情侣间的亲吻达到相对较
高的频率时，他们的唾液微生物群会变得非常相似。平均而言，每天至少9次
接吻就会导致伴侣口腔内拥有相同的唾液微生物。

• 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接吻的控制组实验。情侣中的一员喝下包含特定细菌类
型，包括乳杆菌和双歧杆菌的益生菌饮料。随后情侣开始亲密接吻，研究人
员发现未饮用益生菌饮料的个体口腔内的益生菌含量增加了三倍，据估计在
10秒的接吻时间内情侣口腔内大约转移了8000万个细菌。

• 74%的男同性情侣比女同性情侣具有更高的亲密接吻频率， 男同性
情侣平均每天亲吻10次，是女同性情侣的两倍。

• 来源：《科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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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频率时，他们的唾液微生物群会变得非常相似。平均而言，每天至少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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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群传播速度很快：

8 M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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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近8000万个细菌。研究还发现，一天内至少接吻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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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科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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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人类的感情是
通过菌群在传播？

只有当“彼此(菌群)相爱”
时才会“主动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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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人类的感情是
通过菌群在传播？

只有当“彼此(菌群)相爱”
时才会“主动接吻”

…貌似很离谱…

然而：也有可能是真的
182

菌心说认为：
心理干预应该从菌群调理做起

创伤后应激综合征(PTSD)
精神紧张、应激压力、容易腹泻

菌心说
183

女人
要抓住男人的心，

就得先抓住男人的胃

！胃肠道粘膜菌群＝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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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抓住男人的心，
就得先抓住男人的胃

！胃肠道粘膜菌群＝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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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心说：欲望之源起？！

• 人体、菌群：

–食欲是第一欲望
– 菌群欲望vs人体欲望？

• 激情犯罪？

186



菌心说：欲望之源起？！

• 理智vs情感
– 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 “大脑”被“心脑/菌脑”
所控制

– 一怒之下，酿成恶果

– 失去理智源于情感失控

187

菌心说：欲望之源起？！

• 理智vs情感
– 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 “大脑”被“心脑/菌脑”
所控制

– 一怒之下，酿成恶果

– 失去理智源于情感失控

188
188

菌群与人类社会：高级问题

• “欲望”的驱动力
– 毒品成瘾

– 网络成瘾

– 偷窃成瘾

– 戒断综合征

– 监狱人员：为什么会犯罪？

• 夫妻相、同性恋：物质基础

• 人是如何将狼驯化成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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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群与人类社会：高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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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学：为什么戒烟后肥胖？

• 菌群适应了烟味(尼古丁、焦油、烟碱等
——另类碳源？)，一旦戒烟之后，菌群的
输入信号通路将不再有信号输入，从而会启
动‘饥饿信号’，从而表现为多吃导致肥胖
。

• 疯狂购物(shopping)、零食

• 是欲望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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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菌群可戒烟

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菌群？

• 人类历史，几乎是一部充满了“爱恨情仇”的
发展史。

• 此前，很少有人研究过“爱恨情仇”是否具有
物质基础(基因层次、蛋白层次、代谢层次)，
而新医学理论和菌心说学说则很清楚地指出“
爱恨情仇”的物质基础有可能是“人体共生微
生物菌群的不同频谱状态”，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和挑战

• 如果得以验证，那么，我们必将面临重
新评估人类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新局面

195

人心叵测：“人心”究竟长的
是什么样？

196

“菌心说”对健康医学工程启示

• 当代医疗主要关注“人体”

• 传统医学(中医)主要关注“平衡”

• “菌心说”以关注菌群为核心、强调“人
菌平衡”、集中在碳源方面(人体营养vs菌
群营养)

– 明确提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要把“肠道菌
群”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显著的高度

– 明确提出：大脑的重要性在于认知决策，而菌
群则与心理、精神密切相关

197

从“菌心说”的角度看问题

• 大道至简——以菌为纲、人菌平衡
• 菌以食为天，人以菌为先
• 人以菌为天——人，需要敬畏自然界：菌群不好惹
• 先菌群之忧而忧，后菌群之乐而乐
• 开心与否，取决于“菌群”的开心状态

• 复杂问题简单化
– 不抓细节抓整体：慢病综合防控方案，直接与体检

结果对接
– 通用原则：打包模式：先消炎(柔性辟谷)，再对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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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学·菌心说：y=a+b*x

• y{::}=a{::}*f1(x{::})+b{::}*f2(x{::})+a{::}*b{::}*f3(x{::})

• a({::})：物种参数

• b({::})：菌群参数

• x({::})：环境因素

• *：交互作用

• 人类的绝大多数活动，都是在解析上述公式
199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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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万字，两年时间写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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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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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16《中国网·访谈》揭秘我军特战队
员体能耐受力：如何挑战人类生理心理极限

http://fangtan.china.com.cn/2016-05/16/content_38461980.htm

206

科普：肠道菌群健康，人就健康

207

科普：柔性辟谷技术减少慢病风险

208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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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心说”学说的要点

• 已知：人体和菌群是共生关系

• 人体是菌群的容器、载体、工具，人体为
菌群提供了生存和栖息的空间和土壤

– 人体的基因和蛋白是为了让人体正常工作使用
的，而不是为了让人体出现疾病的

• 菌群为人体提供了饥饿感、欲望和心理

– 饥饿源于菌群、欲望源于菌群、心理源于菌群

• 人脑：是为了认识这一切！认识到这一点
之后，人们就能够通过保护菌群获得长期
健康 210



目前医学的方向是有问题的、或者
说是错误的，急需“拨乱反正”

• 西医：过多地强调了基因致病论，方向错
了、还原论自然也就错了

– 但是检测体系是完善的

• 中医：未能找到菌群是慢病的核心，过多
地强调了经验(流派)

– 但是系统思维是正确的

• 新医学：综合了西医和中医的优点，发现
慢病源于菌群，并有相应技术方案

– 菌群健康则人体健康
211

目前医学的方向是有问题的、或者
说是错误的，急需“拨乱反正”

• 西医：过多地强调了基因致病论，方向错
了、还原论自然也就错了

– 但是检测体系是完善的

• 中医：未能找到菌群是慢病的核心，过多
地强调了经验(流派)

– 但是系统思维是正确的

• 新医学：综合了西医和中医的优点，发现
慢病源于菌群，并有相应技术方案

– 菌群健康则人体健康

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国
内外“医疗改革”必将失败！

因为：方向错误、认知错误！

人菌失衡互为慢病高发的因与果

212

上医治未病：医学的三个层次

1. 上医治未病 à菌群健康，人体健康
Ø 菌医：上游医学，医学3.0

2. 中医治将病 à菌群异常，人体亚健康
Ø 中医：中游医学，医学1.0

3. 下医治已病 à菌群疾病，人体出现慢病
Ø 西医：下游医学，医学2.0

213

菌心说学说·柔性辟谷技术
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理论指导实践，为健康服务

214

菌心说学说·柔性辟谷技术
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理论指导实践，为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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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联合开展循证医学联合研究

菌群
紊乱

216

基因突变、基因异常

基  基
因  因
突  异
变  常

基因突变、基因异常



如何做好日常生活中的健康管理

1. 需要把肠道菌群微生态系统作为日常生活
中的“优先权”予以前置，明白这样的道
理：一旦人体出现亚健康和慢病症状，意
味着肠道菌群出了问题、需要调理改善

2. 日常的体检很重要，要及时结合体检异常
指标针对身体进行调理改善，而且需要把
握“菌群调理优先原则”

3.菌群调理的优先原则在于改善
肠道菌群异常 217

如何做好日常生活中的健康管理

1. 推荐将“柔性辟谷技术”作为一个调理身
体的常规技术，不仅对于肥胖、便秘、肠
胃炎和三高人群很重要，而且对于其他人
群也有价值，例如甲状腺结节、过敏、心
理压力较大人群(紧张、焦虑等)

2. 柔性辟谷技术：让人体进入到类似于胎儿
在子宫内的发育模式，启动自身生理生化
代谢过程，而暂时不受外界信号(平时主要
来源于肠道菌群)的干预和刺激

218

如何做好日常生活中的健康管理

ü 柔性辟谷技术对于心理的提升作用

1. 柔性辟谷技术：(暂时)放下食物、放下诱惑、
改善心理、升华自我

2. 柔性辟谷技术——短暂地离开食物，是为了更
好地获得长期健康，尤其是可以促进人体和肠
道菌群微生态的重新优化

3. 能够顺利完成一周柔性辟谷挑战，经常会对自
己“点赞”

4. 柔性辟谷之后，很容易控制自己的“馋”，尤
其是对于肉类不是像以前那么馋了

219

如何做好日常生活中的健康管理

• 关于柔性辟谷之后恢复饮食(含日常饮食)：

– 柔性辟谷技术重建了健康的肠道菌群微生态，
在恢复饮食后也有经常注意通过合理饮食、健
康的生活方式继续保持菌群微生态的健康化

– 至于是否吃这个饭菜、吃那个饭菜，也都不是
关键问题，关键在于在日常生活中保持饮食均
衡、营养多样，因为饮食的多样性有利于肠道
菌群多样性，从而更健康

– “你的决定决定了你”：你的饮食决定了你的
菌群，你的菌群反过来决定了你的健康！

220

“身、心、灵”·健康一体化

• 基于“菌心说”学说来看，具体分别是：

–身：躯体健康——人体：生理

–心：内心健康——菌群：心理

–灵：精神健康——大脑：认知

• 菌心说：突破“两个终生”的说法

–终生用药、终生吃饭

–更加健康、更加自由
221

菌心说：终生要与“好菌群”相伴

• 菌心说：做到 “一个终生”
– 打开自己的身心，修身养性，让“好菌

群”终生相伴

– 与“好菌群”相伴，你也“坏不到”哪儿去

– 与“坏菌群”为伍，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 因为你的肉体是你的菌群的载体，而你
的菌群则是你的内心！

222



柔性辟谷促进“好菌群”繁殖

• 柔性辟谷技术：是让“好菌群”生长、    
“坏菌群”抑制的最好方法之一

– 一个人终生生活在“菌群控制人、还是人控制
菌群”的矛盾之中

– 菌群控制人的标志：吃货、焦虑、易怒

– 人控制菌群的标志：心境平和、善良开朗

• 柔性辟谷技术，可以避免菌群尤其是“坏
菌群”对人的控制、减少“菌性”，而促
进“人性的回归”

– 健康新常态：柔性辟谷技术可以灵活使用 223

肠道菌群微生态与功能食品研发

1. 普通食品：满足人体需求

2. 功能食品：满足菌群需求、调和人菌平衡

Ø 柔性辟谷饮料是典型的满足菌群需求的食品

Ø 菌群的营养需求优先于人体的营养需求

3. CFDA关于保健食品的法规应该考虑人菌
平衡、人菌食品的问题——只有这样，才
有可能从根本上重新规范功能食品和保健
食品相关的法律法规

224

感谢为本研究做出贡献的
众多老师和学生

• 巩文静、黄清健、闵霞、
邓增华、于周龙、高艳、
苏玉顺、张双双、任青河
、卢一鸣、屈武斌、沙继
斌、高大文、李志慧、董
红霞、李伟光、孙长青、
李培进等…以及大量合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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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心说”学说有望打开“健康”的大门
——人类不再为饥饿、肥胖以及相关慢病而恐惧

解决肥胖问题的关键在于
纠正导致肥胖的肠道菌群

226

张成岗

@

科学网

内心

@

菌群

最终目标：“天下无慢病”

联合众多医学界同仁，把“柔
性辟谷”技术纳入慢病非药物
治疗临床方案，形成健康管理

和慢病防控的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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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众多医学界同仁，把“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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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临床方案，形成健康管理

和慢病防控的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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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自从成稿以来，转眼间一年半时间过去了，终于等到这套书可以正式出版的时候了！ 

回想起 2014 年年底，当我把这套书的目录和全部书稿做成了预印本，向多位院士、科

学家进行汇报并与多家出版社进行沟通的时候，心里却是十分忐忑不安的。虽然明知道“菌

心说”的科学研究是符合逻辑具有道理的，但是由于相关内容很前沿、很创新，所以我用了

一年半的时间一直在等待众多同仁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加之在过去的一两年时间里，

国际上关于肠道菌群微生态的研究发展十分迅速，国内外提供了大量十分有利于“菌心说”

的研究证据之后，以及我们通过“柔性辟谷”技术已经为大量人群实现了生理性减重减脂的

健康目标，很多朋友的“三高”、肠胃炎、便秘等得到了显著改善，甚至还停掉了降糖药和

降压药。我们联合众多医院开展的循证医学研究为此提供了充足、可信、可靠的证据，足以

说明我们在国际上率先提出来的“菌心说”学说和相应的“柔性辟谷”技术已经能够从理论

走向实践，反复佐证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伟大论断，而且，美国奥巴马政府

还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正式提出“国家微生物组学计划”，这些信息无不显示人类通过认识

人体和菌群的关系从而获得健康长寿的 “健康梦”时代，已经为期不远了。 

现在还不一定敢说甚至不一定能说，这本书是一本让人变得更加有智慧的书籍，虽然我

已经深深地从内心深处知道，我们的研究的确有可能正在甚至已经正式揭开了“人心是什么”

这个亘古以来的话题。虽然我们都知道“人心是肉长的”这个道理，然而，菌心说却将人的

内心的物质基础直接指向了人体共生菌群尤其是胃肠道菌群，并明确指出和人体共生在一起

的菌群的复合体，可能就是我们人类一直所说的“人心”（当然并非心脏），即所谓的“内心

即菌群、菌群即内心”！也就是说，人心虽然是肉长的，然而人心却并非人肉长的，而是由

肠道菌群的“肉”长成的！按照“菌心说”学说的分析与理解，就人和动物而言，本质上分

别是人体共生菌群与人体躯体的复合体，以及动物共生菌群与动物肉体的复合体。人体共生

菌群为人体赋予人心，动物共生菌群为动物赋予内心。不论是人体也罢，还是动物也罢，在

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和动物的肉体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将相应的“菌群内心（简称菌心或菌脑）”

进行翻译和解读，并体现出“菌心”的意志力的一个工具而已，这个“菌心”不仅影响甚至

决定着人体和动物的饥饿感，还涉及到欲望、性格、恐惧、焦虑等多种状态，尤其是这个“菌

心”（或称“菌脑”）还可以通过和人脑以及动物大脑的互动，最终表现出人和动物的精气神、

意志力和精神状态！换言之，如果没有菌心菌脑共生存在于人和动物的体内的话，那么这个

人和动物将有可能会是“行尸走肉”的生活模式。只有当菌群的多样性得到保障，并通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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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物肉体的神经免疫内分泌等系统的相互正向选择与影响，才能够得到健康共生的菌群，

才能够赋予人和动物正常的、健康的菌脑和菌心，并最终通过人和动物的大脑和神经系统，

指挥躯体展示出其外在表现。 

再有几年时间我就进入 50 岁了，回顾将近 30 余年以来的科研生涯，感悟良多！多年来

科研生涯的细节见诸于自序中的文字，然而，此处我所想说的话，却是自从 2013 年以来我

对于“新医学理论、菌心说学说、碳源论观点、云医院实践”整个体系的日思夜想与大量实

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经常反复体验的“柔性辟谷”技术，在每天一日三餐各使用一袋柔

性辟谷饮料喂饱肠道菌群，“满足内心”需求的条件下，人体即可进入到只喝水、不吃饭、

正常工作和休息 7-14 天的特殊生活方式，让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么一个巨大的信息：

人的内心、欲望不仅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而且就根植在人体共生菌群之中。既然我们能够使

用柔性辟谷饮料“喂饱菌群、满足内心需求”，那么，人生于是就在一瞬间变得清明开朗、

清晰明了、清澈透明起来，让我意识到我的内心是可以被我控制的，而我的肉体则可以暂时

摆脱食物和欲望对我的影响与控制。很多使用过柔性辟谷技术实现了生理性减重、减脂目标

的朋友告诉我，在柔性辟谷之后恢复饮食，自己先前对于大鱼大肉、大吃大喝的留恋（执着

和贪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再像以前那样每一顿饭都离不开肉了，而是适当吃一些肉就

已经觉得很香了，甚至即便是普通的饮食，也在柔性辟谷体验之后变得香甜可口了。我很高

兴不断地听到这样的积极反馈，因为我们的科学研究已经能够协助这些朋友从以往不健康的

生活方式和不良的饮食习惯中走出来，变得更加健康起来，逐渐远离亚健康和慢性病的风险，

这一点对于长期从事生物医学科学研究的我来说，不啻是一个巨大的安慰。 

不仅如此，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也常常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在菌心说学说的体系里边，我明确提出了三位一体的观点，即人体是由肉体、大脑、菌脑这

三大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其中肉体构成我们人体的骨架和平台，大脑决定我们的智商，

菌脑决定我们的情商，大脑“思维”与菌脑“欲望”的互动结果通过神经系统，指挥我们的

躯体运动展示出我们每个人的“菌心”的内在想法的外在表现。既然我们已经能够通过柔性

辟谷技术来“控制”胃肠道菌群向人体胃肠道黏膜传递饥饿感，让人体能够连续一两周时间

无需任何食物而正常健康地生活，说明这期间我们每个人就能够轻松地“放下”食物对我们

的诱惑了！对，“放下”，其实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通过柔性辟谷技术来“放下食物”，

是人生之中“放心”的第一步，尤其是这种“放下”是一种健康的、生理性的、心理性的放

下。放下了食物，就放下了纠结，就放下了执着，就放下了困扰，而这一点，恰好是我们每

个人在漫长的人生中苦苦追求往往又难以做到的。一个人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是赤裸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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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离开的时候，也是什么都带不走的。在短暂的百年人生期间，有大量的身外之物或者主

动或者被动地向这个人的身心进行聚拢诱惑，包括日常的饮食、父母的嘱托、朋友的夸赞、

他人的评价或诋毁等等，都体现在这个人的荣辱表现之中，构成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

或间接联系单元。世俗的我们，难以舍弃食物对我们的诱惑，否则就会受到饥饿的惩罚，然

而现在看起来这一切都是菌群即菌心菌脑的游戏，因为菌心说学说指出菌群需要食物用来繁

殖菌群的后代，从而驱动我们摄食，这一点最初听起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有谁能够想到并

相信我们偌大一个 75kg 体重的人体，怎么可能在内心和欲望上受制于体内仅有区区 1～2kg

重量的菌群呢？然而，事实就是事实，科学就是科学，控制我们言行举止的大脑不也才只有

1.2～1.6kg 左右的重量吗？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每个人也就能够变得愉悦、开心和明

智起来。也就是说，我们的菌心说研究，实际上指出了人的内心就是我们的菌群、菌心、菌

脑，这些与我们的大脑一起，构成了我们的情商与智商的联合世界。在 2012 年之前，国际

学术界应该还没有系统地认识到这一点，而在 2013 年之后尤其是 2013 年 12 月 19 日，当

我们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菌心说”学说的时候，我们人类对于自身的人生才真正上升到了

一个新的阶段，即认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新阶段。以往大家所讨论的很多问题，例如“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等情怀，随着菌心说学说的逐渐推广与知晓，也都将逐渐被从另外的“既

是自己，又不全是自己；既是自我，又不全是自我；既是菌群，又不全是菌群；既是人体，

又不全是人体”这样的角度获得新的理解。毋庸讳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国

内外学术研究所获得的证据的进一步积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将有可能欣喜地看到这

样一个事实：今天我们所说的菌心说学说，将对于人类的发展具有十分长足的影响，不仅能

够让我们理解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而且更能够使用菌心说学说的观点解读并理解人类的

爱恨情仇。其物质基础实际上在于人菌平衡的种种展示，尤其是促使我们人类在以后的生活

中，能够为全民乃至全球拥有一个健康、良好的心脑菌脑做出巨大贡献，促进身体健康、心

理阳光、精神开朗的健康新时代的加速到来，正好能够佐证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健康梦”！ 

当然，“凡是过去，皆为序曲”，在漫长的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提出来的“菌心说”

学说也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起点和新的开端，整个人类也将由于明白自己的内心之载体

而走向新的发展阶段。菌心说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从能量角度来说，菌群也只是能量

驱动下持续不断地发生着生物化学反应的一个小单元而已，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菌心说”

应该说是“日心说”在生命领域的一个子集，符合物理学中能量守恒的观点。然而，从另外

一个角度来说，“菌心说”学说显然即将开始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第一个菌群从哪儿来

的？最后一个菌群要到哪儿去？这些菌群是如何建立起其对于食物的关联性，并通过人和动



 新医学·菌心说·云医院 

 

物展示出其对于食物乃至其他复杂事情的“欲望”的？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只有这样一个事实：

地球上的菌群几乎遍布了地球的各个角落，也没有来处，似乎没有去处，我们不知其来路，

我们也不知其归途，只知道当我们每个人出生之后，环境中的菌群就会“自然而然地”附着

于我们的肉体进行共生，并通过向我们每个人传递饥饿感，迫使我们摄食去“供奉”和“供

养”这些菌群的繁殖，所剩下的营养物质被人体吸收利用而长大。这些有趣的菌群，似乎从

来就没有开始，也似乎从来就没有结束，然而去通过我们每个人的肉体，展示着它们永恒的

存在。菌群是我们吗？不是；菌群不是我们吗？也不是。显然，菌群既是我们的一部分，然

而又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离不开菌群，菌群却可以离开我们，这里边的逻辑关系，需要大

量的科学研究，甚至是智慧、灵感和顿悟去揭示。俗话说得好，“未知永远大于已知”，“菌

心说”虽然为人类文明推开了一扇窗，然而却打开了更加广阔的世界，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在

新的人生航程上，去反复思考人生究竟是什么？当然，我们也会不断思考、深入研究，期望

在后续的专著中，继续与大家不断地分享我们的系列新发现，直到我们能够洞察人类以及“什

么是生命”这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如是，则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够对得起自己的内心，对得起导师的教诲、对得起纳税人的

奉献，对得起党的教导，对得起军队的培养，对得起国家的期望！ 



 

 

如果您对张成岗研究员历经千辛万苦、艰难险阻之后，呕心

沥血写成的 146万字《新医学·菌心说·云医院》一书感兴

趣的话，可扫描张成岗研究员微信二维码具体联系，或者添

加微信号 junxinxueshuo 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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