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晋江市医院简介

晋江地处福建东南沿海袁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尧历史文化名城和经济强市遥 晋江市医院始建于1936年袁是
晋江市规模最大袁集医尧教尧研尧防为一体的野二甲冶综合性医院袁承担着全市医疗保健尧院前急救尧传染病防治
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救治等任务袁晋江市120
急救中心挂靠在医院遥 医院现为泉州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非行政隶属附属医院袁 福建医科
大学尧福建中医药大学实习医院袁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协作医院袁 福建省肿瘤医院协作
医院遥 医院现址占地面积约50亩袁现有职能科
室12个尧 临床科室27个和医技科室15个袁职
工800多人袁开放床位600张袁2010年门诊病人
68.5万人次袁住院病人3.6万人次遥 在龙湖镇设
立晋南分院袁占地150亩袁为晋南区域的核心
医院遥 晋南分院病房大楼建筑面积16588.9㎡袁开放床位261张袁于2011年元月建成后投入使用遥

晋江市委尧市政府高度重视医院的发展袁2009年批准医院选址扩建遥 新院位于世纪大道南端袁占地303.2
亩遥 新院建设预计总投资约26.5亿元袁设置病床2000张袁总建筑面积26.5万平方米袁医院将规划为具备省内乃
至国内同类医院的先进水平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遥

要要要专业梯队健全遥 医院注重人才的可持续发展袁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遥 近年来袁医院引进外科尧肿
瘤外科尧骨科尧神经外科尧肾内科尧儿科尧眼科尧放疗科尧病理等学科管理人或业务骨干多名遥 全院现有卫技人
员485人袁其中高级职称39人袁中级职称163人袁现有研究生22人袁本科生227人袁大专生124人袁目前已形成一支
医德良好尧医术精湛尧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遥

要要要学科设置齐全遥 医院注重学科建设袁学科设置初具规模袁全院现有病区十五个袁内科系统设心血管
内科尧呼吸内科尧消化科尧肾内科尧内分泌科尧风湿病科尧肿瘤内科尧血液病科尧感染科尧神经内科等曰外科系统设
普通外科尧胸外科尧小儿外科尧神经外科尧泌尿外科尧肿瘤外科尧骨科尧手足外科尧烧伤整形外科等曰另有妇产科尧
儿科尧新生儿科尧眼科尧耳鼻咽喉科尧中医科尧急诊科尧重症医学科尧康复医学科等遥 其中袁神经内科尧肾内科尧普

通外科尧骨科尧产科尧急诊及重症医学科尧康复医
学科等7个学科为医院的重点学科袁 基本形成学
科齐全尧重点突出尧专业特色的科学格局遥医院检
验科设有临检室尧生化实验室尧免疫学实验室渊包
括HIV初筛实验室冤尧微生物实验室尧PCR实验室尧
内分泌实验室尧血库等遥率先开展手外科尧肿瘤放
疗尧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尧腹腔镜尧胸腔镜尧胆道镜尧
膀胱镜等先进诊疗项目袁填补了晋江市医学技术

领域的空缺遥 扩建重症医学科袁现有ICU病床13张袁PICU病床4张袁NICU病床15张袁重症医疗救治水平不断提
高遥

要要要技术水平领先遥 广泛开展新技术尧新疗法袁推出新诊疗项目遥 建立省内同级医院规模最大尧设备最先
进尧功能最齐全的重症医学监护室以及儿科尧新生儿科重症监护病房袁率先开展宫颈镜尧腹腔镜尧胸腔镜手术袁
骨科关节镜检查及手术治疗袁显微神经外科手术袁白内障超声乳化术遥 此外袁肾内科开展肾穿活检尧CRRT尧血
液透析滤过尧腹膜透析袁呼吸内科开展无创机构通气技术尧肺通气功能测定袁消化内科开展B超引导下肝脏穿
刺活检术尧消化道支架置入术尧消化道镜下息肉电切摘除术尧镜下注射止血钛夹止血治疗等袁均在本市处领先
水平遥

地址院福建省晋江市梅岭街道新华路392号 邮编院362200
电话院0595-8568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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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晉江水暖千帆竟袁紫帽山高百樹榮遥
泉州地處祖國東南袁是中國著名僑鄉袁山川毓秀袁人文鼎盛袁素有海濱

鄒魯之稱袁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航點遥泉州的中醫藥文化積澱相當豐厚袁中
醫藥曆史源遠流長袁民俗醫風袁是古越文化袁中原文化袁宗敎文化和海洋文
化多元文化的融合交匯遥

1991年開始袁野中國泉州要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硏討會冶由蔡友敬尧駱安

邦尧吳光烈尧鍾秀美等名老中醫倡導發起袁並經國家科委批準袁由福建省中
醫藥學會與泉州市中醫藥學會聯合主辦袁每兩年一屆在泉州各縣渊市冤區輪
流舉行袁至今已成功舉辦了九屆遥

値此金風送爽袁丹桂飄香的大好秋光裏袁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
藥學術硏討會在中國著名僑鄉尧品牌之都尧台灣同胞主要祖籍地晉江市舉
行袁承蒙中華中醫藥學會及叶世界中西醫結合雜志曳叶世界中醫藥雜志曳社支
持主辦尧晉江市中醫藥學會諸同仁將此作為根系桑梓袁情連四海的盛典袁海
內外中醫藥專家學者新老俊賢欣聚一堂遥 學術交流袁切磋探索袁增進友誼袁
提高學識袁讓泉州中醫藥汲取了不少難能可貴的知識和經驗袁本次會議將
對泉州中醫藥事業發展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袁我們相信今後泉州中醫藥薪
火相傳袁弦歌不斷袁枝繁葉茂袁碩果纍纍遥

參天之木袁必有其根袁淮山之水袁必有其源袁我們同是炎黃子孫袁為弘揚
國粹尧振興中醫做出不懈拼搏和獻出綿薄之力遥 現將第十屆會議的論文耑
輯成書袁以饗與會代表和廣大讀者袁祈能對兌現本屆大會宗旨野繼承尧發揚尧
創新尧發展冶有所裨益遥

祝願中醫藥事業雄風再鼓袁前途錦繡袁百尺竿頭袁更進一籌浴 願她如一
枝傲雪凝霜袁喚醒百花的臘梅袁必將引來中醫藥燦爛的春天浴

由於水平及篇幅有限尧时间紧促袁編印中可能出現疏漏尧欠妥和错误之
处袁敬請讀者批評指正及谅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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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泉州要要要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硏討會大會組委會名單

大會名譽主席院
陳可冀渊中國科學院院士冤
柯少愚渊福建省科協副主席冤
尤猛軍渊泉州市委常委尧晉江市市委書記冤
林伯前渊泉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冤
劉文儒渊晉江市人民政府市長冤

大會主席院
李俊德渊中華中醫藥學會副會長尧秘書長冤

大會共同主席院
阮詩瑋渊福建省衛生廳副廳長尧福建省中醫藥學會會長冤
駱沙鳴渊泉州市政協副主席袁泉州市科協主席冤

大會副主席院
王炳歧渊叶世界中醫藥雜誌曳社社長冤
陳永寶渊泉州市科學技術協會黨組書記尧副主席冤
曾獻禮渊晉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冤
陳端生渊福建省衛生廳中醫處處長冤
蔡麗靜渊泉州市衛生局局長冤
魏隆福渊泉州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冤
蔡育樹渊晉江市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冤
許順清渊泉州市衛生局副局長袁泉州市醫學會會長冤
許嘉豐渊晉江市衛生局局長冤
劉憲俊(泉州市中醫院院長尧泉州市中醫藥學會副會長)
蘇智軍渊晉江市衛生局副局長尧晉江市醫院院長冤
莊耀東渊晉江市中醫院院長冤

大會執行主席院
魏隆福渊泉州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冤
劉德桓 (泉州市中醫藥學會學會會長)
郭爲汀渊泉州市中醫藥學會學會副會長尧晉江市中醫藥學會學會會長冤
周建宣渊泉州市中醫藥學會副會長尧南安市政協副主席尧南安市醫院院長冤
蘇 齊渊泉州市中醫藥學會學會副會長尧泉州市醫藥硏究所所長冤
肖惠中渊泉州市中醫藥學會副會長尧泉港區人大副主任冤
許寶雄渊泉州市中醫藥學會副會長尧泉州市光前醫院院長冤

大會秘書長院
孫偉芬渊泉州市中醫藥學會副會長尧秘書長尧泉州市中醫院副院長冤

大會副秘書長院
吳順天渊泉州市科學技術協會學會部副部長冤
郭森仁渊晉江市中醫藥學會副會長尧晉江市中醫院副院長冤



林祥志渊晉江市中醫藥學會副會長冤
葉 靖渊泉州市中醫藥學會副秘書長冤
楊錦涼渊晉江市中醫藥學副會長尧晉江市醫院副院長冤
洪榮銓渊晉江市中醫藥學會秘書長冤
陳文鑫渊泉州市中醫藥學會副秘書長冤

大會高級顧問院
陳凱先渊中國科學院院士尧上海中醫藥大學校長冤
姚建年渊全國人大常委尧中國科學院院士冤
張大寧渊中國中醫藥硏究促進會會長冤
黃春源渊原福建省衛生廳副廳長尧原中醫藥學會會長冤
陳立典渊敎授尧福建中醫藥大學校長尧福建省中醫藥學會副會長冤
李燦東渊敎授尧福建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尧福建中醫藥學會副會長冤
劉獻祥渊敎授尧福建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冤
趙向華渊福建省中醫藥硏究促進會會長冤
賴應輝渊福建省中醫藥硏究促進會副會長冤
鄭 健渊敎授尧福建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尧福建省人民醫院院長冤
杜 健渊敎授尧原福建中醫學院校長冤
王和鳴渊原福建中醫藥學院副院長尧敎授冤
楊春波渊敎授尧全國名老中醫尧福建省第二人民醫院名譽院長冤
肖 煕渊福建中醫藥大學敎授冤
陳 竹渊敎授尧福建省第二人民醫院院長冤
李 沛渊福建中醫學院海外敎育學院院長冤
黃俊山渊主任醫師尧福建省中藥硏究院院長冤
王彥暉渊廈門大學醫學院副院長尧敎授冤
呂紹光渊全國名老中醫尧福建省立醫院主任醫師冤
黃皓春渊原泉州市人大科敎文衛委主任尧原泉州市衛生局局長尧原泉州市中醫藥學會會長冤
鍾秀美渊全國名老中醫尧泉州市中醫院主任醫師尧原泉州市中醫藥學會會長冤
吳光烈渊主任醫師尧全國名老中醫尧南安市中醫院名譽院長冤
林 穎渊原福建省中醫藥學會會長冤
肖欽朗渊福建省針灸學會秘書長冤
劉振寰渊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南海婦産兒童醫院院長尧敎授冤
梅萬方渊英國倫敦中醫學院院長尧世界中醫藥學聯合會副主席冤
劉鎮宇渊台灣中醫藥硏究委員會會長冤
陳建廷渊台灣中華和樂傳統整復服務協會副總會長冤
林文泉渊台灣嘉義縣中醫藥學會理事長冤
林日初渊澳門中醫藥學會會長冤
馮增益渊新加坡中醫師公會副會長冤
李冠瑤渊印尼傳統醫藥學會會長冤
陳期發渊馬來西亞華人醫藥總會中醫部主委尧馬來西亞柔佛州中醫學院院長冤
廖桂華渊馬來西亞檳榔嶼中醫學院畢業醫師協會會長袁執行秘書冤
吳子文渊菲律賓中醫師公會常務顧問冤
王芳成渊菲律賓中醫師公會秘書長冤
蘇晉南渊香港中醫診療院院長冤
顔培增渊中華中醫藥學會營養藥膳專家分會常務理事冤



蘇東明渊國際中醫藥總會永遠名譽會長冤
林國新渊香港九龍中醫師公會永遠名譽會長冤
陳國和渊國際中醫藥總會會立學院院長冤
陳成東渊福建中藥雜誌社主任冤
林松波渊主任醫師尧原福建省人民醫院書記冤
吳 煕 渊敎授尧全國名老中醫尧福建省台江區婦科中心醫院院長冤
吳寬裕渊敎授尧福建省第二人民醫院副院長冤
張永樹渊全國名老中醫尧泉州市中醫院主任醫師尧原泉州市針灸學會會長冤
郭鵬琪渊全國名老中醫尧泉州市中醫院主任醫師冤
蔡光斗渊泉州市第一醫院主任醫師尧泉州市中醫藥學會名譽副會長冤
林禾禧渊全國名老中醫尧泉州市中醫藥學會名譽副會長冤
周來興渊全國名老中醫尧永春縣中醫藥學會會長尧原永春縣中醫院書記冤
林炳輝渊主任醫師尧福建省中藥硏究院科硏科科長冤

大會組委會委員渊按姓氏筆畫爲序冤院
王秀寶渊泉州市中醫院主任醫師尧碩導尧泉州市中醫藥學會婦科分會主任委員冤
尤建斌渊泉州市洛江區醫院冤
李燦新渊石獅市醫院冤
劉漢光渊惠安縣中醫院院長冤
吳志平渊晉江市中醫藥學會副秘書長冤
張文顔渊永春縣中醫院院長冤
張振輝渊泉州市人民醫院副院長冤
陳春雷渊南安市中醫院院長冤
陳文展渊泉州市中醫外科醫院冤
蘇再發渊泉州市中醫藥學會骨傷分會主任委員冤
鄭國進渊德化縣中醫院院長冤
林金寶渊安溪縣中醫院院長冤
林玉芬渊豐澤區中醫藥學會會長尧泉州市正骨醫院副院長冤
林康泉渊泉州市中醫藥學會肛腸分會主任委員冤
趙偉強渊泉港區華僑醫院冤
徐福東渊泉州市正骨醫院院長冤
高天海渊泉州市中醫藥學會內科分會主任委員冤
黃海松渊安溪中醫藥學會會長冤
黃全福渊南安市醫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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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進步總是繼承與創新互動袁 保持永恆
和與時俱進互動袁 中醫藥臨床實踐中的病證結合治
療觀的演變和進步袁很能説明這個問題遥
一尧當代中醫臨床診療的幾種模式

當代中醫臨床診療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
經典渊傳統冤模式院中醫辨病論治與辨證論治的結合曰
2.中醫辨證論治模式院證因脈治尧方證相應曰3.中醫辨
症與專方專藥的應用模式曰4.西醫辨病與中醫辨證論
治結合模式院即現代病證結合模式曰5.西醫辨病與專
方的應用模式曰6.無病從證尧無證從病模式遥 在這些
代表性模式中袁 當代中醫最爲普遍應用的是西醫辨
病與中醫辨證論治相結合的現代病證結合模式袁這
也是中西醫結合的重要成果袁 更是中醫現代臨床實
際的需求遥 建國以來我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先後批準的中成藥新藥近萬種袁 其中百分之九十五
以上旣有西醫適應證病種袁 又有中醫的證候適應證
標準遥 中醫藥界大多數臨床醫生也普遍要求應用病
證結合尧方證對應的原則進行處方遣藥遥 當然袁在一
部分高水平的中醫老專家以及基層中醫師中袁 還是
有很多醫生注重臨床中醫辨證論治的模式袁 體現中
醫傳統的治療特色遥 在很多綜合性醫院里面袁很多西
醫則採用西醫辨病與專方應用的模式袁簡單易行袁也
有一定成效遥 幾種模式各有優越性和局限性袁理當互
爲補充袁才能更好地滿足臨床診療的需求遥
二尧現代病證結合模式的醫學科學與文化意義

西醫辨病與中醫辨證論治結合治療的模式之所
以推廣較好袁應用面較廣泛袁是因爲它有如下優點院1.
體現了東西方醫學科學與文化的優勢互補大趨勢
渊辨識疾病本質並全面瞭解症象表現冤曰2.體現了經典
理論與經驗的傳承曰3.體現了臨床服務能力與臨床水
平的提高曰4. 體現了科學認識和治療疾病及療效評
價曰5. 體現了有利于治療和診斷上的原始性創新曰6.
有利於國際交流尧溝通遥 當然袁從不同角度思考袁現代
病證結合模式也必然會對中醫自身以病機渊風尧寒尧
暑尧濕尧燥尧火尧熱尧瘀尧水尧飲尧痰尧毒等冤爲核心的辨證
思維體系的發展存在一定程度的衝擊遥
三尧病證結合治療觀的歷史沿革

辨證論治是中醫藥學的主要學術特色和價値表
現遥 不過袁數千年來袁實際上中醫藥學在臨床實踐中
也還是注重辨病論治與辨證論治相結合的袁 其文獻
依據可見于 叶五十二病方曳尧叶黃帝內經曳尧叶傷寒論曳尧

叶金匱要略曳尧叶肘後備急方曳等著作遥 中醫辨病論治中
所列的很多病名不少現代還在廣泛應用袁 如卒中與
中風尧胬肉攀睛尧疥瘡尧感冒尧纏腰火丹尧歷節風尧乳
岩尧天行赤眼尧鼻淵尧牛皮癬尧痔尧癰尧子癇尧麻疹尧水
腫尧消渴尧淋病尧黃疸尧宿食尧心痛等遥 只不過現代醫學
的進步豐富了這些疾病的內涵遥 中醫證候的名稱也
是有很多切合實際應用的袁如郁證尧痹證尧虛勞尧痰飲
等遥 這些都値得在實際工作中很好地加以繼承和發
揚遥

叶金匱要略曳是最典型的尧最有實用價値的辨病
論治與辨證論治相結合的專著遥 各篇均題爲野辨病脈
證治冶袁所載病種達60余種袁計262方遥 宋金元及明清
時代在辨證論治學術方面陸續有很大的進步袁 學派
蜂起袁 在一定程度上傾向于在臨床中更多地注重辨
證論治尧辨病論治也相應深入遥 對後世以及今天都有
深遠的影響遥 清徐靈胎在叶蘭台軌範窑序曳中説院野欲治
病者袁必先識病之名遥 能識病名袁而後求其病之所由
生遥 知其所有生袁又當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袁而病狀所
由異袁然後考其治之法遥 一病必有主方袁一方必有主
藥 冶袁 其論點很有代表性遥 溫病學派在衛氣營血辨
證尧三焦辨證尧濕熱病辨證等方面都有很多創新性的
見解遥 王清任主張野治病之要訣袁在明白氣血冶曰程鍾
齡在叶醫學心悟窑醫門八法曳中也是強調八綱辨證論
治的袁我在臨床中也常加上氣血以成十綱辨證袁加以
應用袁感覺很能夠得心應手遥

近現代匯通醫派如張錫純首開西法斷病結合中
醫辨證的先河袁 最引起現代醫學界注意的代表性方
劑是石膏阿司匹林湯遥 現代名醫陸淵雷尧施今墨尧金
壽山尧岳美中尧姜春華尧朱良春等也都倡導病證結合
的臨床實踐袁他們的論點和臨床案例都有文獻可查袁
證明他們都是講究實際的優秀的臨床家遥
四尧病證結合臨床硏究的病種選擇和方法學思考

病證結合臨床治療可以針對目標疾病尧 目標證
候渊證與候冤尧目標症狀或四者兼顧渊病尧證尧症尧候取
向袁或症尧候尧證尧病取向冤袁或從整體調節入手袁或從
局部問題入手遥 其病種選擇應側重在院1.適應當代國
家/社會的需求袁 嚴重危害人民健康嚴重的常見病尧
多發病袁如腫瘤尧心腦血管病尧糖尿病等曰2.凸顯中醫
藥療效優勢的病種袁如功能性疾病尧免疫性疾病尧過
敏性疾病尧病毒性疾病尧皮膚病尧消化及泌尿系統病尧
情志病尧骨關節病尧小兒及老年性疾病等遥 如我們針

病證結合治療觀與臨床實踐

中國科學院 陳可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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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是關於健康的科學袁 中醫學對生命的認識
首先是對健康的認知遥 中醫認爲健康的內在本質是
陰陽自和尧形神合一袁生命與自然尧環境尧季節尧氣候
等因素息息相關遥 從生命自身看袁生命是內外環境相
互作用下整體狀態時序變化的連續過程袁 所以生命
的過程本身就是由一系列的狀態構成的遥
一尧以狀態爲中心的深層內含

狀態是結構與功能的統一體袁 以狀態作爲認知
的邏輯起點袁探索狀態下的結構與功能袁是中醫構建
理論的基本思維遥

渊一冤狀態是時間與空間的統一
狀態具有時間和空間二重含義遥 狀是空間的分

布袁態是時間的順序袁空間是由若干個點構成袁時間

也是由若干個點構成的遥
自然界的存在是時間與空間的統一袁 中醫認爲

時間與空間有密切的聯繫袁人體與自然界息息相通袁
經常不斷地與外界進行物質尧能量和信息交換袁並與
晝夜尧四季周期性變化相適應袁形成了自身的內在節
律和有序的運行規律袁其生命活動是與野時空協同演
化冶的時空狀態遥

渊二冤狀態是整體與局部的統一
中醫的整體性是野天人合一冶思想的體現袁具體

有機體與外界時間和空間的整體性尧 機體與自然環
境和社會環境的整體性及機體自身的整體性袁 整體
是由於局部功能的整合尧陰陽的和諧而得以體現的遥
而從整體的觀點看袁人是宇宙自然的一個縮影袁局部

中醫健康狀態辨識理論體系的構建

李燦東 紀立金 楊朝陽 甘慧娟

渊福建中醫藥大學中醫證硏究基地袁福州350108冤

絡病學基礎與臨床研究

吳以嶺

中國工程院院士

渊論文另附冤

對冠心病介入治療後再狹窄這一心血管病領域的難
題袁 在西醫常規治療基礎上加用活血化瘀中藥芎芍
膠囊袁按照循證醫學原則採用多中心尧隨機尧雙盲尧安
慰劑對照方法證實加用中藥組可以明顯降低介入治
療術後再狹窄的發生率袁 爲我國國情下再狹窄的預
防干預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手段遥

在病證結合臨床硏究方面袁 隨機化和對照觀察
是很重要的原則遥 應進一步重視循證醫學和轉化醫
學的引入遥 在當前條件下袁可提倡多元模式臨床醫療
的硏究設計和療效評價袁 包括雙重的目標病種選擇
渊社會需求+中醫優勢冤袁雙重的硏究方法思考渊疾病+
證候尧 症狀冤袁 雙重評價標準的整體複合 渊定量+定
性冤袁以及進一步的循證醫學引入袁建立增強式的病
證結合尧宏微觀和整體局部統一的循證醫學模式袁解
決可重複性的病證結合臨床實用的標準化范式或框

架袁傳承發展袁提高自主創新的能力袁以期進一步提
高療效袁促進中醫藥的産業化發展袁走向世界遥 當然袁
GCP的規範化要求及CONSORT聲明等等袁 都應考慮
結合實際採用遥

叶論語曳有野溫故而知新冶之説袁我們要尊古出新袁
要溫故知新袁 不可以溫故而不出新尧 溫故而不去知
新遥 有的科學家強調袁高科技價値鏈依次應爲院信息
渊information冤尧知識渊knowledge冤尧創意渊ideas冤尧創新
渊innovation冤尧創業渊therapeutic approach/product de鄄
velopments/marketing冤等環節袁思路和方法學先行袁不
斷攀升袁這些來自實際的經驗概括袁很値得臨床家們
思考遥

渊本文根據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可冀在其學術思

想座談會上的發言整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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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體的組成部分遥 人們可以通過局部來認識整體袁
正因如此袁 對狀態的認識必須要注重整體與局部的
統一遥 如脈診的三部九候尧耳穴的應用等曰另一方面袁
人體還可以通過自身狀態的調整適應自然的變化袁
如天熱時出汗尧天冷時毛孔緊縮等遥 這種從局部認識
整體的方法袁稱爲野見微知著冶遥

渊三冤狀態是內在與外在的統一
由於人是一個有機整體袁機體內外尧上下保持協

調統一袁這也是陰陽自和的基礎袁內狀態尧外狀態兩
者的協調統一構成了整體狀態遥 陰陽自和是機體維
持穩態的能力和過程的概括袁是內在的袁而任何一種
狀態都可能通過一定的表徵表達出來的袁 表徵是外
在遥 因此袁中醫學立足于客觀尧整體袁透過表徵來認識
機體內在的生理病理狀態渊生命功能狀態冤遥 中醫學
稱之爲野司外揣內冶遥
二尧健康狀態表徵參數的構成與分類

理論上講袁 與個體人健康狀態相關的表徵參數
是無窮多的袁傳統診斷或各類野診斷標準冶中與特定
病尧證診斷直接對應的症狀尧體徵尧病史等都是表徵
參數袁但這還遠遠不夠袁應立足于從宏觀尧中觀尧微觀
三方面完整尧合理地構建健康狀態表徵的參數體系遥

渊一冤健康狀態表徵參數的構成
1 宏觀參數院在自然科學中袁宏觀是相對微觀而言
的袁則指除微觀世界以外的物質世界袁有時又特指星
系尧宇宙等物質世界遥 這里主要指天尧地尧時袁即與健
康相關的天時尧氣候尧地理環境尧節氣等遥
2 中觀參數院 所謂中觀則指人類日常生活所接觸
到的世界遥 即與健康狀態相關生物尧心理等表徵參
數袁中醫常規四診採集的野症冶尧心理測評量表尧體質
辨識量表尧性別尧年齡尧個體人對社會適應能力等參
數遥
3 微觀參數院所謂微觀通常指分子尧原子等粒子層
面的物質世界袁除了眞正意義上的微觀參數袁這里暫
時將藉助現代技術手段採集的參數也歸入其中袁包
括理化檢查如影像資料尧生化指標尧病理檢查等袁也
包括脈診儀尧舌診儀尧嗅診儀等採集的參數遥

渊二冤健康狀態表徵參數的分類
正因爲健康狀態參數的廣泛性袁 及其與臨床診

斷的實際應用存在較大差異袁 因此我們分別從參數
意義尧參數性質尧參數測度水平等不同的角度對參數
進行適當分類遥 參數按其性質可分爲院
1 陽性參數院 可以爲健康狀態辨識提供依據的參
數袁在以疾病爲中心的醫學模式中袁陽性參數是診斷
的主體和依據袁在循證醫學中被看作是證據遥 如四診
信息中的腰膝酸軟尧耳鳴尧神疲尧形寒肢冷尧脈弱等可
以爲證型診斷提供依據袁 又如西醫學中的陽性理化
指標等可以爲疾病診斷提供依據遥 在未來的健康醫

學模式中袁陽性參數仍然是狀態辨識的重要依據遥
2 陰性參數院可以爲否定某些健康狀態提供依據的
參數袁這部分參數由於大多爲正常狀態參數袁因此在
診斷過程中經常被忽略遥 如野女性28歲冶袁嚴格説不是
一個症狀袁 它不能診斷爲某種病或證袁 但是 野女子
噎噎四七筋骨堅袁發長極袁身體盛壯冶袁因此袁該參數
對於否定某些病證渊如腎虛冤診斷有意義遥
3 隱性參數院有些因素如氣候尧居住條件尧飲食習慣
等袁 對機體的健康狀態有着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袁但
是袁這些因素是否會對個體人産生影響钥 是否已經産
生影響钥 需要通過對機體在出現相應表現時方能作
出判斷袁這些因素稱之爲隱性參數遥 例如院久居濕地
是一個隱性參數袁 在人體出現濕證的其他表徵時就
可能被忽略遥
三尧基于證素辨證原理的健康狀態辨識

隨着中醫學的學術發展和醫學模式轉變的需
要袁 本領域的硏究有三方面的需求顯得十分突出院
渊1冤對於正常狀態及疾病前狀態的辨識曰渊2冤狀態辨
識過程和結果的量化曰渊3冤 處理各種因素間的兼雜尧
主次尧緩急關係遥 由於狀態辨識和辨證的共同性袁我
們借鑒和應用證素辨證的原理爲狀態辨識提供依
據袁即狀態是由若干要素構成的袁狀態表徵參數對於
特定狀態要素的辨識有一定的貢獻度袁 採用合理的
算法模型能夠提取相應的狀態要素遥
渊一冤狀態要素

儘管健康是一個複雜的過程袁 所包含的狀態也
是多種多樣的袁但是袁無論狀態怎么複雜袁都可以用
狀態要素來描述袁如程度尧部位尧性質等遥
1 程度院 即陰陽自和的功能狀態偏離正常的幅度袁
程度反映了狀態好壞的程度尧預後及轉歸遥 傳統中醫
對程度描述較少袁而且程度的標記大多是定性的袁如
野肥人多痰冶野瘦人多火冶等袁這些程度的描述受患者
主觀感覺及辨治者主觀因素的影響遥 因此袁引入數據
挖掘及信息處理等現代科學技術對每個表徵信息進
行整合量化袁獲得數字化的辨識參數袁同時根據實際
應用設置診斷閾値袁確定程度的輕重遥 程度要素辨識
的意義在于院區分未病尧欲病尧已病3種狀態袁通俗地
説是野正常不正常冶钥 野要不要緊冶钥 從證的角度看袁狀
態的程度可以分爲無證尧前證尧顯證遥
2 部位院 是人體狀態變化所發生和影響的臟腑尧氣
血尧經絡尧四肢百骸等遥 在已病態時稱爲病位袁如心尧
脾尧腎等袁在未病態及欲病態時部位是反映不同個體
渊年齡尧性別尧群體冤的生理病理特點尧體質偏頗的重
要依據袁如反映小兒生理特點的野肝常有餘袁脾常不
足冶袁反映體質偏頗的野五行之人冶等遥 辨別部位的意
義在于瞭解野是哪里的問題冶钥 這對於狀態和演變趨
勢的判斷是很重要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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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質院是機體在特定狀態發生的內外平衡尧陰陽
偏頗尧邪正鬥爭的態勢和特徵袁如寒尧熱尧氣虛尧血虛尧
氣滯尧血瘀等遥 性質是狀態辨識的核心和關鍵袁對任
何狀態的辨識都不可缺少袁 疾病狀態的性質即爲病
性遥 辨別病性的意義在于判斷陰陽偏頗尧正氣強弱尧
體質差異尧邪氣性質等袁具體地説有什么生理病理特
點尧體質類型尧疾病的寒熱虛實等袁即野有什么問題冶钥
野是什么狀態冶钥 性質是狀態調整尧治療立法的主要依
據遥

渊二冤狀態要素辨識
狀態要素的辨識主要以健康狀態相關的參數或

變量即表徵參數爲依據袁通過採集宏觀尧中觀尧微觀
等表徵參數來判斷特定階段的程度尧部位和性質袁借
鑒證素辨證的思想及現代數據挖掘和信息處理等手
段和方法袁 對表徵參數與狀態要素之間的隸屬關係
進行計量刻畫袁逐步探索從定性到定量的轉變袁最終
建立宏觀尧中觀尧微觀三觀參數體系袁賦予每個參數
對相關特定狀態要素的診斷貢獻度尧 確定要素的診
斷閾値袁建立野健康狀態辨識量表冶袁從而判斷人體健
康狀態袁 能夠更加全面客觀的反映生命這一系統整
體狀態變化的時序連續過程遥

具體運用時袁就是對個體人的每一表徵資料袁按
提示的狀態要素分別進行加權求和袁 確定各狀態要
素的總權値袁 然後提取超過診斷閾値的狀態要素進
行組合袁從而構成完整的狀態名稱遥
四尧體質尧病理特點尧證與狀態的關係

渊一冤體質尧病理特點與證的關係
體質尧 病理特點與證是從不同角度反映人體生

命過程中的特點袁它們在形成原因尧程度差別等方面
存在不同袁但是之間又存在交叉袁總的來説袁生理病
理特點是體質和證辨識的基礎袁 而體質和生理病理
特點與證的形成密切相關遥

體質對證的影響很大袁證的發生與否袁一方面取
決于致病因素對機體的刺激強度袁 另一方面取決于
機體對致病因素反應的程度袁這種反應上的差異袁正
是由於體質因素所決定的遥 不同的體質對疾病證的
野從化冶具有一定的制約性遥 如陽虛體質之人袁稍有受
涼或飲食不愼袁即出現腹痛尧便溏等袁患病後袁證易從
寒化尧從濕化曰陰虛體質之人袁患病後袁證易從熱化尧
從燥化遥 在證的診斷方面袁提出野據質求因袁據質定
性袁據質明位袁據質審勢冶遥

體質不同對某些病因和疾病的易感性也不同遥
如院野陰臟所感之病袁陰者居多遥 冶野陽臟所感之病袁陽
者居多遥 冶在疾病的發生發展過程中袁體質對病理變
化會産生影響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正氣之強弱袁從而
參與決定發病與傳變的遲速遥 如素體盛者袁一般不易
感受病邪袁一旦感邪則發病急速袁但傳變較少袁病程

亦較短暫遥
體質因素和病理特點共同制約着證的轉歸和從

化遥 例如肥人多神疲乏力袁氣短懶言袁具有氣虛質的
特徵袁同時肥人多痰袁兩者相互作用袁就導致了肥人
患病往往易出現氣虛證尧血瘀證尧痰濕證等遥 叶靈樞窑
五變曳指出院野夫同時得病袁或病此袁或病彼遥 冶説明邪
氣傷人袁因體質不同袁會出現不同的病理變化或不同
的證袁 而證的類別亦受體質的影響袁 取決于病理特
點遥

體質尧病理特點和證在辨識依據上相同袁它們都
可以通過對個體的外在表徵進行綜合尧 分析和判斷
而獲取袁這些表徵就是我們辨識體質尧病理特點和證
的重要依據遥

渊二冤體質尧病理特點與健康狀態的關係
狀態是客觀的袁 對於狀態的形成起重要作用的

是人體陰陽自和的能力遥 因此袁 狀態不是一成不變
的袁是動態變化的遥 根據中醫理論袁按照健康水平的
不同可將人體狀態分爲未病態尧欲病態尧已病態三種
反映整體健康的狀態遥

中醫體質是對個體所表現的陰陽氣血津液偏頗
狀態的描述袁 實際是反映人在先天遺傳和後天環境
影響下不同時期身心保持相對穩定的一種 野狀態冶遥
叶靈樞窑通天曳以人體陰陽偏頗爲依據袁將體質劃分爲
太陰尧少陰尧太陽尧少陽及陰陽平和等五種形態類型袁
認爲人的性格尧品質尧形態等都與這五種類型有關袁
可以看出體質陰陽偏頗實質上是狀態野平偏冶在體質
的具體表現遥

中醫病理特點是對人體欲病態渊前證冤和已病態
渊潜證尧顯證冤下病理變化的描述曰證是對人體已病狀
態下某一階段機體整體反應狀態的病理概括袁 它不
能用于概括未病狀態和欲病狀態遥 體質尧病理特點尧
證相互補充袁構成整體的狀態特徵袁也影響着狀態的
演變趨勢遥

渊三冤健康狀態涵蓋了體質尧病理特點和證
狀態的概念涵蓋了健康與疾病遥 證和體質分別

側重於從疾病與未病兩個不同的角度説明機體的病
理或生理狀態遥 而生理病理特點渊如女子多郁等冤袁也
是一種狀態的描述遥

體質尧生理病理特點等狀態袁都不能用證進行描
述遥 傳統中醫通過四診獲取病情資料袁以診病辨證遥
即病證的病理變化通過四診信息表現出來遥 同理袁人
的體質尧生理特點尧病理特點等狀態可以通過外部的
表徵信息表現出來袁 認識和判定人體狀態就是通過
識讀表徵信息來實現遥

證尧體質尧生理特點和病理特點袁不能互相涵蓋袁
彼此之間或有交集遥 而人體健康狀態則涵蓋了體質尧
生理特點尧病理特點尧證等遥 所以袁對狀態的認識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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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健康與疾病的關鍵遥 狀態的偏頗是疾病發生的內
因袁 是決定疾病發展過程及證候類型演變的重要因
素曰同時又是決定病性尧病位尧病程階段和病變趨勢
的重要因素袁決定證的轉歸和疾病的預後遥
五尧狀態辨識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渊一冤證與病的關係
1 證與病不同

證與病同屬病理狀態袁 但二者在範疇尧 病因病
機尧特徵尧轉歸上都存在不同遥 中醫學中袁野病冶袁是致
病邪氣作用於人體袁 人體正氣與之抗爭而引起的機
體陰陽失調尧 臟腑組織損傷或生理功能障礙的一個
完整的生命過程遥 野證冶袁是對疾病發展到某一階段的
病因尧病位尧病性袁正邪關係及病勢等所作的高度概
括袁 反映了疾病發展過程中某階段或某一部位的病
理變化遥

病和證對中醫來説都十分重要袁 但它們對疾病
發生發展的規律和機制等病理本質反映的側重面有
所不同遥 野病冶袁在時空上具有一定的延續性袁在發生
發展演變上有一定的規律性遥 即同一疾病的不同病
人表現出共同的基本病理特點袁 它反映了疾病的基
本矛盾遥 而野證冶則是對疾病當前階段的病理本質所
作的結論袁它反映了不同病人尧不同階段的機體反應
狀態袁 即特殊矛盾袁 所以有較大的差異性遥 正因爲
野病冶與野證冶觀測的角度不同袁因此袁也只有全面瞭解
野病冶與野證冶袁才能整體把握疾病發展變化的階段尧程
度尧趨勢等一系列相關問題遥 任何單純地從野病冶或
野證冶着眼都可能是片面的尧偏差的遥
2 辨病論治與辨證論治

辨病論治也是中醫診療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袁
除了部分針對特定病因採用某些特殊功效藥物外
渊如用驅蟲藥治療蛔蟲病袁用抗癆殺蟲的藥治療肺癆
等冤袁更多的是針對每一種病的共同病理特點制定基
本治療法則袁如嘔吐的基本病理是胃氣上逆袁所以和
胃降逆是其基本治法袁消渴的基本病理是陰虛燥熱袁
所以滋陰潤燥清熱是其基本治法遥 同時袁由於病體現
的是全過程的基本矛盾袁 證注重疾病當前的主要矛
盾袁病的全過程包含着不同的證袁因此在結合病的特
點進行治療時袁 還需要根據不同的證採取不同的治
療方法袁如肺癆病袁在抗癆殺蟲的前提下袁必須根據
不同階段表現出的肺陰虧虛尧陰虛火旺尧氣陰兩虛尧
陰陽兩虛等不同的證使用相應的治法和方藥遥 因此袁
沒有辨證論治袁辨病論治就是一句空話遥
3 野病證結合硏究冶的局限性

現代有些證的硏究袁強調在明確病渊西醫的病冤
的診斷的前提下進行袁 認爲只有這樣硏究結果才眞
實可信袁才有可比性袁才能區分不同疾病的證的變化
規律袁把握證的內涵遥 理論上袁這些硏究從方法學上

看似乎無可挑剔袁卻忽略了重要的一點袁那就是在單
一病種下硏究的證是片面的袁難以反映證的本質袁因
爲同一種證在不同的病所表現出來的證候特徵是不
完全一致的遥 由於病證縱橫不同袁證也不同于西醫的
病理類型袁因此袁僅選擇某一疾病硏究證袁忽略多種
疾病之間相同證的比較袁 其最終結果是難以眞實反
映證的全貌袁况且試圖採用逐一疾病開展證的硏究袁
實踐中是難以實現的遥 反之袁如果先明確證袁在特定
的證基礎上硏究病袁則難以體現野病冶的整體性和演
變趨勢遥

渊二冤中醫的病與西醫的病不同
從廣義的角度來説袁 中西醫對疾病的認識有一

定的共性袁都存在着內外因素交爭的過程袁都可表現
出一定的症狀和體徵遥 但是袁中醫的病和西醫的病卻
仍是不同的兩個概念遥
1 病因病理不同

中醫説的邪氣是多種因素的綜合袁包括天尧時尧
地等多種外部因素以及機體的功能失衡等內部因
素袁外邪與西醫的病原微生物不同袁如院同樣的流感
病毒在不同節氣尧不同地域可能是熱邪袁也可能是寒
邪曰同樣的內在的病理因素與西醫的病理不同袁如血
液粘稠度高袁可能是瘀袁也可能是痰等等遥
2 診斷依據不同

西醫學對病的認識是建立在對機體各臟器形狀
與功能實驗性硏究的基礎上袁診斷方法依賴于物理尧
化學診斷袁診斷標準是建立在還原分析基礎上的袁病
理類型和疾病的種類可以根據病理和化驗結果獲
得袁從診斷學的觀點看袁西醫學病的診斷常是從病原
學的概念出發袁如甲型病毒性肝炎袁或從病理解剖學
的概念出發袁如大葉性肺炎遥

中醫學對疾病的診斷依據是野受本難知袁發則可
辨袁因發知受冶遥 它對疾病的認識及診斷標準是建立
在整體觀念的基礎上的袁 診斷方法主要依賴傳統的
望尧聞尧問尧切四診袁在疾病診斷過程中不僅注意到病
人的臨床表現袁還考慮到外部環境袁如地理尧季節尧氣
候等的影響袁常以表現于外的突出主症作爲病名袁例
如咳嗽病尧水腫病等遥
3 病名的不齊同性

以急性吐瀉爲主要表現的袁強調了機體尧自然尧
社會尧心理的統一遥 它以中西醫關於疾病的命名存在
許多相同之處袁但其中內涵卻有差別袁同一病名往往
中醫定義的範疇較西醫寬泛遥 如中西醫都有痢疾尧淋
病尧霍亂等病名袁這些疾病在西醫的概念里屬於感染
具有傳染性的特定致病因素導致的疾病袁 而同樣的
病名在中醫的概念中除了西醫所指的疾病以外袁還
包括了無病原體但症狀尧 特徵相似的其它西醫概念
中的疾病遥 比如西醫霍亂指由霍亂弧菌侵犯小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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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中醫藥學是我國醫學科學的特色袁 也是我國優
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袁 不僅爲中華文明的發展作
出了重要貢獻袁 而且對世界文明的進步産生了積極
影響遥 中醫藥學是偉大的寶庫袁她有獨特的理論體系
和幾千年積累的豐富臨床經驗遥 已經並將繼續爲廣
大人民群衆作出貢獻遥

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曳總綱第21條院野國家發展
醫療衛生事業袁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冶遥 黨
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視中醫藥事業的發展袁 制定一系
列扶持和發展的方針尧政策尧制度中醫藥條例袁這是
重要的保證遥

聯合國敎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産政府間委員

中醫臨床思辨

張永樹 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渊362000冤

造成的急性傳染病袁中醫的霍亂含義較爲廣泛袁指以
急性吐瀉爲主要表現的病情急重的疾病遥

可以確定中醫尧 西醫對於病的理解與定義存在
明顯差異袁 但現在大多數的病證結合硏究仍然存在
着以西醫之病套中醫之病袁以固定證型劃分疾病袁用
西醫的方法硏究中醫的現象袁如野糖尿病就是消渴冶尧
野肺結核就是肺癆冶等袁忽略了整體性以及中醫思維
的辯證性袁將中醫最爲寶貴生動的靈魂抽離遥

渊三冤中西醫治療的立足點不同
1 西醫注重結構袁中醫注重功能

西醫建立在屍體解剖基礎之上袁 注重病理和形
態結構袁在診斷上藉助于現代儀器袁達到微觀認識的
高度和深度袁因而重視檢測指標袁重視病原和結果袁
根除病因是治療的核心袁相對略于養和防遥

中醫建立在活體考察之上袁以精氣神爲基礎袁所
採用的是功能模型和狀態模型袁 強調患者的主觀感
受袁重證候表現袁重視氣候尧環境尧情緒因素等對疾病
的影響袁以及野象冶的把握遥 認爲陰陽的偏頗是疾病産
生的本質袁糾正偏頗袁調節機體平衡袁達到野陰陽自
和冶是治療的核心袁強調防尧治尧養並重遥
2 中醫強調個性袁西醫強調循證

中醫從狀態尧功能看疾病袁疾病是變化的袁在辨
證的基礎上結合因人尧因時尧因地制宜的原則袁制訂
個體化的治療方法往往能夠收到滿意的效果遥 西醫
從病理看疾病袁 疾病是靜止的 渊至少在短期內不變
的冤袁因爲不同地域袁不同種族的病人袁只要病理診斷
相同袁其有效藥物的靶點和作用過程也相同袁相關治
療也野經得起重複冶遥 因此就有了中醫病證的多樣性
改變和西醫疾病的一貫性渊穩定性冤的不同袁由此出
現了中醫的個性化治療和西醫的循證治療之別遥
3 中西醫療效標準不同

中醫治療以野和冶爲出發點袁重視總體效應遥 看重
的是病人自我生理與心理感受袁 將因致病因素導致
的陰陽失衡等進行重新修正袁 目的是使失衡的機體

重新恢復到平衡袁因此袁中醫把機體是否恢復平衡爲
最終的痊癒標準遥 當機體完全恢復平衡狀態袁大部分
人的各種檢測指標恢復到正常範圍遥 也有個別人由
於身體的特異性袁在機體平衡時袁某些檢測指標並不
在常規的正常範圍內袁 中醫認爲這種情况也屬於痊
癒遥 反之袁如果只是指標恢復正常袁機體平衡沒有完
全恢復袁則不算中醫的痊癒標準遥 西醫治療以野對抗冶
爲主袁看中的是檢測指標尧影像學依據袁只要指標恢
復到正常範圍袁 就認爲病已痊癒遥 二者都有其片面
性袁例如隱匿型腎炎由於缺乏症狀而常被中醫漏診袁
而野內傷發熱冶等由於缺乏指標或影像學依據而被西
醫漏診遥

總之袁我們認爲從中醫的原創思維出發袁以狀態
爲中心構建健康認知的理論體系袁 在狀態辨識基礎
上袁 及時對個體不同的狀態進行干預是解決健康問
題的一個重要切入點袁 也是中醫學應對人類健康發
展有所貢獻的必然要求遥

李燦東袁敎授袁醫學博士袁博士硏究生導師遥現任福建中醫

藥大學副校長袁 兼任中華中醫藥學會中醫診斷學分會主任委

員尧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診斷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尧中華中

醫藥學會中醫體質分會副主任委員尧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

翻譯專業委員會副會長袁全國高等醫學敎育學會理事尧敎育部

高等中醫學敎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尧 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敎材

建設指導委員會委員尧 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硏究生規劃敎材

指導委員會委員尧福建省中醫藥學會副會長尧叶福建中醫藥曳雜
誌主編遥是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學科和省級重點學科叶中醫

診斷學曳學科帶頭人尧叶中醫診斷學曳國家級精品課程和國家級

敎學團隊負責人尧福建省第三屆野高校敎學名師冶袁福建中醫藥

大學首屆野名中醫冶袁第二屆野全國百名杰出靑年中醫冶袁全國首

屆中醫藥科普野金話筒奬冶獲得者袁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遥

渊聯繫方式院李燦東袁福建省福州市閩侯大學城華佗路1號
福建中醫藥大學中醫證硏究基地袁 郵編350108袁 電話院0591-
22861513 Email:fjzylcd@126.co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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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于2011年11月16日審議通過中國申報野中醫針灸冶
項目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名録遥 將在世界
範圍內提高共享度袁 成爲服務于全人類生命健康的
寶貴資源遥

在大好形勢下袁我們必須居安思危袁關注着中醫
藥事業的發展遥

吳旭東敎授在2005年全國兩會的大會發言中尖
鋭地指出野再也不能培養那些不中不西尧不會看病袁
甚至連中醫思維方式都不具備的學士尧碩士尧博士遥 冶

本人以針灸爲主要專業袁從事中醫臨床40多年袁
深感身爲中醫藥人員必須掌握西醫診療技術 渊中醫
藥立法不確袁無西醫一套難自立冤遥 更要牢記自己姓
野中冶袁首先要做鐵杆中醫遥 回首往事袁將臨床實踐中
的思路尧辨識談談體會袁就敎諸同道遥
1 中醫藥學源于華夏袁是東方哲學框架下的不同于
西方醫學的科學袁其人文背景是我國傳統文化遥

西醫藥學近代傳入我國袁 和其他先進科學技術
一樣給廣大人民群衆帶來實惠袁 逐漸確立了主流醫
學的地位遥 在人的生理尧解剖尧預防尧診斷尧治療尧康復
方面可以和中醫藥取長補短遥 我在印尼診務期間袁當
地官員和群衆無不羨慕我們有中西兩套醫療手段遥
立足專業袁搞好中醫硏究袁做好中醫的現代化袁首先
要把學科的特點弄清楚遥
1援1 陰陽五行學説形成于春秋時期的野諸子烽起袁百
家爭鳴冶年代遥 有文字可查的袁那時奠定了東方哲學尧
古代天文尧古代農業遥 有謂野醫易同源冶尧野醫者易也冶袁
是中醫藥的靈魂遥

現行中醫藥院校統編敎材沒有録入 叶易經曳尧五
運六氣的內容遥 現代電腦技術的二進制是從八卦的
原理奠定基礎的遥 這些可能是東方哲學的精華遥

陰陽五行的對立統一袁互根互存袁消亡轉化袁無
限可分的規律必時時處處運用到臨床袁 如表里尧寒
熱尧虛實袁臟腑經絡袁生克乘侮袁四診察病防治袁中藥
的四氣五味尧升降浮沉尧歸經以及治病手技的補瀉等
等遥 捨此袁不叫中醫藥的學術遥

陰陽五行的實質是承認差別尧講究協調平衡尧謹
守野亢害承制冶的原則袁力求野陰平陽秘冶的動態平衡遥
毛澤東同志歷經戰爭袁 碾轉奔波袁 在政治風浪中搏
擊遥 其長壽和養生尧損生所形成的鮮明的矛盾和制衡
關係袁體現了叶內經曳所説的野各從所欲袁皆得所願冶的
精妙遥 他不完全遵醫囑袁按固定做法而行袁野跳出三界
外冶袁又以個性化的養生之道和精神意志強勢袁彌補
前者的不足袁野又在五行中冶遥 使好習慣和壞習慣野相
克冶袁達到更高級矛盾的制約尧轉換遥 比如他愛吃肥膩
的紅燒肉及辛辣之物袁導致長期便秘袁飲食無定時袁
隨餓隨吃袁但以粗雜糧爲主食袁喜食馬齒莧袁苦苦菜
這些野菜袁喜食含磷及各類維生素的魚頭袁喜食旣含

有亞硝鹽尧 細菌超標並疑有霉變又同時含有豐富維
生素B12的臭豆腐遥 基本不飲酒遥

養生方法只講什么可以吃袁什么不可以吃曰什么
可以做袁什么不可以做曰天天沉緬于如何能不生病袁
如何能健康長壽遥 講究保健方法尧藥物尧食物不一定
是眞諦遥 野適者生存冶袁古代叶養生論曳作者稽康院野忘歡
而後樂足袁遺生而後壽長冶遥

帶狀疱疹由感染病毒所致袁 用燈芯灸蛇頭蛇尾
取神效渊並未施中藥清熱解毒或西藥抗病毒冤袁以熱
攻熱袁調節其免疫功能遥 數千患此疾者沒有一例爲在
一起生活的人同時發病的遥 自身抗病功能力強時袁受
該病毒感染並一定發病遥 野正氣存內袁邪不可干冶袁野邪
之所湊袁其氣必虛冶遥 野從藥理學角度袁提取有效成分
來抗病毒尧殺細菌冶不是唯一途徑袁麻杏石甘湯袁清瘟
敗毒飲並不能確定那味藥抗病毒袁那味藥殺細菌遥 通
腑氣滌蕩熱毒也是治熱證的整體調節方法遥

筆者認爲陽是主導袁陰是從屬袁養陽育陰是防治
疾病的首務遥 萬物生長靠太陽袁天之一丸紅日袁猶人
之一息眞陽遥 陽氣者袁若天與日袁失其所則折壽而不
彰遥 調養陽氣袁培育陰精遥 陽氣精則養神尧柔則養筋遥
養陽不是一般的補陽袁 貴在調曰 育陰不是一般的滋
陰袁貴在養陽入手袁野陽氣生旺袁陰血賴以長養冶遥 筆者
運用手陽明大腸經之合谷尧曲池尧手三里尧陽溪以養
陽尧生津尧通腑袁取大椎尧關元通調督任治療外感尧丹
毒尧面痛尧胃疾尧便秘尧項痹尧腰椎間盤突出症尧高血壓
取得顯效遥
1援2 臟象經絡學説不是形態學的內容遥

牛頓奠定的現代科學殿堂的基本法則是結構決
定功能遥 現代醫學的解剖生理學以及基因學説袁解釋
了許多人體的基本問題遥 中醫藥不是以形態學爲依
據遥 野有諸內尧必形外冶袁以外象綜合分析袁推斷內在變
化渊有人稱之野黑箱理論冶冤遥 這些都是以難以量化的
模糊數學的概念表述袁指導臨床並取得肯定療效遥 毛
澤東同志講過院中華民族的繁衍袁靠的是中醫藥遥 他
説院我看中國有兩樣東西對世界是有貢獻的袁一個是
中醫藥袁一個是中國菜飯遥

臟象經絡學説和陰陽五行學説是一體的袁 如肝
腎同源袁肺和大腸相表里袁培土生金袁補土瀉木袁用來
臨床辨證施治取得的療效是有目共睹的遥 同樣是肝
心脾肺腎袁中西醫的含義決然不同遥 如中醫認爲心主
神明袁爲君主之官遥 神志尧精神尧思維方面的疾患遥 以
心辨治袁以養血安神袁鎮心寧神可有療效遥 銀行職員
朱某某袁男袁60歲袁長期失眠袁每日須服安眠酮35片袁
才能入睡3要5小時袁遷延10餘年遥 經辨爲心脾兩虛袁
針刺治療半年袁完全脫離對安眠藥的依賴遥 叶內經曳早
有情志致病的內因學説袁現代醫學也提倡身心健康遥
人的健康尧疾病尧治療尧康復有着諸多因素袁一般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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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調節佔主導地位遥
當代屈原尧國學大師文懷沙已到了耄耋之年袁但

神清氣和袁一點壽斑都沒有遥 他一生領悟到保持良好
的心態袁就是正尧清尧和三個字遥 文革中被確診爲晩期
肝癌袁出現腹水袁肝區有難忍的疼痛遥 他認爲活着才
會疼袁疼得厲害時他爲自己還活着高興地大笑起來袁
他背古詩詞尧文章以之爲精神良方袁治好了肝癌遥
1援3 四診八綱是在野方法論冶尧野認識論冶上用綜合的
模式袁不同于分析的模式遥 四診的採集的資料難以量
化袁如舌紅尧偏紅尧暗紅袁用的是模糊數學的概念袁是
另一範疇的科學袁他靠醫者主觀感悟袁可以意會難以
言傳遥 但在表達上是有講究的袁如頭痛如劈袁頭重如
裹袁綿綿作痛袁頭痛欲裂袁其中的內涵豐富而深奧遥
1援4 天人合一的觀點體現在子午流注尧五運六氣這
些被棄之不用的精華里遥 較所謂野時間醫學冶野醫學氣
象學冶早了幾千年遥 古人把日月星辰運行和人體氣血
盛衰結合起來考慮袁把一年四季尧一天四時的變化和
疾病防治密不可分挂上鈎遥 案例院某日中午時分袁一
五歲幼童在玩耍時打了七歲童後背一巴掌袁 後者旋
即跌倒昏迷袁送醫院救治袁住院檢查未發現重大的器
質受損袁但患兒從此萎靡不振遥 經多方調治無效袁越
半年亡故遥 時値文革之初袁公檢法癱瘓未予追查袁是
否與午時心經循行相關钥 美國科學家把在押的刑事
犯在不同氣候條件下作大腦化學遞質測試袁 其變化
表明其犯罪行爲與氣候變化相關袁 應了文藝小説里
的野風高放火天袁月黑殺人夜冶的描述遥 另外袁地球人
和太空人的外環境差異袁應具備的生存空間尧條件也
絶然不同遥
1援5 必須在中華文化大背景下袁才能按其思維方式
來掌握中醫藥的理論和實踐遥 一般外國藝術家不可
能編演出叶紅樓夢曳尧叶三國演義曳的藝術作品遥 中華文
化有其獨特的背景派生出來的詩詞尧 茶文化尧 性文
化尧古建築尧飲食文化尧歌舞尧酒文化和中醫藥都密不
可分遥 老一輩中醫稔熱的琴棋書畫是傳統文化的符
號袁 更是深含的素質袁 熟知這些才能傳承高雅的學
術遥

進而言之袁中醫藥學具社會學的其他內容遥 野用
藥如用兵冶渊孫子兵法的內容尧技巧無窮盡冤遥 包括傳
統美德在診治過程的貫徹始終遥 野不爲良相即爲良
醫冶以大國手譬名醫之手技高明遥 敬愛的周總理身上
所展現的治國才能和中華文化最優秀特徵遥 其野膽大
心細袁行方智園袁縱橫捭闔袁調度有方冶的社會實踐是
吾輩的學習榜樣遥
2 基本概念尧理論尧技能尧常識的訓練袁必須在較長

的實踐中實施才能成熟遥
2援1 野在游泳中學游泳冶袁在醫療實踐中才能強化野四
基訓練冶遥

六腑以通爲用袁以通爲補是一條重要的治則遥 只
有在臨床的實踐中才能理解袁才能掌握遥 正常人體新
陳代謝所産生的體內 野垃圾冶 和患病時白血球和病
毒尧細菌搏殺兩敗俱傷袁其屍體和病理産物必然毒化
人體的內環境遥 必須以宣通腸腑爲主要方式排體外遥
俗話説野人參殺人無罪袁大黃救人無功冶袁説的是人們
對通腑排毒認識不足遥

經絡是通道袁野內屬腑臟尧外絡肢節冶袁以疏通經
絡尧調和氣血遥 只有以她治好內尧外尧婦尧兒尧皮膚尧痔
瘡諸疾後才能掌握經絡辨治遥 先師留章杰敎授説野針
刺要令病人覺得舒適袁不覺得痛苦遥 冶説的是刺中通
道袁令氣血順暢袁通體周流的身心俱泰的感受遥 用以
治療臟腑疾患比痹痛更有效遥 如膽石症尧癇症尧丹毒尧
皮炎尧肺部感染尧哮喘尧子宮肌瘤尧肝膽結石的針刺取
效遥
2援2 在老師指導下袁 勤練基本功遥 嫻熟的動手能
力要要要絶活是取勝的招數遥 學歷不等於學力袁高分低
能不可傚法遥 醫生開醫囑尧護士去執行是常規遥 中醫
治療渊尤其需要手技的冤袁要醫生自己去做遥 幾十年的
磨練袁注定成才周期長袁切忌浮躁袁急于求成遥

基本技能袁基本常識要日積月累尧持之以恆袁功
到自然成袁處處留心皆學問遥
2援3 傳統野跟師冶辦法有利于中醫藥學術的傳承遥 手
把手地指導袁耳濡目染的方法不能摒棄遥 這是加強四
基訓練的最好辦法遥 中醫藥敎育存在幾個問題院中醫
藥院校學生多從理工類學生中招收袁 其思維的方式
方法和中醫藥的自然科學加社會學的格格不入曰他
們學的敎材中西醫比例不盡人意袁 且和實踐密切結
合的少曰念了4年敎科書到了實習階段袁採取分散隨
機辦法袁帶敎老師分別帶幾周袁不能起野跟師冶的效
應曰缺乏精通中醫理論袁經驗豐富的師資隊伍渊尤其
是臨床帶敎老師冤遥 中國中醫科學院名譽院長尧工程
院院士王永炎院野WHO生物醫學專家指出袁個體化的
具體治療是臨床實踐的最高層次遥 中醫藥專家獨特
經驗中藴涵着十分寶貴的個體化具體治療經驗袁對
此加以總結袁繼承袁完全符合這一理念冶遥
3 堅持辨證唯物論尧實事求是遥吸納多元文化袁拓展

思路遥
3援1 中醫藥臨床必須因病尧人尧時尧地制宜遥辨證應是
辨證唯物論袁而不只是辨證型遥 以固定的證型去套病
不是絶對眞理袁野法無定法袁方無定方冶遥 證型套病猶
如用現代語法套醫古文一樣不是絶對眞理遥 敎科書
的證型到臨床有些不夠用尧不實用遥 古之文獻有不同
朝代尧不同地域袁用語習慣不同袁語法現象有異袁不可
用語法去硬套遥 同樣的袁要規範什么病渊證冤用什么
穴尧針多少深袁什么手法尧留針幾分鐘曰什么穴位治療
什么病袁針多少次可愈袁一樣不合辨證唯物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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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援2 從臨床實踐出發遥 我們服務的對象是人袁是病
的人袁是人的病遥 以人爲本是最大的實際遥 認眞負責
地瞭解疾病全過程袁才能判斷其病因尧病機袁制定治
療方案遥 其中野四診合參耶問爷爲重冶遥 問可深入瞭解袁
加強溝通尧全面分析遥 中醫雖然沒有X光尧CT袁但對疾
病的整體辨析渊主觀客觀尧心理生理冤袁避免了野攻其
一點不及其餘冶渊只看細菌尧病毒不看人體的正氣冤十
分合理遥 臨床中瞭解病人的喜惡十分重要遥 其惡寒袁
便有表症未解遥 同是發高熱袁有喜蓋衣被和袒衣拒被
之分曰同是口渴有喜飲與否之分尧適寒適溫之別噎噎
這都是去僞存眞的依據遥

人爲萬物之靈袁其性格感情尧家庭工作環境尧社
會地位尧理念取向都和診病相關曰人又是萬物之惡袁
其醜陋的一面尧脆弱尧私欲尧惡習也都難以避免袁渊爲
什么到了高僧的境界還要誦經禮佛袁應是爲堵住野財
色名利冶的誘惑遥 冤當人成了野獸時袁會比獸兇殘萬
倍袁這些又都和醫療相關遥 昔賢有野不失人情論冶尧野病
家兩要説冶的杰作袁深刻闡述了醫患關係的複雜尧微
妙遥 人的生理尧心理都是難以預測的遥
3援3 拓展思路袁善於反思遥 有時要換位思考遥 做到理
論和實踐相結合曰傳統理論和創新點相結合曰肯定規
律和質疑謬誤相結合曰吸納百家和否定自我相結合曰
指導學生和向學生學習相結合曰學我和超我相結合遥

野知識要要要能力要要要思路冶是治學三部曲遥 最大
和最後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袁實質是思路的競爭遥 接
診每一位患者都面臨一道考題袁 整個辨治過程都是
思辨的過程遥 頸肩腰腿痛的病人是推不掉的袁尤其在
平民百姓中太多了遥 根據病情變化袁有的先要做西醫
檢查袁明確形態方面問題袁排除腫瘤壓迫尧骨折滑脫
錯位曰查清旣往病史尧並存症遥 確定是否並用西醫藥
方法袁然後進入中醫的辨治遥 現代冷氣盛行袁夏季貪
涼袁少着衣被袁耗散陽氣袁日久引起氣血失暢袁筋脈失
宣而爲空調病遥 以大椎尧關元尧足三里尧腎兪或灸或
針袁可以取顯效要要要這是一種思辨方式遥

筆者以清瀉陽明治愈的頭痛尧 陽痿案是另一思
辨方法遥 許某某袁男袁40歲袁以反復鼻骨尧眉棱骨尧項肩
酸痛伴視力模糊爲主訴來診遥 之前經省內外多家大
醫院神經科尧五官科尧骨科多方檢查未發現器質性病
變袁無法明確診斷遥 經診察袁其性素急躁尧口臭尧不寐尧
大便燥結袁數日一行袁小便黃濁遥 取上巨虛尧迎香尧天
樞尧曲池以清瀉陽明遥 1周後袁症減半袁自訴陽痿一症
竟然祛除遥 按院治痿獨取陽明袁不只專指補陽明遥 補尧
瀉均是野取冶遥 叶內經曳院野邪中于面袁則下陽明遥 冶
4 在繼承中不斷創新袁在臨床的經驗和敎訓中不斷

證僞遥 跟上時代的前進步伐袁適應民衆生活的需求遥
只有創新才能生存袁才能發展遥
4援1 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是有規可循的袁規律可以

發現袁找到規律才可以創新改革袁也可以説證實原來
違背規律的東西是錯的遥 但規律不可違背袁 不可創
造遥 當人不能解釋大自然的偉力時袁畏懼自然袁聽天
由命袁崇尙迷信袁當有了一孔之見袁一得之功時又蔑
視自然尧要征服自然尧改造自然袁野科學至上主義冶袁當
受到自然懲罰袁感到無以自保時才懂得要保護自然袁
順應自然遥 卻又出現了敬畏自然的口號遥
4援2 陰陽五行是反映宇宙規律的法寶袁生殺之本始袁
神轉不回遥 科學科技突飛猛進袁可能消滅不了蟑螂尧
蚊子尧細菌尧病毒這些損害人類的因素遥 它們和改善
人的生活質量的因素並存遥 另一方面袁萬物並育而不
相害遥 人是細菌尧病毒的寄生體袁你殺滅之袁生態破
壞袁關鍵是扶助正氣袁造成隱態環境要健康醫學遥

每十萬人口中有多少先天性心臟病尧 多少痴獃
病兒也有一定的比率袁 這和人的生老病死是不變的
規律一樣遥 能達到野長生不老冶就是創新袁不是不死不
老袁而是努力做到野延長生命尧不易衰老冶袁想要不老尧
不死就是違背規律遥
4援3 規律不可改變的袁生活是日新月異的袁跟上時代
前進需求遥 旣要解決疑難大病袁如抗癌尧艾滋病尧過敏
性疾病尧腦心血管病尧糖尿病加上減肥尧美容尧抗衰
老尧抗憂鬱等遥 又要與時俱進袁迎接新疾病譜的挑戰遥
旣要繼承老的傳統的好方法袁 又要合理運用高科技
的新技術遥 但不可一蜂而上遥

日月星辰的運行是永恆的袁 人的生長化收藏也
是生生不息的遥 叶內經曳所云院野二七天癸至袁七七天癸
絶冶基本不變遥 但隨着社會變革袁習俗更迭袁氣候變異
和診療技術的先進和過度袁 人們對醫療保健有新的
需求袁應運而生的耳穴診治尧腕踝針尧腹針尧頭皮針尧
針刀及針刺麻醉都是初露頭角的創新袁並日漸成熟遥
如灸法是無可替代的一種有效的療法袁 在 野重針輕
灸袁只針不灸冶的風氣下袁周楣聲老先生以灸架代替
手持艾條的傳統做法袁旣解放施灸者的勞動強度袁又
讓灸術由15分鐘延到3小時遥 這是在灸的劑量上的創
新袁有足夠的劑量可取奇效遥

創新是一個民族尧一個國家的希望所在袁也是一
個學科的希望所在遥 必須在繼承前人學術的基礎上
有所發現尧有所突破遥 年輕的同行要有趕超老師的勇
氣和成果袁如果一代不如一代袁事業就要完蛋了遥
5 療效是檢驗醫療實踐最重要的標準袁 是生命線遥
是一切努力的出發點和歸宿遥

面對每一個病者袁辨治可以基本相同袁也可基本
不同袁沒有標準答案遥 最後要落實到療效上遥 就象必
須有能力尧爲國家有所貢獻才叫愛國華僑一樣袁必須
要有治病取效的本領才是合格的醫生遥 如果筆者沒
有好的療效袁就不會到這里來和大家交流遥
5援1 要養成及時總結袁階段回顧的習慣遥治療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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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失敗都要儘可能找出原因遥 用數字説明宏觀問
題遥

在臨床第一線的往往忙于應付診治袁 忘了回頭
看遥 每個個案要有階段小結袁若干個案也要比較尧歸
類遥 然後有個統計學處理遥 解放前袁僑鄉有許多婦科
病的患者袁 從遠離市區的鄉鎮到城里求中醫診病取
得奇效遥 一方面中醫婦科的特色和優勢所使然曰另一
方面僑眷們的丈夫長期在南洋謀生袁 獨守空房遥 交
通尧聯絡又以年以月計袁生理尧心理的壓抑袁婆媳尧妯
娌尧鄰居的關係難以協調袁加上農活家務重擔的拖累
是致病的原因遥 一旦找到名中醫診治心里先舒坦許
多渊當時要進城一趟不容易冤袁脫離了原先的生活工
作環境袁 一夥同病相鄰的僑婦在一起看看戲尧 談談
天尧相互慰藉遥 3要5天的進城看病類似放假後還帶着
食療的醫囑遥 回家後袁可以名正言順地殺鷄宰鵝尧烹
鴨煮鱉的渊她們並不一定沒有經濟能力袁而是不好開
小竈冤遥

10多年前實習同學説筆者多開溫熱藥袁 引起我
的注意遥 其後把運用參附湯尧桂枝湯尧小靑龍湯的治
驗和運用關元大劑量隔姜灸袁燈芯灸治癤腫尧纏腰火
丹尧丹毒尧腮腺炎袁刺灸大椎治疑難雜病相當例數臨
床資料隨機對照袁經統計學處理袁總結出野養陽育陰尧
通調督任尧灸刺並重尧針藥結合冶的學術觀點遥 從紛繁
的臨床工作中退出來袁找出軌迹十分必要遥

日本人飯桌上常有菠菜袁辦事中則將院野報吿尧聯
絡尧溝通冶稱爲菠菜原則袁這就是必須不斷發現問題袁
總結經驗袁並一起分享以達到共受益袁同進取遥
5援2 知常達變袁要能找出特殊規律袁找出深層次的原
因袁升華到理論上認識袁提出自己的學術觀點袁形成
學術思想袁産生新的學術體系袁提高學術水平遥 在多
次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要領悟出袁 從一些常理中的不
平常的東西找出內在聯繫遥 百家爭鳴袁沒有百家袁何
來爭鳴钥 金元有四大家袁近百年來中醫藥形成了多少
學派钥 必須有自己的學術觀點袁不是炒冷飯袁不是新
瓶裝舊酒遥 有人提出無創痛針灸袁有人提出針灸本身
就是以創痛取效遥 瘢痕灸的灸瘡是否和種牛痘一樣袁
其化膿過程就是提高人體免疫功能的過程钥 農村養
豬有時在豬耳朶剪個傷口促進發育袁 某種果樹往樹
幹上釘釘子促其結果實遥

刺血是很古老的醫術袁不但我國有袁古代歐洲亦
曾盛行過遥和灸法一樣是別的方法不能替代的遥安徽
王秀珍老中醫以刺血量大尧療效奇特而名聞天下遥 肝

硬化腹水經過她刺血袁可取治愈的效果袁値得硏究深
入遥
5援3 醫學渊不管現代或傳統醫學冤不是萬能的袁人類
對自身的瞭解還很膚淺遥 醫生不是神仙袁要正確認識
療效遥

醫者要努力提高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袁 掌握絶
技袁攻克難關遥 經雲院野言不治者袁未得其要遥 冶掌握了
要領就能做到野人無我有袁人有我優冶的療效袁這是我
們一輩子都致力的事遥 但要有分析的態度遥

病治好了袁症狀改善了袁也許有前醫的功勞遥 有
泌尿繫結石的病人袁經筆者的學生針刺了20多次袁經
X光拍片跟踪袁 結石已經從腎逐步向腎盂方向移動遥
後來又到我處診治袁只刺一次而排出遥 是誰的功力钥
講不清遥 况且病本身有自愈的傾向袁傷口有時也會自
愈的遥 外感不吃藥也可以自愈袁 針手三里促其發汗
渊邪正搏擊冤促其早愈遥針灸能治好那些病钥有許多因
素院醫生的診療水平尧病者的狀態尧藥物的質量遥 提高
療效不等於確保療效袁不能包打天下遥

結 語院
臨床實踐表明人本內環境穩定渊動態平衡冤以抵

抗疾病袁勝于直接治療疾病遥 能盡其所能調動病人主
觀能動性才能保證健康的體魄袁金錢可能買到藥物袁
買不到健康遥 有識之士指出世界性醫療危機來源于
針對疾病的模式袁 千方百計找病袁 千方百計除惡務
盡遥 結果是宣傳疾病的恐怖袁 二是宣傳對藥物的依
賴遥 拚命找細菌尧病毒袁拚命硏究新藥袁由於他們的變
異袁新藥很快被淘汰袁硏究費用很高袁不斷提高醫療
費用遥 怎么不去硏究人體的正氣袁不去尋找健康的鑰
匙遥應該把疾病醫學向健康醫學轉化遥所以除社會效
益尧經濟效益外袁還要有學術效益遥

中醫提倡的是野贊天地化育袁天地之大德曰生冶遥
醫生袁就是以生爲服務對象的遥 21世紀的科學前沿袁
是生命科學和信息科學的交叉袁 這和中醫藥學是不
謀而合的遥

中醫的思路和辨識是指導臨床實踐的鑰匙袁也
是臨床實踐的總結袁彌足珍貴遥 有一分光發一分熱袁
一分耕耘便有一分收穫袁 這也是做學問的過程遥 醫
者袁意也遥 不能只滿足野一方一穴治一病冶遥 在臨床第
一線勤于實踐袁善於思辨將不斷提高業務水平袁不斷
成熟袁向學者化的目標靠近遥 于事業袁于社會也是功
德無量的事袁中醫同仁們都來做切實有效的工作袁何
愁中醫事業不振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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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風濕關節炎渊rheumatoid arthritis袁RA冤是一
種因患者自身免疫功能紊亂導致的全身關節滑膜
炎症及關節骨質破壞的疾病袁其病程較長袁病情反
復袁屬慢性非自限性風濕病遥 在中醫學中袁稱之爲
野歷節冶袁野骨痹冶袁野尪痹冶等袁叶金匱要略曳中形容院野諸
肢節疼痛袁身體魁羸袁腳腫如脫袁頭眩短氣袁藴藴欲
吐遥冶野不可屈伸袁疼痛冶遥故有肢節疼痛袁關節僵硬等
的表現遥

患者由於經年的對稱性小關節疼痛反復發作尧
關節變形的原發症狀及藥源性骨質疏鬆等袁日常生
活尧工作及學習往往受到嚴重影響袁常出現心理壓
力過大袁情緒波動袁社會關係不穩定等袁導致生活質
量明顯下降遥

近年來袁現代醫學在生物醫學科學及基礎醫學
學科迅猛發展的推動下袁對於類風濕關節炎的發病
機制尧病理變化尧臨床診治等方面的硏究取得了重
大突破袁但是至今仍然無針對該病的特效治療藥物
或者治療方法袁相關文獻未見臨床治愈回報遥 而中
醫通過辨證論治及處方遣藥針對類風濕關節炎患
者具體情况進行個性化治療袁對於改善病情袁調整
精神狀態及整體功能袁有很大的發揮空間袁在治療
前景方面袁存在比較樂觀的可能遥 中醫藥治療類風
濕等風濕性疾患的硏究値得深入探討遥 有關的療效
評價逐漸引起了醫學界的關注遥
1 現代醫學中的RA臨床療效評價

現行醫學中RA的臨床療效評價袁常採用實驗室
報吿與醫學人員報吿結果相結合的方式遥 實驗結果
的短期療效評估以炎性指標與類風濕特異檢查項
目爲準袁如袁類風濕因子袁血沉袁C反應蛋白等袁遠期
可通過關節骨質X線徵改變來觀察骨質及軟骨破壞
程度遥 醫生報吿結局大致包括對患者症狀的詢問和
體格檢查遥

這種評價方式忽略了患者的心理尧社會因素對
疾病結局産生的影響以及疾患對病人的日常社會
交際尧心理軌迹形成的作用遥 忽視了RA作爲一種身
心疾病所應當考慮的不同于其他疾患的方面遥

此外袁現代醫學的實驗室檢查和臨床人員結合
報吿模式並不適合傳統中醫的疾病治療評價遥 中醫
對痹證患者診治的過程中袁問診可類比西醫學的問
診袁 即包括患者報吿結局和醫生報吿結局兩個組

成袁而望尧聞尧切診就猶如現代醫學的查體部分袁是
醫生報吿結局範疇遥 但是袁中醫臨證並不採用現代
輔助檢查袁而是強調以人爲本的理念袁患者報吿結
局渊patient-reported outcome曰PRO冤在中醫藥療效評
價中佔有相當的比重袁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遥 因
此袁中醫藥診治類風濕關節炎方面袁期待新的更加
全面尧準確的醫學評價方式遥
2 生存質量

1977年袁美國羅徹斯特大學醫學院的精神病學
與內科學敎授恩格兒渊G.L.Engel冤強烈批判了僅以
生物學變量説明疾病袁而沒有對患者的心理尧社會
行爲等留下餘地的模式遥 可以説袁生存質量的提出
是野生物袁心理袁社會冶醫學模式的實現過程遥

其概念起源于19世紀30年代的美國袁70至80年
代相關測評硏究在西方世界形成熱朝遥 1975年袁
QOL首次在醫學文獻中出現遥 91年袁世界衛生組織
渊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冤 成立了世界衛生組織
生存質量硏究組袁 開始了生存質量的硏究遥 生存
渊活冤質量渊Quality Of Life曰QOL冤定義是野不同文化
和價値體系中的個體對與他們的目標尧期望尧標準
以及所關心的事情有關的生存狀况的體驗冶遥 在其
概念中袁強調生存質量是一種個人對外界事物感受
的主觀體驗袁可見其是契合以人爲本的中醫理論的
患者報吿結局重要形式遥

將生存質量概念引入臨床療效評價袁符合世界
疾病流行病學從傳染病爲重心轉向以慢性疾病爲
主要矛盾的趨勢遥 在類風濕關節炎等的慢性疾病治
療效果測評中袁傳統的治愈率尧病死率尧死亡率已經
不再適用遥 而生存質量評價從患者的生理功能尧心
理狀態及社會參與度等多角度全面概括患者狀况袁
是RA作爲一種非自限性身心疾病的臨床療效評價
要求袁也是中醫理論深刻內涵的囊括遥 並且生存質
量作爲一種患者報吿結局 渊patient reported out鄄
come曰PRO冤袁能更好地幫助醫生瞭解患者的身體情
况尧心理活動等袁縮短醫患之間的距離袁增進醫患溝
通袁滿足中醫以人爲本的特色遥
3 生存質量與中醫學

中醫學藴含着中國傳統文化和數千年的中華
文明遥 中醫理論強調整體觀念袁認爲人體自身是一
個完全的不可分割的組成袁無論在生理尧病理上還

類風濕關節炎中醫療效測評量表及意義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人民醫院渊350003冤 吳寬裕 陳芳瑩 趙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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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臨床疾患的診治過程中袁 都應當從人身整體的高
度考慮遥 心藏神曰五臟渊藏冤主五志袁故有野魂尧神尧意尧
魄尧志冶袁軀體功能産生意識活動袁精神意識又會對身
體機能産生影響袁兩者相互依存袁互相影響遥 人生活
在自然環境中袁由人們共同組成了社會群體袁人體生
理功能和心理活動都離不開自然環境和社會生活環
境遥因此袁傳統醫學在基礎理論産生之初就將生存質
量的概念包含于內遥 在中醫理論框架下的生存質量
含義袁不僅富有西方醫學生存質量的軀體功能袁心理
功能袁社會功能和主觀症狀的內涵袁還有其各個部分
之間獨特的內在因果聯繫遥

中醫強調野治未病冶袁講究強身健體尧預防疾病袁
如野飲食有節袁起居有常噎噎不妄作勞冶野恬淡虛無袁
精神內守冶等袁都屬於生存質量的範疇遥

中醫生臨證過程中袁通過望尧聞尧問尧切及辨證論
治將生活質量涵蓋其中袁如袁望診講究患者的神尧色尧
形尧態袁判斷得神尧乏神等遥 問診注重病人的飲食尧睡
眠及二便等關乎生活質量的問題遥中醫的證型袁就是
患者當前生存質量的一個縮影袁 通過治療改善臨床
症狀的前後證型對比袁代表其生存質量的變化遥

在科學硏究中袁 能夠用儀器精確測量的數據稱
爲硬數據渊hard data冤袁反之爲軟數據渊soft data冤遥 中
醫學由於其獨到的理論體系和診治方式袁 決定臨證
過程中患者的客觀症狀也由醫生主觀報吿袁 這就存
在患者表述和醫生理解角度産生的偏倚袁 而生存質
量量表採用患者報吿方式就避免了這一偏倚遥雖然袁
中醫臨證與生存質量量表測評同屬於主觀指標袁即
軟數據袁但是QOL測評通過量表硏製原則尧統計學運
用尧心理學檢驗等袁將其結果定量化尧客觀化袁運用
QOL量表對中醫療效進行評價某種程度上避免了傳
統中醫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遥
4 與RA相關的國內生存質量量表及國外生存質量
量表在RA的應用

生存質量主要以量表測評的實現方式遥 至2005
年袁關節炎測定量表已達17個之多遥 近年袁RA量表及
國外量表在RA的應用也相繼出現遥 姜林娣等借鑒國
外經驗袁採用專題小組訪談的方式袁經過了預試驗和
兩次臨床測試的條目分析尧信度分析渊重測信度冤尧因
子分析等袁建立了包括院健康自我認識袁生理功能袁心
理功能袁社會功能的RA病人QOL量表遥 李曼以搆造
生存質量的四項基本要素爲出發點袁製成RA患者的
生存質量量表袁 並論述了類風濕關節炎患者QOL評
價方法袁 對QOL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遥 陳勇等採用
MOS SF-36量表渊medical outcome study short form
36 scales冤評價134例RA患者的生活質量袁同時對其
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作多元線性回歸遥 劉宏瀟等應
用多種方法構建含軀體狀態尧心理狀態及社會健康3

方面域體系的PRO類風濕關節炎測量量表袁 分析量
表的信度尧效度及量表條目遥 崔秀蘭等探討RA患者
的生存質量及相關因素院運用HAMA尧HAMD評定患
者的心理狀態並用SF-36測量其QOL袁比較不同病程
及伴或不伴焦慮尧 抑鬱情緒的患者的QOL袁 結果顯
示袁RA患者的生活質量各維度評分均顯著低於正常
人群且病程越長生活質量越低袁 伴抑鬱尧 焦慮者在
BP尧GH尧VT尧SF尧RE尧MH 6個維度的評分低於無負
性情緒的患者遥 戚艷波等在慢性病患者生命質量測
定量表體系共性模塊QLICD-GM 渊Quality of Life
Instruments for Chronic Diseases冤的基礎上硏製RA
特異性模塊袁並報道了其條目篩選過程遥

雖然目前在國內已經産生了一些RA患者的生
存質量量表袁但是並未發現相關中醫療效測評量表遥
在同一文化背景下袁 原則上生存質量概念及其方法
學的應用無中醫尧西醫之分袁但是目前仍無臨床或試
驗數據支持袁 並且筆者認爲中醫藥療效屬於中醫體
系範疇袁 在中醫理論框架下的生存質量概念更爲全
面袁 更加注重以人爲本的患者報吿結局遥 詢問方式
上袁由於中醫辨證中的症狀觀察側重點與西醫不同袁
條目池的建立也必然不同遥 總之袁 中醫藥療效的評
價袁 只有運用中醫學知識及相關語言建立起的QOL
量表內容袁 才能對患者的症狀及所處狀態進行更爲
全面的表述遥
5 討論

關於QOL-RA的中醫療效測評量表硏製的構
想袁 提倡在統一的中醫體系下形成疾病共性模塊中
的專業模塊袁 運用相關權威準則不僅有利于中醫療
效量表硏製的規範化袁 而且對於中醫量表的後續推
廣應用起到良好作用遥因此袁考慮借鑒2002年國家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組織編寫的 叶中藥新藥臨床硏究
指導原則曳中袁風濕免疫系統疾病的類風濕性關節炎
部分以及中醫證候的臨床硏究指導原則的內容遥 結
合QOL調查量表硏製指導原則袁 運用中醫術語加入
心理功能和社會功能的部分遥製成含有軀體功能尧心
理功能尧 社會功能和疾病症狀四部分的QOL-RA中
醫療效測評量表遥

渊作者聯繫地址院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湖東支路13號袁福
建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人民醫院風濕科袁 郵編院350003袁E-
mail:wukuanyu@sina.co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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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候類型 標準 分級

腎氣不足證院性欲淡漠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氣短懶
言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頭暈耳鳴渊無0分袁有1分冤尧
形體消瘦或偏胖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面色蒼白渊無
0分袁有1分冤袁常自汗出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心悸食
少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舌淡胖苔白渊無0分袁有1
分冤袁脈虛弱渊無0分袁有1分冤遥 逸6 3級
腎陽虛損證院性欲淡漠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精薄清
冷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頭暈耳鳴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精
神萎靡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腰酸形寒渊無0分袁有1
分冤袁小腹冷感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有時便溏渊無0
分袁有1分冤袁小便清長渊無0分袁有1分冤遥舌淡苔白
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脈沉細尺弱渊無0分袁有1分冤遥

臆3
3耀6

1級
2級

臆3
3耀6
逸6

1級
2級
3級

肝郁氣滯證院性欲淡漠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情志抑
鬱或低落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胸悶急躁渊無0分袁有
1分冤袁脅肋脹悶袁喜嘆息渊無0分袁有1分冤遥 舌暗
紅或邊有瘀斑苔薄黃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脈弦或
弦細渊無0分袁有1分冤遥
心脾兩虛證院性欲淡漠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精神不
振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心悸怔忡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
夜寐不安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面色不華渊無0分袁有
1分冤袁胃納不佳渊無0分袁有1分冤遥 舌淡苔薄渊無0
分袁有1分冤袁脈細渊無0分袁有1分冤遥
痰濕下注證院性欲淡漠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形體肥
胖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胸悶口膩渊無0分袁有1分冤袁
帶多粘膩渊無0分袁有1分冤遥 舌淡胖苔白膩渊無0
分袁有1分冤袁脈滑渊無0分袁有1分冤遥

臆3
3耀6
逸6

1級
2級
3級

臆3
3耀6
逸6

1級
2級
3級

臆3
3耀6
逸6

1級
2級
3級

體質類型 標準 分級

平和質 逸80 0級
偏頗傾向 <50 1級
偏頗體質

50耀74 2級
最高得分逸75 3級

男性性欲低下是指男性對性生活不感興趣袁出
現與其年齡不相適應尧不和諧的性欲減退袁無性生活
慾望遥 患者數月甚至數年無性欲要求袁偶有一次也覺
得腰脊酸楚袁神疲無力袁難以爲繼遥

本病嚴重影響生活質量袁甚至危及家庭和睦袁降
低工作效率遥 國外有報道院 男人的性欲因衰老而消
失袁其平均剩餘壽命只有十年遥 近年來袁由於職場競
爭激烈袁 工作強度普遍增加袁 發病率有明顯增高趨
勢遥 據調查院在判斷力相對正常袁受過良好敎育尧有強
烈事業心的夫婦中袁16%的男性對性活動不感興趣遥

性欲低下與勃起功能障礙的區別院 勃起功能障
礙院有性欲願望但不能勃起性交曰而性欲低下指沒有
性交的慾望
一尧辨識對象

所有靑春期以後男性人群遥
二尧指標體系

渊一冤宏觀指標
1. 中醫體質類型

渊1冤使用工具院中醫體質測評量表渊叶中醫體質分
類判定標準曳冤遥

渊2冤體質類型評級
2 常見體質類型

渊1冤氣虛質院多元氣虛弱遥 主要成因在于先天不
足尧後天失養或勞逸失常或病後氣虧遥 體質特徵表現
爲形體偏虛胖袁平素易乏力袁倦怠少氣袁面色微黃或
晄白袁唇色淡白袁毛髮不華袁性格喜靜懶言遥 偏于腎虛
者易頭暈目眩尧耳鳴尧腰脊酸軟甚至早泄尧勃起功能
障礙遥 舌質淡袁脈細弱遥

渊2冤氣郁質院多氣機郁滯袁其形成與先天遺傳及
後天情志所傷有關袁體質特徵表現爲形體偏瘦袁亦可
見于其他體形袁性格內向脆弱袁對精神刺激應激能力
差袁常憂鬱不樂袁易驚悸袁失眠多夢袁食慾不振袁喜太
息袁或咽中異物感袁或脅脹竄痛袁脈弦遥

渊3冤陽虛質院多元陽不足遥 可由於先天稟賦不足袁

如屬父母年老體衰晩年得子袁 或由於父親精子質量
差曰母體妊娠調養失當袁元氣不充曰或因後天失調袁營
養缺乏曰或中年以後勞倦內傷袁房事不節袁漸到年老
陽衰及腎等遥 體質特徵表現爲形體肥胖袁畏寒怕冷袁
腰背爲著袁性格多沉靜內向袁精神萎靡袁毛髮易落袁目
胞灰暗袁大便多溏袁小便清長袁甚至勃起功能障礙尧早
泄等舌胖淡袁或有齒印袁苔薄滑袁脈沉或沉遲遥

渊二冤中觀指標
1 中醫辨證

渊1冤症狀採集
以性欲淡漠尧不思房事爲主訴袁往往伴有頭暈耳

鳴尧神疲乏力尧精神萎靡尧情志失暢尧腰膝酸軟尧形寒
爲主要臨床表現遥

渊2冤證候類型
淤 使用工具院野男性性欲低下冶中醫常見證候程

度測評量表渊叶實用中醫男科手冊曳冤遥
于 主要證候類型評級

男性性欲低下KY3H個體人健康狀態辨識規範*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結合醫院 戚廣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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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 臟腑尧經絡功能狀態
渊1冤使用工具院五臟相音儀器測評遥
渊2冤功能分級

渊三冤微觀指標
1 理化參數

渊1冤常規體檢曰
渊2冤男性性欲低下專項體檢院
淤血液睾丸酮
于血糖
盂血脂的測定
渊3冤本病診斷標準渊叶實用中醫男科手冊曳冤
性欲低下是指男性對性生活不感興趣袁 出現與

其年齡不相適應尧 不和諧的性欲減退袁 無性生活慾
望遥它的概念較爲模糊遥患者數月甚至數年無性欲要
求袁偶有一次也覺得腰脊酸楚袁神疲無力袁難以爲繼遥
2 高危因素

渊1冤方式院體檢及問卷調查曰
渊2冤高危因素內容院
淤個體因素院
A. 年齡大於等於40周歲
B. 工作學習過于緊張袁身心長期處于疲憊狀態
C. 精神心理素質較爲脆弱尧緊張
D. 過于悲傷尧過于憂愁
E. 中醫辨證有腎氣不足證尧腎陽虛損證尧肝郁

氣滯證尧心脾兩虛證及痰濕下注證者曰
F. 夫妻間缺乏交流袁缺乏相互尊重袁感情不穩定
G. 疾病及感染
于環境因素院工作或生活環境惡劣遥

三尧判斷標準
渊一冤判斷原則
綜合運用宏尧中尧微三觀指標袁針對男性性欲低

下袁遵循中醫整體觀袁對個體人整體功能狀態及疾病
狀况進行總體的分析和判斷遥

渊二冤判斷方法
1 男性性欲低下未病尧欲病尧已病之人的判斷

渊1冤第一步院根據健康態和未病態的判斷標準
渊詳見下表冤袁區分出未病之人曰

渊2冤第二步院根據男性性欲低下臨床診斷標準袁
區分出已病之人曰

渊3冤第三步院所有辨識人群中除已病和未病的人
群歸爲欲病之人遥

渊三冤男性性欲低下健康狀態的判斷依據
渊1冤未病之人中健康態和未病態的判斷院

渊2冤已病之人中輕尧中尧重的判斷院

五音 二十五音 分級 五音 二十五音 分級

上宮 0級 上角 0級
左角宮尧加宮 1級 判角尧釱角 1級宮音 角音

少宮尧大宮 2級 右咱少暂角尧大角 2級
上商 0級 上徵 0級

左商尧右商 1級 判徵 尧右徵 1級商音 徵音

少商尧釱商 2級 少徵尧質徴 2級

羽音

上羽 0級
桎羽尧衆羽 1級
少羽尧大羽 2級

狀態 備注

已病之
人渊輕冤

渊1冤體質1級
渊2冤中醫辨證證型 1級
渊3冤臨床依據
淤性欲較正常情况減退袁但可接受配
偶性要求遥 伴發輕度的神疲乏力尧精
神不振尧頭暈耳鳴尧情志失暢尧形寒等
症狀
于生活質量影響分級爲輕度
盂血液睾丸酮測定輕度異常
榆專項檢查滿足最輕型的診斷標準

判斷依據渊需同時滿足以下條件冤

已病
之人

已病之
人渊重冤

渊1冤體質2耀3級
渊2冤中醫辨證證型 3級
渊3冤臨床依據
淤性欲持續低下袁 中斷性活動達6個
月之久曰伴發嚴重的神疲乏力尧精神
萎靡尧頭暈耳鳴尧情志失暢尧形寒的等
症狀
于生活質量影響爲重度
盂血液睾丸酮測定重度異常
榆專項檢查滿足最嚴重的診斷標準

已病之
人渊中冤

已病之人中袁除開輕與重即歸爲已病
之人渊中冤
臨床依據院介于輕重之間

狀態 備注

健康態

渊1冤體質0級
渊2冤臟腑尧經絡功能0耀1級
渊3冤無明顯不適症狀和異常體徵
渊4冤各項理化檢查指標無異常
渊5冤無男性性欲低下高危因素

未病態

渊1冤體質0耀1級
渊2冤臟腑尧經絡功能0耀2級
渊3冤無男性性欲低下的不適症狀和
體徵
渊4冤男性性欲低下各項理化檢查指
標無異常
渊5冤無男性性欲低下高危因素
滿足上述指標去除野健康態冶人群

判斷依據渊需同時滿足以下條件冤

未病
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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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備注

欲病
之人
渊輕冤

渊1冤體質類型0耀1級
渊2冤臟腑經絡功能0耀1級
渊3冤臨床依據院專項檢查小於或等於
疾病前最輕的判斷標準院
淤具有與高危因素相關的專項理化
指標的異常
于無男性性欲低下各項異常的相關
指標
盂40歲以上男性

判斷依據渊需同時滿足以下條件冤

欲病
之人

欲病
之人
渊重冤

渊1冤體質類型2耀3級
渊2冤臟腑經絡功能0耀1級
渊3冤臨床依據院
渊4冤出現該疾病的不適症狀或體徵院神疲
乏力袁精神不振尧腰脊酸軟
(渊5冤 專項檢查出現疾病前最重的判斷標
準
淤具有與高危因素相關不適症狀和異常
體徵
于具有與高危因素相關的各項理化指標
的異常
盂50歲以上男性

欲病
之人

渊3冤欲病之人輕尧中尧重的判斷

四尧男性性欲低下KY3H個體人健康狀態風險管理要
點

渊一冤未病之人健康態和未病態的風險管理要點
1 生的風險管理要點

渊1冤生的風險院産生男性性欲低下危險因素的風
險遥

包括院
1冤體質偏頗的加劇袁從0耀1級加深到2或者3級曰
2冤臟腑尧經絡功能的失調加劇袁從0耀1級加深到2

級曰
3冤 出現男性性欲低下的不適症狀和異常體徵院

性欲逐步淡漠尧頭暈耳鳴尧神疲乏力尧精神萎靡尧情志
失暢尧形寒症狀等遥

4冤高危因素的增多院如過度勞累尧生活方式尧飲
食習慣的不當等因素遥

渊2冤生的風險管理要點
包括院
1冤維護平和體質袁糾正偏頗體質院使用KY3H體

質調理食品袁辨體施膳尧改善八種偏頗體質袁使用維
護和提陞平和體質的食品等袁體質膏方尧導引鍛煉等

2冤調理臟腑經絡功能袁提陞整體功能狀態院如經
絡磁貼尧根據不同人提供不同的音樂療法尧食品療法
等曰

3冤預防男性性欲低下渊藥物冤技術和方法院中醫
藥調理氣血陰陽袁如杞鹿健腎顆粒等曰

4冤預防男性性欲低下渊非藥物冤技術和方法院中
西醫非藥物特色技術尧理療手段尧心理疏導尧導引等

渊二冤欲病之人渊輕尧中尧重冤三種健康狀態的風險
管理要點
1 成的風險管理要點

渊1冤成的風險院內部或外部致病誘因導致男性性
欲低下病理因素生成的風險曰

包括院
1冤 易患本病偏頗體質加劇狀態
2冤 臟腑經絡功能失調加劇狀態
淤五臟相音檢測結果院從0耀1級加深到2級曰
于先兆症狀和體徵院 如性欲逐步淡漠尧 頭暈耳

鳴尧神疲乏力尧精神萎靡尧情志失暢尧精神不振尧腰脊
酸軟尧形寒症狀等

3冤 高危因素和相關疾病院具氣虛質尧氣郁質和
陽虛質之一袁長期處于工作緊張尧身心疲憊尧情志失
暢及長期吸煙酗酒尧亞健康狀態及更年期綜合症等

渊2冤成的風險管理要點院
包括院
1冤維護平和體質袁糾正偏頗體質院使用KY3H體

質調理食品袁改善三種偏頗體質袁維護和提陞平和體
質的食品曰體質膏方尧必要的體質煅煉等曰

2冤臟腑經絡功能調理院
淤五臟相音提供的相應調理方案
于本病臟腑及相關臟腑經絡功能調理方案
3冤本病的預防技術和方法院
淤非藥物院定期專項體檢袁半年隨訪袁內容主要

爲血液睾丸酮尧血糖和血脂等指標的測定曰加強患者
的管理尧宣敎曰功法鍛煉渊如回春功冤等遥

于藥物院 中醫藥調理氣血陰陽袁 如杞鹿健腎顆
粒尧中藥外敷尧體質膏方等遥
2 發的風險管理要點

渊1冤發的風險院男性性欲低下發生的風險遥
1冤野成冶的風險加劇狀態
2冤致病誘發因素院如過勞尧情志因素尧夫妻不和

等
渊2冤發的風險管理要點院
包括院
1冤維護平和體質袁糾正偏頗體質院使用KY3H體

質調理食品袁改善氣虛質尧氣郁質尧陽虛質三種偏頗
體質曰體質膏方尧導引鍛煉等曰

2冤臟腑經絡功能調理院
淤五臟相音提供的相應調理方案
于本病臟腑及相關臟腑經絡功能調理方案
3冤本病的防發技術和方法院
淤非藥物院
積極心理干預袁
定期體檢袁定期隨訪袁最好三個月一次曰
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袁如戒煙尧戒酗酒尧勞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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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尧改善環境污染尧保持生活環境的清潔等曰
于藥物院
辨證論治中藥處方袁如杞鹿健腎顆粒等遥
4冤減少或消除誘發因素院
同上遥

3 復的風險管理要點

渊1冤復的風險院男性性欲低下緩解後袁內部或外
部致病因素導致疾病再次發生的風險遥
包括院

1冤整體功能狀態下降渊包括體質尧臟腑經絡功
能冤院生活方式尧飲食習慣的不當進一步加重體質偏
頗曰

2冤致病因素重複出現渊包括高危因素和誘因冤院
過分勞累尧心身疲憊尧疾病等引起體質下降曰

3冤雖臨床治愈或緩解但病理改變未完全消失
渊2冤復的管理要點
包括院
1冤維護平和體質袁糾正偏頗體質院使用KY3H體

質調理食品袁改善偏頗體質曰體質膏方尧導引鍛煉等曰
定期檢查袁避免過度勞累袁改善體質偏頗

2冤臟腑經絡功能調理院
淤五臟相音提供的相應調理方案
于本病臟腑及相關臟腑經絡功能調理方案院如

通過飲食尧經絡磁貼等調整袁糾正機體失衡
3冤本病的防復技術和方法院
淤非藥物院三月一次定期隨訪袁內容主要爲血液

睾丸酮尧 血糖和血脂等指標的測定遥 加強患者的管
理尧宣敎曰功法鍛煉渊如回春功冤等

于藥物院辨證論治中藥處方袁如我院院內製劑杞
鹿健腎顆粒尧男性性欲低下防復膏方等

4冤減少或消除致病因素院同上遥
渊三冤已病之人渊輕尧中尧重冤三種健康狀態的風險

管理要點
1 傳的風險管理要點

渊1冤傳的風險院 本病在疾病發展過程中出現並
發症和合併症的風險遥

1冤整體功能狀態下降渊包括體質尧臟腑經絡功
能冤

2冤致病因素持續或加劇渊包括高危因素和誘因冤
3冤病理損害的持續存在或進展
4冤 引起並發症或合併症的高危因素等相關因

素院男性性欲低下日久易引起失眠尧抑鬱尧焦慮甚至
精神疾病遥

渊2冤傳的管理要點
包括院
1冤維護平和體質袁糾正偏頗體質院使用KY3H體

質調理食品袁 改善男性性欲低下中醫證型帶來的體

質改變尧阻斷證型傳變曰
2冤臟腑經絡功能調理院
淤五臟相音提供的相應調理方案
于本病臟腑及相關臟腑經絡功能調理方案院如

經絡磁貼尧中藥辨證調理處方等曰
3冤本病的防傳變技術和方法院
淤非藥物院
男性性功能低下相關知識及預防宣敎袁 定期檢

查袁避免過度勞累袁改善體質偏頗袁心理疏導袁針灸尧
推拿等曰

于藥物院
A.中醫中藥祛除病理因素通過辯證論治改善患

者體質偏頗遥
B.辨證施治袁緩解症狀渊包括杞鹿健腎顆粒冤遥
C.中西醫結合治療誘發疾病遥
D.在醫生指導下袁服用十一酸睾丸酮等雄激素

類藥物遥
4冤減少或消除致病因素院同上遥

2 源的風險管理要點
渊1冤源的風險院男性性欲低下在防治過程中引起

的醫源性尧藥源性疾病的風險遥
1冤醫源性風險
男性性功能低下治療過程中袁 盲目運用創傷性

診治手段袁如操作不當可引起感染尧應激性症狀等遥
2冤藥源性風險
治療過程中不正規的使用睾酮等藥物引起睾丸

萎縮尧內分泌功能紊亂曰非正規地大量使用非甾體抗
炎鎮痛藥尧激素可引起上消化道出血等遥

渊2冤源的管理要點
包括院
1冤維護平和體質袁糾正偏頗體質院使用KY3H體

質調理食品袁辨體施膳尧改善八種偏頗體質袁使用維
護和提陞平和體質的食品等袁體質膏方尧導引鍛煉等

2冤調理臟腑經絡功能袁提陞整體功能狀態院如經
絡磁貼尧根據不同人提供不同的音樂療法尧食品療法
等曰

3冤預防男性性欲低下渊藥物冤技術和方法院中醫
藥調理氣血陰陽袁如杞鹿健腎顆粒等曰

4冤預防男性性欲低下渊非藥物冤技術和方法院中
西醫非藥物特色技術尧理療手段尧心理疏導尧導引等

渊二冤欲病之人渊輕尧中尧重冤三種健康狀態的風險
管理要點
1 成的風險管理要點

渊1冤成的風險院內部或外部致病誘因導致男性性
欲低下病理因素生成的風險曰

包括院
1冤 易患本病偏頗體質加劇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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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冤 臟腑經絡功能失調加劇狀態
淤五臟相音檢測結果院從0耀1級加深到2級曰
于先兆症狀和體徵院 如性欲逐步淡漠尧 頭暈耳

鳴尧神疲乏力尧精神萎靡尧情志失暢尧精神不振尧腰脊
酸軟尧形寒症狀等

3冤 高危因素和相關疾病院具氣虛質尧氣郁質和
陽虛質之一袁長期處于工作緊張尧身心疲憊尧情志失
暢及長期吸煙酗酒尧亞健康狀態及更年期綜合症等

渊2冤成的風險管理要點院
包括院
1冤維護平和體質袁糾正偏頗體質院使用KY3H體

質調理食品袁改善三種偏頗體質袁維護和提陞平和體
質的食品曰體質膏方尧必要的體質煅煉等曰

2冤臟腑經絡功能調理院
淤五臟相音提供的相應調理方案
于本病臟腑及相關臟腑經絡功能調理方案
3冤本病的預防技術和方法院
淤非藥物院定期專項體檢袁半年隨訪袁內容主要

爲血液睾丸酮尧血糖和血脂等指標的測定曰加強患者
的管理尧宣敎曰功法鍛煉渊如回春功冤等遥

于藥物院 中醫藥調理氣血陰陽袁 如杞鹿健腎顆
粒尧中藥外敷尧體質膏方等遥
2 發的風險管理要點

渊1冤發的風險院男性性欲低下發生的風險遥
1冤野成冶的風險加劇狀態
2冤致病誘發因素院如過勞尧情志因素尧夫妻不和

等
渊2冤發的風險管理要點院
包括院
1冤維護平和體質袁糾正偏頗體質院使用KY3H體

質調理食品袁改善氣虛質尧氣郁質尧陽虛質三種偏頗
體質曰體質膏方尧導引鍛煉等曰

2冤臟腑經絡功能調理院
淤五臟相音提供的相應調理方案
于本病臟腑及相關臟腑經絡功能調理方案
3冤本病的防發技術和方法院
淤非藥物院
積極心理干預袁
定期體檢袁定期隨訪袁最好三個月一次曰
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袁如戒煙尧戒酗酒尧勞逸結

合尧改善環境污染尧保持生活環境的清潔等曰
于藥物院
辨證論治中藥處方袁如杞鹿健腎顆粒等遥
4冤減少或消除誘發因素院
同上遥

3 復的風險管理要點
渊1冤復的風險院男性性欲低下緩解後袁內部或外

部致病因素導致疾病再次發生的風險遥
包括院

1冤整體功能狀態下降渊包括體質尧臟腑經絡功
能冤院生活方式尧飲食習慣的不當進一步加重體質偏
頗曰

2冤致病因素重複出現渊包括高危因素和誘因冤院
過分勞累尧心身疲憊尧疾病等引起體質下降曰

3冤雖臨床治愈或緩解但病理改變未完全消失
渊2冤復的管理要點

包括院
1冤維護平和體質袁糾正偏頗體質院使用KY3H體

質調理食品袁改善偏頗體質曰體質膏方尧導引鍛煉等曰
定期檢查袁避免過度勞累袁改善體質偏頗

2冤臟腑經絡功能調理院
淤五臟相音提供的相應調理方案
于本病臟腑及相關臟腑經絡功能調理方案院如

通過飲食尧經絡磁貼等調整袁糾正機體失衡
3冤本病的防復技術和方法院
淤非藥物院三月一次定期隨訪袁內容主要爲血液

睾丸酮尧 血糖和血脂等指標的測定遥 加強患者的管
理尧宣敎曰功法鍛煉渊如回春功冤等

于藥物院辨證論治中藥處方袁如我院院內製劑杞
鹿健腎顆粒尧男性性欲低下防復膏方等

4冤減少或消除致病因素院同上遥
渊三冤已病之人渊輕尧中尧重冤三種健康狀態的風險

管理要點
1 傳的風險管理要點

渊1冤傳的風險院 本病在疾病發展過程中出現並
發症和合併症的風險遥

1冤整體功能狀態下降渊包括體質尧臟腑經絡功
能冤

2冤致病因素持續或加劇渊包括高危因素和誘因冤
3冤病理損害的持續存在或進展
4冤 引起並發症或合併症的高危因素等相關因

素院男性性欲低下日久易引起失眠尧抑鬱尧焦慮甚至
精神疾病遥

渊2冤傳的管理要點
包括院
1冤維護平和體質袁糾正偏頗體質院使用KY3H體

質調理食品袁 改善男性性欲低下中醫證型帶來的體
質改變尧阻斷證型傳變曰

2冤臟腑經絡功能調理院
淤五臟相音提供的相應調理方案
于本病臟腑及相關臟腑經絡功能調理方案院如

經絡磁貼尧中藥辨證調理處方等曰
3冤本病的防傳變技術和方法院
淤非藥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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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錘擊經絡線聽其聲音冶之實驗不能證實經絡是否眞實存在

陝西揄林農校 李志剛渊719000冤

2011年2月14日晩袁在央視十頻道探索尧發現欄
播出的叶解密黃帝內經渊一冤尧經絡迷踪曳節目中袁中科
院生物物理硏究所的竹敎授袁 演示了他領導的小組
所做的野錘擊經絡線聽其聲音冶之實驗袁並説袁通過實
驗袁他們得出傳統中醫學所説的經絡是眞實存在的袁
無需質疑遥 還説袁之前袁日法學者們也曾做過類似的
實驗袁 但是袁 日法學者們的實驗只證明瞭穴位的存
在袁 只表明瞭穴位處具有它處所不具的某些生理學
特性曰而野錘擊經絡線聽其聲音冶之實驗卻證實了經
絡的眞實存在袁也使人們看出了經絡的某些特性遥

果眞是如此嗎钥 可怕不然遥 筆者確信袁無需本文
長篇大論袁 只需讀者們帶着下述的幾個疑問考察和
分析一下竹敎授小組所做的野錘擊經絡線聽其聲音冶
之實驗袁 之後定都會得出這樣的看法院野錘擊經絡線
聽其聲音冶等實驗不能證實經絡是否眞實存在遥
1 通過該實驗人們能感覺到經絡線路上的各點是
相互貫通的嗎渊依據竹敎授等學者們的觀點袁經絡應
該是具有某種結構形式的通道冤袁 或是相互關聯的
嗎钥 渊依據本作者曾提出的的經絡學説袁經絡實質上
是由在功能活動方面相互關聯的位點或穴位串連起
來的線路冤

從該實驗人們可獲知袁 錘擊經絡線上的敏感點
處時聽到的聲音是空聲袁 錘擊經絡線上的非敏感點
處時聽到的聲音卻是實聲袁並且袁敏感點和非敏感點

是交互排位的遥 如此袁誰能説所驗經絡處必有貫穿的
通道存在钥

然而袁從該實驗人們卻無法判定袁刺激某一敏感
點時聽到的空生只是由刺激點發出還是由多個點發
出遥 這般袁又誰能説各敏感點之間具有某種相互關聯
之關係钥 渊顯然袁只有當聽出的空聲是從各點處共同
發出來的之時袁 才可説各點之間存在有某種相互關
聯之系冤
2 學者們都知道傳統中醫學所描述的經絡之功用
是這樣院經絡是氣血運行的通道袁是溝通上下尧內外
的橋樑袁噎遥 如果在經絡線路上沒有對應和貫穿的通
道存在袁 各點之間也不存在有什么關聯之關係袁那
么袁 所驗經絡怎么可承載上述之功用和可能是眞正
的經絡钥
3 同樣袁如果經絡線路上不存在有對應和貫穿的通
道袁各敏感點之間也不相互關聯袁那么袁所驗經絡又
怎么可能將針氣渊即針刺引起的反應冤傳遞到同經的
他處而施行感傳活動钥
4 難道説袁 當用筆把各個敏感點畫連成一線之後袁
發現連線與傳統中醫學所描述的經絡線相吻合就可
以認定經絡是眞實存在的嗎钥

無庸置疑袁 帶着上述疑問考察和分析竹敎授小
組所做的野錘擊經絡線聽其聲音冶之實驗後袁讀者們
只會得出院野錘擊經絡線聽其聲音冶 之實驗與之前日

男性性功能低下相關知識及預防宣敎袁 定期檢
查袁避免過度勞累袁改善體質偏頗袁心理疏導袁針灸尧
推拿等曰

于藥物院
A.中醫中藥祛除病理因素通過辯證論治改善患

者體質偏頗遥
B.辨證施治袁緩解症狀渊包括杞鹿健腎顆粒冤遥
C.中西醫結合治療誘發疾病遥
D.在醫生指導下袁服用十一酸睾丸酮等雄激素

類藥物遥
4冤減少或消除致病因素院同上遥

2 源的風險管理要點
渊1冤源的風險院 男性性欲低下在防治過程中引

起的醫源性尧藥源性疾病的風險遥
1冤醫源性風險
男性性功能低下治療過程中袁 盲目運用創傷性

診治手段袁如操作不當可引起感染尧應激性症狀等遥
2冤藥源性風險
治療過程中不正規的使用睾酮等藥物引起睾丸

萎縮尧內分泌功能紊亂曰非正規地大量使用非甾體抗
炎鎮痛藥尧激素可引起上消化道出血等遥

渊2冤源的管理要點
包括院
1冤維護平和體質袁糾正偏頗體質
2冤臟腑經絡功能調理
淤五臟相音提供的相應調理方案
于本病臟腑及相關臟腑經絡功能調理方案
3冤本病的防源技術和方法院
淤非藥物院加強宣敎袁瞭解正確治療手段及入院

時機等
于藥物院遵守醫囑袁正規處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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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者們所做的實驗一樣袁 也只能證實經絡線路上
存在着一些具有某種生理特性的敏感點袁僅此而已遥

也許袁修改一下實驗設計袁並改變一下思維和觀
點渊經絡可能在所有人身上都眞實存在袁也可能在某
些人身上很難發現其存在袁 可能在某些人身上存在
明顯袁在另一些人身上存在不明顯袁不管在何種情况
下袁 經絡都算是眞實存在的冤袁野錘擊經絡線聽其聲
音冶 之實驗就可變成能驗證經絡是否眞實存在的有
價値性之實驗遥

最後袁在結束本文之時袁筆者想要順便説一説的
是院錘擊敏感點能聽到空聲之現象或事實表明袁敏感
點處內存有空腔或存有具備一定張力和彈性的組織
結構遥 然而袁現代解剖學和形態結構學兩靜態學方面
的硏究結果卻表明袁 敏感點處與非敏感點處無有什
么不同袁這就暗示袁敏感點處的空腔或具備一定張力
和彈性的組織結構袁 只存在于針刺反應狀態之下或

之時袁即空聲是針刺敏感點所引起的反應之産物袁即
經絡只有可能是功能體袁 只有可能是針刺反應的傳
遞線路遥

還想要順便表白一下的是院如果只是爲了要否定
野錘擊經絡線聽其聲音冶之實驗的話袁筆者就不會擬此
稿了袁筆者擬此稿的主要目的是想要以野錘擊經絡線
聽其聲音冶之實驗爲例袁來表明任何相關實驗都可支
撑筆者提出的穴位經絡説遥如果有些學者還不能只通
過野穴位經絡探秘説冶一文對筆者的穴位經絡説做出
評判地話袁那他定可通過包括本文在內的整個系列之
文對筆者的穴位經絡説做出客觀和基本的評價遥常言
道野是非對錯不辯不明袁不論不清冶遥筆者認爲袁不管是
以何方法獲得的學説袁只要能解決問題和揭示眞諦它
就是好學説曰 實驗雖然是最基本最主要的硏究方法袁
但它不能取代其他硏究方法袁不同的硏究對象和不同
的硏究階段需要用不同的硏究方法遥

野湯液經法圖冶出自叶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曳渊以
下簡稱叶法要曳冤遥 該叶法要曳爲敦煌卷子本袁上世紀初
被發現遥 文革後袁幸存甲尧乙二版本袁于1988年由中國
中醫硏究院馬繼興硏究員整理編輯在 叶敦煌古醫籍
考釋曳渊以下簡稱叶考釋曳冤遥 曾轟動中醫界袁稱爲石破
天驚之事遥 普遍認爲叶法要曳記載的內容袁可能是古佚
書叶湯液經法曳的一部分袁其用五行格局經緯五臟用
藥袁組成具有鮮明特色的古經方袁讓我們領悟經方絶
不止于仲景遥 特別是對神秘的野湯液經法圖冶詮釋袁至
今仍未見一篇令人信服的論文遥 筆者歷經近兩年的
反復推敲揣摩袁並與叶內曳叶難曳有關章節比較袁應用比
類尧歸納尧還原法袁終于對該圖有所認識遥 特撰此文袁
以饗同仁遥
1 欲詮釋野湯液經法圖冶袁務必熟知叶法要曳相關內
容袁還要瞭解叶法要曳出土到整理遭遇的經歷袁尤其是
有些文字受到有意無意的改動袁使得詮釋難度加大遥
以下是摘録叶考釋曳中有關叶法要曳的部分章節遥
1.1 湯液經法圖

陶隱居曰院此乃叶湯液經法曳盡要之妙袁學者能諳
于此袁醫道畢矣遥
1.2 二十五味圖

味辛皆屬木袁桂爲之主袁椒爲火袁姜爲土袁細辛爲
金袁阴阴爲水遥

味鹹皆屬火袁旋復爲之主袁大黃渊丹皮冤爲木袁澤

瀉渊大黃冤爲土袁厚樸渊葶藶冤爲金袁硝石渊茯苓冤爲水遥
味甘皆屬土袁人參爲之主袁甘草渊薯蕷冤爲木袁大

棗渊葛冤爲火袁麥冬渊甘草冤爲金袁茯苓渊澤瀉冤爲水遥
味酸皆屬金袁五味爲之主袁枳實渊麥冬冤爲木袁豉

渊枳實冤爲火袁芍藥爲土袁薯蕷渊萸肉冤爲水遥
味苦皆屬水袁地黃爲之主袁黃芩爲木袁黃連爲火袁

白朮爲土袁竹葉爲金遥
渊括號內爲甲本袁筆者注冤
此二十五味袁爲諸藥之精袁多療五臟六腑內損諸

病袁學者當深契焉遥
經雲院主于補瀉者爲君袁數量同于君而非主故爲

臣袁從于佐監者爲佐使遥
1.3 五臟補瀉法則

肝德在散袁以辛補之袁酸瀉之袁肝苦急袁急食甘以
緩之遥

心德在耎袁以咸補之袁苦瀉之袁心苦緩袁急食酸以
收之遥

脾德在緩袁以甘補之袁辛瀉之袁脾苦濕袁急食苦以
燥之遥

肺德在收袁以酸補之袁咸瀉之袁肺苦氣上逆袁急食
辛以散之遥

腎德在堅袁以苦補之袁甘瀉之袁腎苦燥袁急食咸以
潤之遥
1.4 五臟補瀉方二十五首

野汤液经法图冶诠释与刍议

黄克希1 张建敏1 杨锦凉2

渊1.福建省德化县医院袁福建袁德化袁362500曰2.福建省晋江市医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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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小瀉湯五首
小瀉肝湯院枳實尧芍藥尧生薑遥 小瀉心湯院黃連尧黃

芩尧大黃遥 小瀉脾湯院附子尧干姜尧甘草渊炙冤遥 小瀉肺
湯院葶藶子尧大黃尧芍藥遥 小瀉腎湯院茯苓尧甘草尧黃芩遥
1.4.2 小補湯五首

小補肝湯院桂枝尧干姜尧五味子尧大棗遥 小補心湯院代赭
石尧旋復花尧竹葉尧豉遥 小補脾湯:人參尧甘草渊炙冤尧干
姜尧白術遥 小補肺湯院麥冬尧五味子尧旋復花尧細辛遥 小
補腎湯院地黃尧竹葉尧甘草尧澤瀉遥
1.4.3 大瀉湯五首

大瀉肝湯院枳實尧芍藥尧甘草渊炙冤尧黃芩尧大黃尧生
薑遥 大瀉心湯院黃連尧芍藥尧甘草渊炙冤尧干姜尧黃芩尧大
黃遥 大瀉脾湯院附子尧干姜尧甘草(炙冤尧黃芩尧芍藥尧大
黃遥 大瀉肺湯院葶藶子尧大黃尧芍藥尧甘草渊炙冤尧黃芩尧
干姜遥 大瀉腎湯院茯芩尧甘草尧大黃尧黃芩尧芍藥尧干姜遥
1.4.4 大補湯五首

大補肝湯院桂枝尧干姜尧五味子尧大棗尧旋復花尧代
赭石尧竹葉遥 大補心湯院代赭石尧旋復花尧竹葉尧豉尧人
參尧甘草渊炙冤尧干姜遥 大補脾湯院人參尧甘草渊炙冤尧干
姜尧白術尧麥冬尧五味子尧旋復花遥 大補肺湯院麥冬尧五
味子尧旋復花尧細辛尧地黃尧竹葉尧甘草遥 大補腎湯院地
黃尧竹葉尧甘草尧澤瀉尧桂枝尧干姜尧五味子遥
1.4.5 瀉湯五首

瀉肝湯院枳實尧芍藥尧代赭石尧旋復花尧竹葉遥 瀉心
湯院黃連尧黃芩尧人參尧甘草渊炙冤尧干姜遥 瀉脾湯院附子尧
干姜尧麥冬尧五味子尧旋復花遥 瀉肺湯院葶藶子尧大黃尧
地黃尧竹葉尧甘草遥 瀉腎湯院茯芩尧甘草尧桂枝尧生薑尧五
味子遥

渊爲簡約篇幅袁均不録分量遥 筆者注冤
2 重編二十五味圖

我們在解讀叶法要曳過程中,曾被二十五味圖困惑
多時遥 隨着時間推移袁分析不斷向縱深發展袁漸漸厘
出了頭緒遥 在叶考釋曳的按語中也如此言明院野以上列
舉之二十五味藥袁 甲本有十一處抄録後又塗改爲他
藥冶遥 渊即前面二十五味圖有括號的那部分袁筆者注冤
叶考釋曳接着又説院野此乃張氏疑原文有誤袁按已意改
動者遥 乙本則否袁今從甲本之原文及乙本遥 互文録冶遥
以上説明二十五味圖之藥物品種與排列袁疑點頗多遥
甲本塗改的十一處果眞都錯了嗎钥不完全錯浴還有可
以借鑒的地方袁所以筆者特地把它們又提出來袁並將
在後面論述之遥

以下是筆者重編的二十五味圖袁並輔以格式尧文
字加以説明遥
3 野湯液經法圖冶解

右图是筆者對野湯液經法圖冶所塡之圖
3.1 圖中木尧火尧土尧金尧水袁分別代表肝尧心尧脾尧肺尧
腎遥 該圖將二十五味藥及二十五個補瀉湯方盡納于
內袁現僅以五個補瀉腎湯爲例説明之遥 在野用水體冶格
下袁茯苓尧甘草尧黃芩組成小瀉腎湯曰地黃尧竹葉尧炙
草尧澤瀉組成小補腎湯曰小補腎湯順時針加上野用木
體冶格下小補肝湯的桂枝尧生薑尧五味子組成大補腎
湯曰小瀉腎湯逆時針加上野用金體冶野用土體冶格下的
芍藥尧大黃尧干姜組成大瀉腎湯曰野用水體冶格下茯芩尧
甘草順時針加上野用木體冶格下的桂枝尧生薑尧五味子
組成瀉腎湯遥 余補瀉湯均以此類推遥
3.2 圖中木尧火尧土尧金尧水格下的藥袁內圈是瀉湯的
君藥袁如野水冶下之茯芩爲小瀉腎湯之君藥曰外圈是補
湯的君藥袁如地黃爲小補腎湯的君藥遥 以此類推遥
3.3 野用冶格與上面的滋味配屬袁則知野用冶位屬補遥如
野用木體冶之野用冶袁味辛補肝袁野用火體冶之野用冶袁味鹹
補心遥 野用冶下的藥袁內圈是瀉湯的佐製藥袁如黃芩味
苦袁雖可補腎袁但在此起佐製作用袁佐制茯芩尧甘草味
甘瀉腎遥 外圈是補湯的臣藥袁 如竹葉味苦助地黃補
腎遥 以此類推遥
3.4 野體冶格與上面的滋味配屬袁則知野體冶位屬瀉遥如
野用木體冶之野體冶袁味酸瀉肝袁野用火體冶之野體冶袁味苦
瀉心遥 野體冶下的藥袁內圈是瀉湯的臣藥袁如甘草味甘
助茯芩瀉腎遥 外圈是補湯的佐製藥袁如炙草味甘袁雖
可瀉腎袁但在此起佐製作用袁佐制地黃尧竹葉味苦補
腎遥 以此類推遥
3.5 野用某體冶意義深遠袁這是應用陰陽體用關係製
作古經方的重要方式遥 動生陽袁陽爲用袁陽進爲補袁故
野用冶位爲補曰靜生陰袁陰爲體袁陰退爲瀉袁故野體冶位爲
瀉遥 將體用與五行尧五味分別配屬袁就創造了體用互
制尧體用互位的兩種格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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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歸行

藥用詳例
小補方之君 小瀉方之君 小補方之臣尧 佐 小瀉方之臣尧 佐 小補方之使

味辛皆屬木
桂枝爲之主
補肝之君

附子爲土
瀉脾之君

生薑爲水
補肝之臣
補脾之佐

干姜爲火
瀉脾之臣
瀉肝之佐

細辛爲金
補肺之使

味鹹皆屬火
代赭石爲之主

補心之君
葶藶子爲金
瀉肺之君

旋復花爲木
補心之臣
補肺之使

大黃爲土
瀉肺之臣
瀉心之佐

澤瀉爲水
補腎之使

味甘皆屬土
人參爲之主
補脾之君

茯苓爲水
瀉腎之君

炙甘草爲火
補脾之臣
補腎之佐

甘草爲金
瀉腎之臣
瀉脾之佐

大棗爲木
補肝之使

味酸皆屬金
麥冬爲之主
補肺之君

枳實爲木
瀉肝之君

五味子爲土
補肺之臣
補肝之佐

芍藥爲水
瀉肝之臣
瀉肺之佐

豉爲火

補心之使

味苦皆屬水
地黃爲之主
補腎之君

黃連爲火
瀉心之君

竹葉爲金
補腎之臣
補心之佐

黃芩爲木
瀉心之臣
瀉腎之佐

白朮爲土

補脾之使

構成上圖之因袁我們將在後面逐步介紹遥

3.5.1 所謂體用互制袁即野體冶位下的藥物與野用冶位
下的藥物袁具有互相牽製作用遥 以野用水體冶爲例袁其
野體冶下甘草味甘作小瀉腎湯之臣藥袁野用冶下之黃芩
味苦作茯苓尧甘草瀉腎的佐製藥曰其野用冶下之竹葉味
苦作小補腎湯之臣袁野體冶下之炙草味甘作地黃尧竹葉
補腎的佐製藥遥以此類推遥這説明同一湯方中藥物具
有監製作用袁是體用關係性質所然遥
3.5.2 所謂體用互位袁即某行野體冶位下的藥袁必又出
現在所不勝之行的野用位冶下袁如芍藥尧五味子在野用
木體冶之野體冶下袁又出現在所不勝的野用金體冶之野用冶
下曰反過來亦然袁在某行野用冶位下的藥袁必又出現在
所勝之行的野體冶位下袁如大黃尧旋復花在野用火體冶之
野用冶下袁又出現在野用金體冶之野體冶位下遥 這説明同一
種藥物袁在不同的湯方中袁所起作用不同袁也是體用
關係性質所然遥

野用冶爲陽爲補袁野體冶爲陰爲瀉袁體現在湯方組
成袁就是在野用冶位補其不及袁或監製野體冶位袁以防瀉
的太過曰在野體冶位瀉其太過,或監製野用冶位袁以防補的
太過遥 所以叶素問窑天元紀大論曳曰院野形有盛衰袁謂五
行之治袁各有太過不及冶袁在野湯液經法圖冶得到了充
分的印證與實踐袁後面還會再論證到這方面的內容遥
以上揭示古經方製作與陰陽互用尧 五行生克密切相
關袁這樣的組方形式袁我們首次見到遥
3.6 野其數七袁火數也袁陽進爲補冶袁表面上看似乎説
明大補湯均爲七味藥組成袁 其實還有更深層次的含
義袁 即點出七味藥的滋味搭配是按順時針方向所標
識的滋味組成的遥 渊這一點很重要袁突出五種滋味的
構成遥 冤以大補腎湯爲例袁在野用水體冶上的苦尧甘往順
時針方向數七格袁得出二苦二辛一酸一甘一咸袁大補

腎湯就是由這樣的滋味構成袁即地黃尧竹葉味苦袁桂
枝尧生薑味辛袁五味子味酸袁炙草味甘袁澤瀉味鹹遥 余
湯方以此類推遥

同樣野其數六袁水數也袁陰退爲瀉冶袁不只是説明
大瀉湯均爲六味藥組成袁 更重要的是點出六味藥的
滋味搭配是按逆時針方向所標識的滋味組成的遥 渊若
非這樣袁諸大瀉湯方的藥物都可從順時針尧逆時針得
出遥 冤以大瀉腎湯爲例袁在野用水體冶上的苦尧甘往逆時
針方向數六格袁得出二甘一苦一酸一咸一辛袁大瀉腎
湯就是由這樣的滋味組成袁即茯芩尧甘草味甘袁黃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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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苦袁芍藥味酸袁大黃味鹹袁干姜味辛遥 余湯方以此類
推遥

這樣的組方形式袁讓我們聯想到叶難經窑七十五
難曳院野子能令母實袁母能令子虛冶遥 諸大補湯就是利用
子母同補達到大補其母而命其方名的遥 如大補腎湯
由小補腎湯加上小補肝湯三味藥組成袁 余大補湯類
同遥 諸大瀉湯則是子母同瀉達到大瀉其子而命其方
名的袁 如大瀉腎湯由小瀉腎湯加上小瀉肺湯二味藥
加上小瀉脾湯一味藥組成遥余大瀉湯類同遥叶難經曳之
經文袁我們終于在此找到實用的範例遥

文中野數七冶野數六冶袁又讓我們聯想到易學的相
關理論遥 在叶周易曳袁七數屬少陽袁陽爲順數袁陽動則
進曰六數屬老陰袁陰爲逆數袁陰動則退遥 在五行袁七數
屬火袁六數屬水遥 很顯然袁古人是將陰陽與五行學説
統一起來指導古經方製作袁並以野其數七袁火數也袁陽
進爲補袁其數六袁水數也袁陰退爲瀉冶明示袁爲我們展
示了古經方之淵源所在遥
3.7 關於化咸尧化甘尧化辛尧化苦尧化酸袁叶法要曳有院
野天有五氣袁化生五味冶遥 叶素問窑天元紀大論曳也説院
野夫變化之爲用也袁在天爲玄袁在人爲道袁在地爲化袁
化生五味冶遥 並詳列化生五味之配屬院野北方生寒袁寒
生水袁在味爲咸曰西方生燥袁燥生金袁在味爲辛噎噎冶遥
叶法要曳則將五味所化落實到方劑中袁並作爲使藥遥 以
野用水體冶化咸爲例袁澤瀉味鹹袁作小補腎湯之使藥袁
因其迎合腎臟所喜渊腎苦燥袁急食咸以潤之冤袁用量最
小渊一兩袁余藥均三兩冤袁加減變化次數最多冤該方四
味藥袁共有八次加減袁澤瀉佔五次冤袁故爲使藥袁余均
以此類推遥
3.8 關於除煩尧除痞尧除滯尧除燥尧除阴袁我們塡上除
悸袁是比較五瀉湯治療主症而得遥 如瀉肝湯治驚煩不
寧用野除煩冶曰瀉心湯治心下痞滿用野除痞冶曰瀉脾湯治
腹中滯脹用野除滯冶曰瀉肺湯治其人血素燥用野除燥冶曰
瀉腎湯治心中悸動不安袁故我們賦予野除悸冶遥

野湯液經法圖冶將除五大症標記在正五邊形的五
個角上袁説明該圖必須包含五瀉湯袁這也就是我們爲
何要將瀉湯方與補湯方同時排進 野湯液經法圖冶袁使
之成爲補瀉兩圈的緣故袁只有這樣袁瀉湯方纔能從該
圖中一併讀出遥

五瀉湯的組方又別具一格遥 拿瀉腎湯爲例袁此方
治療對象是院野救誤用汗法袁其人陽氣素虛袁致令陰氣
逆升袁心中悸動不安袁冒袁汗出不止冶遥 該湯方是治療
素體陽氣虧虛袁 復誤用汗法袁 致陰氣逆升的一種證
候袁屬心陽虛證遥 那么袁瀉腎湯不是採用直接扶助心
陽的辦法袁而是採用小瀉腎水渊茯苓尧甘草冤以助心
火袁小補肝木渊桂枝尧生薑尧五味子冤以生心火遥 表面上
看此方是瀉母補子法袁實質是野生克相因冶的治法袁
即院野補生我之臟袁瀉克我之臟冶遥 這又使我們聯想到

叶難經窑七十五難曳有野瀉南補北冶治野木實金虛冶證袁雖
選擇治療途徑不盡相同袁卻異曲同工袁均屬野生克相
因冶治法遥 余瀉湯與此類同遥 從這五瀉湯看到了古經
方應用五行亢害承制組方的實例袁 可謂古經方之製
作袁玄機重重遥 依此方式組成的瀉心湯尧瀉腎湯袁在
叶傷寒雜病論曳中屢屢見到應用遥

屆此袁我們已將野湯液經法圖冶逐一剖析袁從中使
我們瞭解了古經方製作的一些特點袁 古人應用陰陽
五行理論對大小補瀉二十五首古經方的佈局袁 在此
圖一覽無餘遥 難怪陶弘景會説院野此圖乃叶湯液經法曳
盡要之妙冶遥 由於叶法要曳摘録內容有限袁我們也就難
以野默契經方之旨冶袁是否能將調補五臟尧二旦尧六神
等湯方與野湯液經法圖冶聯繫起來袁尙不清楚遥
4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對二十五味圖進行論證遥 我們
認爲二十五味圖味苦皆屬水的那一行準確無誤袁甲尧
乙本在此行也最一致袁只要吃透這一行袁其他行便迎
刃而解遥 地黃爲之主袁説明地黃味苦屬水袁苦補腎袁水
歸腎袁故爲補腎君藥曰黃連味苦爲火袁苦瀉心袁火歸
心袁故爲瀉心君藥曰竹葉味苦爲金袁苦補腎袁金生水
渊這一點很重要袁不論是補方還是瀉方袁凡作臣藥袁其
歸行必定是其君藥之母冤袁 乃助地黃補腎爲臣藥袁且
竹葉味苦瀉心袁 又作補心湯的佐製藥曰 黃芩味苦爲
木袁苦瀉心袁木生火袁乃助黃連瀉心爲臣藥袁且黃芩味
苦補腎袁又作瀉腎湯的佐製藥遥 白術味苦爲土袁土歸
脾袁苦味迎合脾臟所喜袁故爲使藥遥 以上分析得出結
論袁二十五味圖每一行均含有一補方之君袁一瀉方之
君袁一補方之臣又作所勝補方之佐袁一瀉方之臣又作
所不勝瀉方之佐袁一補方之使遥 每行五味藥袁定位明
確,各司其職遥 我們依此重編了二十五味圖遥

根據上述袁 就有利下面對其他藥的歸行歸味取
捨進行論證遥
4.1 二十五味圖殿于二十五個補瀉湯方之後袁 説明
該圖服務于二十五補瀉方袁那么袁二十五補瀉方沒有
的藥袁二十五味圖也不得出現袁故必須將椒尧厚樸尧硝
石尧薯蕷剔除袁由於出現了不相關的這四味藥袁又由
於甲尧乙本互參袁競修改十一處之多等原因袁使二十
五味圖變得撲朔迷離袁莫衷一是遥
4.2 已知凡作君藥者袁必歸其行主其味袁附子旣然是
大小瀉脾湯的君藥遥 根據土歸脾袁辛瀉脾袁附子就必
須味辛爲土袁本來叶考釋曳是野阴阴爲水冶袁有人認爲
野附子爲水冶袁是錯的遥
4.3 大小補心湯均有代赭石袁 可知代赭石是補心君
藥袁根據咸補心袁火歸心袁所以代赭石必須味鹹爲火遥
叶考釋曳二十五味圖中無代赭石袁卻無故出現硝石袁可
推測硝石是代赭石之誤遥 旋復花不能爲火袁其位必須
讓給代赭石袁因爲旋復花旣作小補心湯之臣藥袁又作
小補肺湯之佐製藥袁故不能爲君袁必須定爲木袁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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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袁助代赭石補心火而爲臣遥
4.4 根據大小瀉肺湯均有葶藶子, 可知葶藶子爲瀉
肺君藥,根據咸瀉肺,金歸肺,所以葶藶子必須味鹹爲
金遥 回顧甲本,也是將葶藶子歸咸爲金,卻被乙本拿厚
樸將其置換了遥
4.5 根據大小補肺湯均有麥冬, 可知麥冬爲補肺君
藥,根據酸補肺,金歸肺,所以麥冬必須味酸爲金遥 回
顧甲本袁也是將麥冬歸酸袁卻因乙本而被置于甘味袁
顯然受現代中藥學影響袁認爲麥冬味甘所致遥 五味子
不能爲金袁其位必須讓給麥冬袁五味子旣作小補肺湯
之臣藥袁又作小補肝湯之佐製藥遥 故不能爲君袁必須
定爲土袁土生金袁助麥冬補肺金而爲臣遥
4.6 通過上面的論證方式袁就很容易將芍藥定爲水袁
而非土袁因水生木袁助枳實瀉肝木爲臣遥 大黃定爲土袁
而非木袁因土生金袁助葶藶子瀉肺金爲臣遥 澤瀉定爲
水袁而非土袁因它作補腎水之使遥 凡作補哪臟之使藥袁
其歸行必屬哪臟袁這又是一規律遥 如白術爲土袁作補
脾土之使曰豉爲火袁作補心火之使曰細辛爲金袁作補肺
金之使曰大棗爲木袁作補肝木之使遥

屆此袁二十五味藥即將一一定位袁就剩生薑與干
姜袁甘草與炙草這兩對藥遥
4.7 旣然大小補瀉湯方二十五首出現生薑與干姜袁
甘草與炙草曰旣然野湯液經法圖冶組圖嚴謹袁體用關係
井然袁瀉方圈與補方圈職責分明曰旣然五行五臟五味
配屬袁定置二十五味藥袁演變二十五個方袁所以我們
有理由認爲生薑與干姜袁 甘草與炙草必須有嚴格的
位置袁以符合古人縝密的思維邏輯袁並希冀以此揭示
造成後人常生薑干姜不分袁甘草炙草不辨之迷遥
4.7.1 將瀉方圈的甘草定爲生甘草袁 有以下幾條理
由院第一袁根據野湯液經法圖冶之體用互位規律袁小瀉
腎湯之甘草爲生甘草袁位居野用水體冶之野體冶下袁則
野用土體冶之野用冶下也必須是生甘草遥 第二袁由茯苓尧
甘草與桂枝尧生薑尧五味子組成的瀉腎湯袁其甘草也
是生甘草袁又一次説明瀉方圈之甘草爲生袁而在叶金
匱要略曳中與瀉腎湯相似的方劑袁也多爲生甘草袁即
苓甘五味姜辛湯那一組加減方袁 也可作爲佐證遥 第
三袁將生甘草與附子配伍袁以解附子之毒袁符合中藥
學常識袁即清熱解毒用生甘草遥 第四袁補中緩急用炙
甘草袁已成共識遥 那么袁凡補方均用炙甘草袁凡瀉方就
應是生甘草袁這是野湯液經法圖冶佈局使然袁也應是古
人創方之初衷遥 第五袁不注重生尧炙草之甄別袁後人有
意無意傳抄混用之袁也屢見不鮮遥 如甘草瀉心湯尧白
虎加人參湯尧苓桂術甘湯之甘草袁在叶傷寒論曳爲炙袁
在叶金匱要略曳則爲生遥
4.7.2 將補方圈的姜定爲生薑袁有以下幾條理由院第
一袁 根據瀉方圈的姜是干姜袁 則補方圈的姜就是生
薑袁這是野湯液經法圖冶佈局使然遥 第二袁瀉腎湯出現

桂枝尧生薑尧五味子袁小補肝湯出現桂枝尧干姜尧五味
子袁説明生尧干姜已混浴 第三尧小瀉脾湯治脾氣實袁下
利清谷袁腹冷袁屬陰盛于內的里實寒證袁干姜起到溫
中散寒袁助附子破陰逐寒遥 小補脾湯治脾氣大疲袁飲
食不化袁時自吐利袁枯瘦如柴袁屬久病耗損袁脾胃虛寒
證袁生薑起溫胃止嘔作用遥 叶法要曳中的補中健脾湯治
療脾虛肉極贏瘦如柴袁腹中拘急袁也是用生薑遥 故實
寒證用干姜袁虛寒證用生薑遥 第四袁縱觀叶法要曳的陽
旦湯及叶傷寒雜病論曳袁凡與桂枝配伍的姜均是生薑袁
所以小補肝湯中與桂枝配伍的姜袁也應視爲生薑遥 第
五袁從小補肝湯尧小補脾湯的加減法中出現生薑尧干
姜同伍袁叶傷寒論曳的理中湯尧通脈四逆湯尧生薑瀉心
湯也出現生薑尧干姜同伍袁可以看出古人對生薑尧干
姜同伍袁是有條件的袁這是否是造成後人對生薑尧干
姜不加甄別的原因钥 筆者在此一併推出袁 供同道評
判遥 特別是四逆湯用炙甘草袁理中湯用干姜已被應用
上千年袁也難免左右甲尧乙本傳述者的視聽遥 如同今
之敎科書將理中湯之干姜視爲君藥袁人參爲臣袁白術
爲佐袁甘草爲使袁言之鑿鑿有理袁其實古人的創意與
之大相逕庭遥 在此讓我們一同分析之院小補脾湯之人
參味甘爲土袁甘補脾袁土歸脾袁故爲君藥曰炙草味甘爲
火袁甘補脾袁火生土袁乃助人參補脾袁故爲臣藥曰生薑
味辛瀉脾袁與君臣作用相反袁爲佐製藥曰白術味苦爲
土袁迎合脾臟所喜渊脾苦濕袁急食苦以燥之冤袁用量最
小渊一兩袁余藥均三兩冤袁加減變化次數最多渊該方有
八次加減袁白術佔五次冤袁故爲使藥遥 這樣的君臣佐使
佈局袁我們也首次見到遥 拙文叶經方君臣佐使初探曳袁
有更詳細的分析遥
5 結語

以上袁我們應用比類尧歸納尧還原法袁逐一詮釋了
野湯液經法圖冶袁並還野二十五味圖冶之本來面目遥 通過
分析袁進一步佐證了諸如叶法要曳叶傷寒雜病論曳所載
的經方袁可以上溯野內冶野難冶爲代表的醫經派理論和
叶湯液經法曳爲代表的經方派方藥袁並把兩者有機地
結合起來袁甚至還讓我們看到易學對經方的影響遥 至
於辨別叶法要曳的眞實性袁馬繼興尧叢春雨尧王淑民等
一批專家學者已對其撰文袁闡明觀點曰熊曼琪主編的
中醫藥學高級叢書叶傷寒論曳袁雖篇幅簡約袁也作了扼
要評述曰曾見有志于中醫之莘莘學子袁探幽索隱袁可
謂勉爲其難曰而沸沸揚揚諸中醫藥論壇袁更是仁者見
仁袁智者見智遥 但縱觀之袁或只作文章傳載袁或僅以
叶傷寒雜病論曳類似方藥作簡單比較袁或不甚求解袁淺
嘗即止袁或諱莫如深袁束之高閣遥 未曾從叶法要曳字里
行間所隱寓博廣的學術信息加以挖掘提煉發揮遥 全
國高等中醫藥院校21世紀課程敎材對叶法要曳尙未作
介紹評述遥 筆者認爲袁敦煌遺書封藏上千年袁幸免于
輾轉傳抄袁其保留的資料更爲翔實袁更貼近原貌袁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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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高血壓病合併代謝綜合徵的中醫藥硏究進展

陳文鑫1尧2 劉德桓2 蘇齊1 葉靖2 賴志雲3 吳志陽2

1.福建省泉州市醫藥硏究所 福建 泉州 362000曰2.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市中醫院曰
3.福建省晉江市中醫院

高血壓病渊essential hypertension袁EH冤是心腦血
管疾病的重要危險因素袁 隨着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
提高和生活方式的不斷改變袁對EH預防和治療的重
視不夠袁 其發病率和患病率不斷攀升袁EH導致心腦
血管疾病已成爲我國近期病死和致殘的重要病因袁
嚴重地威脅着人們的生活質量和生命健康遥 代謝綜
合徵渊metabolic syndrome袁MS冤指超重尧高血壓尧糖脂
代謝異常和胰島素抵抗等多種代謝異常的患者遥 近
十餘年來袁我國EH發病率不斷升高袁肥胖和糖脂代
謝紊亂的發病率也快速增加遥 流行病學硏究發現袁在
EH患者中袁MS的患病率佔到47%以上袁 這些人心血
管疾病的發病率顯著增高袁嚴重威脅着人們的健康遥
臨床上EH合併各種形式的代謝紊亂也越來越常見袁
其造成的心尧腦尧腎尧血管等靶器官損害也越來越複
雜和嚴重遥 80%以上的EH患者同時合併有MS的病
症袁EH伴MS比單純EH患者發生心腦血管疾病的風
險更高遥而MS中的各種代謝紊亂和EH之間會相互影
響袁對合併MS的EH患者的治療袁現代醫學主張在降
壓治療之外還必須對其進行整體干預遥 中醫藥具有
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的特點袁隨着硏究的不斷深入袁
在治療EH合併MS這方面已顯示出了獨特的優勢袁現
就將近年來EH合併MS的中醫藥硏究現狀作一概述遥
1 現代醫學對EH與MS的認識

目前袁 現代醫學對EH和MS的發病機制尙未清
楚袁硏究認爲EH是以體循環動脈壓升高爲主要表現
的一種全身性疾病袁其發病機制複雜袁包括腎臟調節
血壓功能紊亂尧 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及交感神經系
統活性增強尧 血管內皮細胞功能等多因素綜合作用
的結果遥 EH常伴有一系列糖尧脂代謝紊亂袁目前大量
臨床和實驗硏究證實袁胰島素抵抗渊IR冤是其他代謝
異常的根源袁IR通過多種機制導致和渊或冤加重高血
壓心尧腦尧腎等靶器官的損害遥 對於MS的發病機制多

數學者亦認爲IR和高胰島素血症起關健作用袁 胰島
素通過多個環節導致血糖異常尧血脂紊亂袁並引起內
皮功能異常和促炎症狀態遥 早在1990年袁Tecumseh
Blood Pressure Study證實了在EH早期已存在代謝異
常袁同時發現這些患者的靜息心率明顯增快袁提示伴
有交感神經系統興奮性的升高遥 隨後San Antonio
Heart Study也發現較高的甘油三酯渊TG冤和空腹血糖
渊FBG冤 水平可預測EH的發展曰IR狀態的糖代謝異常
和中心性肥胖與高TG袁 低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渊HDL-C冤與EH正相關遥 近年來的硏究不難發現袁在
EH患者中肥胖尧糖代謝異常尧脂代謝紊亂的發生率
相當高袁而MS和其組分與EH有着密切的相關性遥 硏
究更進一步揭示IR的存在是EH和MS共同的關鍵因
素遥目前還認爲EH和MS的發病機制主要是遺傳易感
性和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遥 不良的生活方式是
主要的環境因素袁IR是二者的重要中心環節遥 而引起
MS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袁涉及多基因和多因素袁但IR
和中心性肥胖是被公認的重要致病因素遥 中心性肥
胖一般通過腰圍來測定袁與MS其它的每個組分及IR
都獨立相關袁它是診斷MS必要的危險因子遥 硏究認
爲袁 中心性肥胖是IR的重要危險因素袁 在健康成人
中袁隨着腹部脂肪含量的增加袁體內胰島素的敏感性
呈下降趨勢袁血脂代謝異常袁表現爲TG升高袁HDL-C
降低袁 兩者均有致動脈粥樣硬化的作用袁 最終引起
EH並影響心血管疾病發展的過程遥

儘管日前硏究尙未將MS各組分與EH的關係闡
明清楚袁 但部分證據顯示袁MS各異常成分可能協同
高血壓靶器官損害的發生袁MS對EH的影響袁 表現爲
多種危險因素的聚集袁病理生理非常複雜遥 肥胖引起
的交感神經興奮是肥胖者血壓增高的主要原因袁硏
究認爲肥胖尤其是中心性肥胖可以導致EH尧血脂紊
亂和2型糖尿病袁誘發並加重IR遥 IR又促進了MS相關

我們提供其他古籍未曾見到的文字袁尤其顯得珍貴遥
臂如叶法要曳中記載的五臟補瀉法則袁有論有方袁十分
完整袁可作爲訂正叶素問窑臟氣法時論曳五臟補瀉法則
之依據袁令人嘆爲觀止遥 詳見拙文野叶素問曳耶開腠理尧
致津液袁通氣也爷之辨冶遥 屆此袁我們希望叶法要曳更多
的奧秘被揭示袁叩開仲景在自序中所言野博採衆方冶
之大門袁使被淹沒的古經方草創史得以重見天日袁醫

經學派與經方學派理論不相承接的那段歷史空白袁
能從史實資料中獲得塡補袁 並以此匡正日本漢方醫
學將叶傷寒論曳獨立于叶內經曳醫學體系的學術觀點袁
不也是我中醫學界之一大幸事遥

渊作者簡介院黃克希渊1956-冤袁男袁福建永春人袁主任醫師袁
從 事 中 醫 內科 臨 床 工 作 .E-mail:dhhkx@126.com曰 電 話 :
1895991379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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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發展遥 而脂代謝紊亂所帶來的脂毒性會損傷
血管內皮袁加重動脈硬化的進展袁從而促進高血壓的
發展遥 有硏究認爲袁EH有促進左室肥厚的形成袁導致
心功能異常袁尤其是舒張功能障礙遥總膽固醇渊TC冤和
TG是動脈硬化的基礎袁其水平與EH的發病率呈正相
相關袁與舒張壓關係更爲密切遥 EH對代謝異常的影
響主要表現在高血壓前期即存在胰島素敏感減弱的
現象袁 胰島素抑制肝臟釋放葡萄糖的能力及周圍組
織攝取和利用葡萄糖的能力下降袁引起血糖增高袁爲
了凋節血糖的正常水平袁 機體代償分泌過多的胰島
素袁呈現胰島素血症袁從而引起機體一系列病理生理
變化袁最終導致多種代謝性疾病的發生和發展遥
2 中醫對EH與MS的認識

中醫學中均無EH和MS的病名袁根據其症狀及病
理特徵袁EH可以屬中醫野頭痛冶尧野眩暈冶等範疇袁而MS
可歸屬於野肥胖尧消渴尧眩暈尧胸痹尧脅痛冶等範疇遥 分
而論之袁EH的中醫基本病機是氣血陰陽失調袁 風尧
火尧痰尧瘀爲患遥 臨證多見虛實夾雜袁病證在肝尧腎袁涉
及心尧脾遥 對於中醫辨證分型袁目前有多項大規模的
EH證候流行病學調查硏究袁發現了EH的常見證型主
要爲肝陽上亢尧陰虛陽亢尧肝腎陰虛尧肝風上擾尧痰濁
中阻尧瘀血阻絡等袁並認識到本病與中醫體質密切相
關袁發現EH的易患性病理體質主要是陰虛渊陽亢冤質
和痰濕質遥 隨着中醫現代硏究的深入袁野痰冶尧野瘀冶尧
野虛冶等病理因素逐漸得到人們的重視遥 張艷等認爲
EH的病理過程是一個本虛標實的演變過程袁本虛在
先袁標實在後遥 近幾年提出的野絡病理論冶豐富了EH
的病因病機袁丁毅等認爲野痰瘀互結尧毒損心絡冶是
EH的主要病機遥

MS可歸屬於中醫的野肥胖尧消渴尧眩暈尧胸痹尧脅
痛冶等範疇遥 中醫認爲袁其産生旣與先天遺傳有關袁又
是後天多食少動尧肥胖等作用的結果遥 它涉及脾尧肝尧
腎三臟袁在其發展過程中鬱熱尧痰濁尧瘀血及氣血陰
陽失調都離不開此三臟功能失調遥 叶素問窑奇病論曳
曰院野此肥美之所發也袁此人數食而多肥也袁肥者令人
內熱袁甘者另人中滿遥 故其上溢袁轉爲消渴遥 冶飲食失
調袁運動過少是MS的發病因素遥亦有硏究認爲袁對MS
的病因病機分析主要爲痰瘀與陰虛袁病位在心尧肝尧
脾尧腎袁治療則以健脾化痰尧益氣養陰尧活血通絡爲
主遥

綜觀以上論述袁EH與MS的病機存在着共同的病
機基礎袁劉德桓敎授在化瘀濁益肝腎法治療EH的系
列硏究中認爲院EH的發生主要是由於高脂尧高糖尧高
鹽飲食引起脂質代謝紊亂袁 過氧化物過多等因素導
致氣血津液代謝紊亂袁津停爲痰尧血留爲瘀尧痰瘀互
結袁損傷絡脈袁使血管系統受到損害而發生病變袁而
其發病年齡大多數在中年以後正處在肝腎逐漸虧虛

的階段袁因此痰瘀阻絡肝腎不足是其發生尧發展的核
心病機遥 而過食和少動是MS形成的兩大主因袁其病
機爲郁尧熱尧虛尧損四個方面遥 因此袁兩者之間有共同
的病機基礎遥
3 中醫藥治療EH合併MS的硏究

許多硏究認爲IR是EH與MS發生發展的關鍵因
素袁中醫藥在治療EH合併MS時亦多從IR入手袁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遥 在實驗硏究中袁楊嘩等發現袁中藥金
芪降糖片在降低血糖尧 改善胰島素抵抗的同時可以
明顯降低果糖誘導的胰島素抵抗高血壓大鼠的血
壓遥 龔一萍等選用自發性高血壓渊SHR冤大鼠加給予
附子湯的方法制備肝陽上亢證模型袁 觀察天麻鈎藤
飲對胰島素抵抗的改善作用袁 結果發現天麻鈎藤飲
有明顯降低空腹血糖尧空腹胰島素的作用袁同時可明
顯升高胰島素敏感性指數渊ISI冤袁提示這些因素可能
參與了預防EH發生的過程遥 在對單味中藥的硏究
中袁有硏究顯示袁黃芪可作爲中藥胰島素增敏劑袁其
作用與二甲雙胍相似並且對IR合併高血壓模型大鼠
具有明顯降壓作用袁此作用似強于二甲雙胍遥 而臨床
硏究方面袁 黃芪注射液聯合厄貝沙坦能明顯降低伴
MS的EH病人的血內皮素及IR現象遥大黃及其復方改
善IR的硏究顯示袁大黃及其復方可通過降低瘦素尧抵
抗素尧腫瘤壞死因子要a游離脂肪酸袁增加胰島素受
體數目及胰島素與受體的結合力袁 降低胰島素水平
等多環節尧多途徑尧多靶點尧多因素改善IR遥 在臨床
上袁許多硏究顯示袁中醫中藥在治療EH合併MS時袁不
僅僅能改善其IR袁而且在改善血脂尧血糖尧血壓以及
臨床症狀方面也有明顯的療效遥 吳啓鋒等將87例EH
痰濕壅盛證病人隨機分爲治療組與對照組袁 均聯用
西藥卡托普利和硝本地平緩釋片降壓治療袁 治療組
在西藥的基礎上加用中藥半夏白術天麻湯遥 結果證
實半夏白術天麻湯不僅能明顯改善EH病人的臨床
症狀袁促進血壓的穩定下降袁而且還明顯改善IR以及
降低血脂遥 彭利等對80例EH血瘀證病人在西藥治療
的基礎上加用中藥復方鬼箭羽湯治療6周袁對IR有確
切的改善作用袁並可改善EH病人異常的血流動力學
指標遥 劉思九將60例EH血脂異常肝火亢盛證病人分
爲治療組和對照組袁 結果證實益氣解毒湯結合常規
降壓治療袁可改善EH病人IR袁凋節血脂水平遥 汪春等
以平肝益腎滌痰飲治療肥胖型EH病人袁發現在適度
運動尧合理膳食的基礎上袁平肝益腎滌痰飲聯合貝那
普利渊洛汀新冤可有效降壓袁改善體重尧BMI袁對代謝參
數也有調整作用遥 劉彥晶以桃紅二陳天麻飲治療肥
胖性EH病人袁發現桃紅二陳天麻飲聯合卡托普利的
療效優于卡托普利單用袁其方能有效促進降壓袁減輕
體重袁改善肥胖型EH病人IR的程度袁並調節血脂遥 連
鳳梅等運用降濁清肝方治療EH伴MS的臨床硏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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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袁降濁清肝方具有與安博維相近的降壓療效袁
且優于安博維的減肥尧改善症狀療效袁還具有降低血
糖的趨勢袁具有明顯的綜合調控優勢遥 蒲朝暉等運用
平降飲膠囊治療了220例EH伴血脂異常尧2型糖尿病
的患者袁 結果觀察到袁 平降飲膠囊藥理作用和緩穩
定袁除具有明顯的降壓作用外袁更重要的是對人體異
常膽固醇尧血糖尧TG尧HDL-C尧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尧
尿素氮及中醫臨床頭痛尧頭暈尧胸悶尧失眠等具有明
顯的良性影響和較好的治療作用遥 葉靖等運用化瘀
濁益肝腎法對EH合併MS患者進行治療袁 結果顯示袁
化瘀濁益肝腎法不僅能降低血壓尧降血脂袁還能改善
患者的臨床症狀袁提高其生存質量遥
4 問題與展望

近20年來隨着現代醫學對EH硏究的逐步深入袁
現已認識到EH是一個由多重危險因素所致袁能産生
多種心血管損害的臨床綜合徵袁 血壓升高只是其中
表現之一遥 爲此醫學界提出對EH的硏究不應局限于
血壓的調節和高血壓的控制袁 而應更廣泛地關注導
致高血壓的諸多心血管和代謝危險因素遥 MS俗稱
野富貴病冶袁是以中心性肥胖尧糖尿病尧EH尧高脂血症
爲主要特徵袁以胰島素抵抗爲共同基礎袁以合併出現
多種代謝性疾病爲臨床特點的一組嚴重影響健康的
症狀群袁是引起心腦血管疾病的高危兇素袁也是導致
死亡和致殘的重要原因遥 西醫西藥近年來對EH及其
相關疾病進行了深入的硏究袁取得了很大的進展袁但

使用抗高血壓西藥的心理作用及副作用嚴重地影響
患者的生活質量袁從而使EH患者堅持接受治療的信
心下降袁導致中風尧冠心病等事件居高不下袁給社會尧
家庭及患者本人都帶來沉重的負擔遥 中醫中藥在治
療EH及其並發症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袁尤其在改善
臨床症狀和生活質量更有優勢遥 中醫藥治療EH合併
MS強調整體觀念尧辨證論治袁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遥
中藥組方嚴謹袁用藥不僅在于降壓袁而且在于根據病
人的整體情况袁 針對病因病機和臨床表現袁 標本兼
顧袁綜合治療袁一般情况下療效穩定而極少有毒副作
用遥 但這些硏究多側重在單方尧驗方的硏究上袁觀察
的病例數較少袁有些硏究方法不夠合理袁難以客觀的
評價中醫治療該病的確切療效遥 而且袁由於中藥組成
複雜袁旣使是單味藥的有效成份也不是單一的袁所以
增加了科學硏究的難度遥 現代科學技術和實驗方法
的引入袁必將使中醫藥在防治EH及其並發症方面的
硏究達到更新尧 更高的水平遥 今後應着重於制定統
一尧規範的辨證分型和療效評定標準袁採取多中心尧
大樣本分期觀察袁對中藥進行多靶點尧多效應的系列
硏究袁從分子水平硏究其降壓作用及機理袁爭取阻止
或逆轉靶器官的損害袁降低並發症的發生率尧死亡率
和延遲它的出現袁並且挖掘古方袁硏發新藥袁改革劑
型袁使中醫藥治療科學化尧規範化袁充分發揮中醫治
療不良反應少尧作用靶點廣等優勢袁進而爲提高病人
生活質量提供有效方法袁促進中醫藥現代化發展遥

脊柱相關疾病是指由於脊柱肌力不平衡而致脊
柱力學失衡袁骨關節輕度位移袁直接或間接刺激尧壓
迫到其周圍的血管尧脊髓和植物神經等袁引起相應的
內臟和其它器官出現的臨床症狀和體徵袁 它是現代
醫學領域中從脊柱力學角度出發硏究脊柱與疾病關
係的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遥 由脊柱相關疾病引發的
各系統疾病多達近百種袁如頸性頭痛尧頸性眩暈尧頸
源性視力異常尧頸性耳鳴渊耳聾冤尧頸性血壓異常尧顱
腦外傷伴頸椎外傷後綜合徵尧甲狀腺機能亢進症尧低
熱尧失眠尧咽部異物感等遥

頸椎病的解剖結構

脊柱由33個椎骨組成袁最上邊的七個是頸椎袁頸
椎呈叠瓦狀排在一起袁每個椎骨由椎體尧椎孔尧橫突尧
關節突組成遥 脊椎與脊椎上下連成一體袁椎孔就形成
一個縱向的管道袁叫椎管遥 椎管爲中樞神經脊髓所佔

據袁脊髓上通顱腦袁並從每個脊椎與脊椎之間的椎間
孔發出神經支配體表和臟器袁 由脊髓發出經椎間孔
出來的這部分神經組織叫神經根遥 椎動脈向上穿行
頸椎橫突孔袁經枕骨大孔進入顱腔袁至腦橋下緣袁與
對側椎動脈匯合形成基底動脈袁供應部分大腦血液遥

瞭解了頸椎的解剖結構袁 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
么頸椎病會引起那么多症狀了遥 如果頸椎的椎間孔
部位有老化病變袁這里的神經根受到壓迫袁就會放射
到手臂袁出現疼痛尧麻木的感覺曰如果椎管內病變使
脊髓受到壓迫袁就會出現下肢無力袁嚴重者甚至發生
癱瘓曰假如病變發生在橫突孔內袁血管椎動脈受到病
變的刺激或壓迫袁 就會影響到腦部的供血而産生眩
暈尧頭痛等症狀遥

頸椎病臨床分型院 頸椎病的分型是以病理變化
爲基礎袁結合臨床症狀進行分型的遥 通常分爲神經根

話説撲朔迷離的頸椎相關性疾病的診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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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

節段
刺激或壓迫神經尧血管引起的病證

第1頸椎
腦供血不足尧頭暈尧嗜睡尧搖頭尧頭痛尧健忘尧
倦怠

第2頸椎
頭痛尧頭昏尧耳鳴尧眼框痛尧視物模糊尧斜視尧
鼻塞尧失眠尧心動過速

第3頸椎
眩暈頭昏尧偏頭痛尧三叉神經痛尧視力障礙尧
失聽尧呑咽不適尧房顫

第4頸椎 落枕尧呃逆尧咽喉痛尧噁心尧弱視尧全手麻木

第5頸椎
胸痛尧心動過緩尧哮喘尧血壓波動尧發聲嘶啞尧
呃逆尧口臭

第6頸椎 咳喘尧咽喉痛尧血壓波動尧扁桃體腫大

第7頸椎 咽喉痛尧哮喘尧氣短胸悶尧甲狀腺病尧雷諾氏徵

型袁佔頸椎病總數的60%曰椎動脈型袁以頭暈尧頭痛等
爲主要症狀袁約10%-15%曰脊髓型袁發病數較少袁但症
狀較重袁預後較差袁約10%-15%曰交感神經型袁可引起
自主神經功能的紊亂袁約佔10%曰混合型等遥

附院脊柱相關疾病表

頸性頭痛 渊頸源性頭痛冤院 本病是由頸枕部或
渊及冤肩部組織的器質性或功能性病變所導致的以同
側頭痛爲主要表現的一組綜合徵遥 一般認爲袁頸椎退
行性變和肌肉痙攣是頸源性頭痛的直接原因遥 頸源
性頭痛的概念是近十幾年才被國際頭痛硏究會所承
認遥 以往國內對這一頭痛的命名不統一袁如頸性偏頭
痛尧肌收縮性頭痛尧枕神經痛尧頸性頸椎病等遥

主要是由於各種機械性與動力性因素致使椎動
脈及交感神經遭受刺激或壓迫袁以致血管狹窄尧折曲
而造成以椎基底動脈供血不足爲主要症狀的症候
群遥 因素主要有椎節失穩致鈎椎關節鬆動尧鈎椎骨質
增生尧髓核突出尧鈎椎關節囊創傷性反應尧血管動力
異常尧動脈硬化性改變尧血管變異等遥
1 診斷要點

渊1冤有頸椎病史袁頸部不適渊酸尧脹尧沉尧緊等冤感袁
頸椎旁有壓痛點袁或觸及條索狀或硬結狀反應物遥

渊2冤頭痛袁主要爲枕部疼痛袁常爲兩側性袁並向頭
頂部放射袁 頭部活動或頸部姿勢的改變可影響頭痛
的程度遥

渊3冤頸椎X線檢查院頸椎生理彎曲有不同程度的
改變袁如生理性前凸消失尧變直尧甚至反張遥 並見頸椎
的某些病理改變 渊如頸椎旋轉移位尧 頸椎骨質增生
等冤遥

渊4冤顱內外檢查排除其他器質性疾患渊如頸部腫
瘤尧結核及癲病等冤遥
2 鑒別診斷

渊1冤顱內佔位性病變曰渊2冤顱內炎症曰渊3冤顱外炎
症曰渊4冤顱腔鄰近器官疾病曰渊5冤神經刺激性頭痛曰渊6冤
血管神經性頭痛曰渊7冤神經功能性頭痛遥
3 辨症分型

渊1冤瘀血留滯型曰渊2冤肝陽上亢型曰渊3冤痰濁上阻
型曰渊4冤腎陰虛型遥
4 治療

渊1冤手法治療院採用頸椎定點復位法及分筋理筋
法袁糾正偏移的頸椎袁松解肌韌帶袁解除痙攣袁恢復頸
椎的內外平衡遥

渊2冤藥物治療院運用鎮靜止痛類西藥渊如西比靈尧
維腦路通尧腦復康尧腦復新尧Y-氨酪酸等冤袁頭痛較劇
可選用靜脈滴注低分子右旋糖酐500毫升袁每天1次袁
1周爲1個療程曰冤需做過敏試驗冤袁亦可選10%葡萄糖
500毫升+胞二磷膽碱0.5克+654-210毫升袁每天1次袁
1周爲1個療程遥 配合中醫辨證論治遥

淤瘀血留滯型院 治宜活血化瘀用通竅活血湯加
減遥

于肝陽上亢型院治宜平肝潜陽袁用天麻鈎藤飲加
減遥

盂痰濁上阻型院治宜化痰降逆袁用半夏白術天麻
湯加減遥

榆腎陰虛型院治宜滋陰補腎袁用大補元煎加減遥
渊3冤牽引治療渊坐尧臥均可冤院用枕頜布托進行牽

引袁重量由輕到重袁開始選2公斤袁以後每日增加0.5公
斤袁至8公斤爲止曰初次爲15-20分鐘袁以後可增至2小
時左右袁每天1次袁10-20次爲1療程遥

渊4冤局部封閉渊痛點阻滯冤院選2%利多卡因3毫
升尧維生素B12500微克尧0.9%氯化鈉6毫升尧確炎舒松
A10毫克遥 痛點常規消毒袁進針回抽無血液及腦脊液
時袁即可緩慢推注藥液5毫升袁每周1次袁一般注射2-5
次遥 渊消炎止痛冤

渊5冤其他療法院淤針灸院患側風池尧天柱尧率谷尧頭
維尧相應頸夾脊尧後溪尧阿是穴遥 平補平瀉法袁留針30
分鐘袁並加TDP照射袁期間行針1次遥 每日1次袁6次爲
一療程袁休息1日袁再行第二療程遥 于理療院熱療爲主袁
如短波尧多功能尧紅外線及中西藥物導入等遥
5 調護

渊1冤保持心情愉快和有規律的生活尧工作尧學習遥
渊2冤早晩宜進行頸部功能鍛煉袁長期伏案工作者

應每隔1小時左右活動一下頸部袁也可進行野米字或
犀牛望月冶式等遥

渊3冤睡眠時枕頭宜鬆軟袁高度以自己握拳竪放時
的高度爲宜遥

渊4冤掌握用眼和用腦的衛生袁尤其是要適度遥
頸性眩暈院是由於頸椎骨質退行性改變後袁刺激

或壓迫椎動脈及交感神經袁 而發生椎要要要基底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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痙攣和全身血液流變性改變袁引起腦部缺血袁出現以
眩暈爲主要表現的病症遥
1 診斷要點

渊1冤多發生於中年以上袁頸部不適感袁或伴頸部
活動障礙袁或活動時局部有摩擦音等遥

渊2冤頭暈袁與頸部體位改變有關袁多同時伴有頭
痛尧耳鳴尧噁心尧嘔吐袁嚴重者出現猝倒症袁或伴有視
覺運動障礙尧大汗淋灕等遥

渊3冤頸棘旁有壓痛袁或肌痙攣袁或棘突或橫突偏
移袁位置性眩暈試驗陽性遥

渊4冤頸椎X線檢查院有異常發現袁或椎動脈造影有
梗阻現象遥

渊5冤其他檢查院腦血流圖多有枕乳導聯異常改
變曰腦電圖可有電壓降低等曰經顱多普勒檢查有椎要
基底動脈供血不足或動脈痙攣者遥
2 鑒別診斷院

渊1冤美尼爾氏綜合徵曰
渊2冤良性陣發性位置性眩暈曰
渊3冤大腦渊顳葉冤中樞型眩暈遥

3 辨證分型院
渊1冤瘀結型院
渊2冤肝陽上亢型院
渊3冤虧損型院

4 治療

渊1冤手法治療院如有骨關節錯位用正骨手法袁如
系軟組織痙攣袁炎變用理筋按摩手法遥

渊2冤藥物治療院適用于頸椎無明顯移位或手法後
配合使用遥 選鎮靜止暈藥尧丹參製劑尧如丹參注射液
取16-30毫升袁加入5%葡萄糖250毫升靜滴袁1日1次袁
連用3-5天遥當症狀消退後袁改用復方丹參片袁每次2-
3次袁每日3次遥 渊鞏固療效防復發遥 冤天麻丸尧銀杏葉
片尧鈣離子拮抗劑渊尼莫地平冤遥 瘀結型院治以祛瘀散
結袁用桃紅四物湯加味曰肝陽上亢型院治以平肝熄風袁
用天麻鈎藤飲加減曰虧損型院以補氣血爲主袁用八珍
湯加味袁若以肝腎虧損爲主袁則選六味地黃湯加減遥
亦可選經驗方院淤葛根30克尧麻黃10克尧桂枝12克尧白
芍25克尧地龍12克尧威靈仙30克尧黃芪30克尧丹參30
克尧紅花10克尧川芎10克尧天麻10克尧刺疾藜15克遥 于
黃芪桂枝天麻湯院黃芪60克尧桂枝10克尧天麻12克尧川
芎15克尧葛根20克尧赤芍12克尧地龍10克尧法夏12克袁
每日一劑袁14日爲一療程遥

渊3冤牽引療法院採用頜枕牽引法袁頭前屈10-15毅袁
時間10-15分鐘袁重量爲5-7公斤遥可每隔2分鐘袁囑患
者頸椎主動左尧右旋轉運動1次袁以舒適爲度袁每周治
療5次遥

渊4冤其他療法院淤針刺法院選相應病變頸椎夾脊
穴尧風池尧大椎尧百會穴等遥 中等刺激袁留針20-30分

鐘袁每日或隔日1次袁10次爲一療程遥
5 調護院

渊1冤防頸外傷袁衣領要舒展寬大一些袁不要過硬尧
過緊遥

渊2冤頸部不宜長時間在一個強迫體位工作曰睡枕
不宜過高遥注意頸部各項活動的功能鍛煉遥宜多做頭
部後伸位左右旋轉活動渊又稱野犀牛望月冶冤遥

渊3冤防頸部受涼袁冬天尤應注意保暖曰頸部出汗
多時不宜過度吹風或洗冷水遥

渊4冤如有頸椎病的早期表現袁應及時治療袁預防
病情發展遥

頸源性視力異常渊障礙冤院頸椎尧頸髓及椎周疾病
引起的視力障礙稱頸源性視力障礙袁 簡稱頸性視力
障礙遥 渊1996年我國著名世界射擊冠軍王義夫曾得過
本病袁當時痛失過金牌袁但8年後戰勝了本病袁又奪回
世界冠軍遥 冤
1 診斷要點院

渊1冤本病多見于中年以上患者袁常有頸部外傷史
或慢性勞損史遥

渊2冤視物模糊袁眼脹袁眼前有雲霧渊視霧冤尧閃光點
渊眼閃彩冤尧飛蚊症尧復視渊陣發性冤等現象袁嚴重者僅
有光感或失明遥

渊3冤頸部不適感袁頸痛或酸脹袁頸肌緊張袁第2尧3尧
4頸椎有不同程度的偏歪袁有壓痛點袁位置性眩暈試
驗陽性遥

渊4冤頸椎X線檢查院頸椎生理彎曲有不同程度的
變直或反張袁常見頸椎病的一般表現遥

渊5冤眼科檢查院排除眼部的器質性疾患遥 眼底檢
查少數有非特異性動脈變細表現遥
2 鑒別診斷院

渊1冤眞性視力障礙
渊2冤眼的器質性病變遥

3 辨證分型院
渊1冤氣滯血瘀型
渊2冤肝陽上亢型
渊3冤肝腎虧虛型

4 治療院
渊1冤手法治療院採用頸椎旋轉復位法袁局部予以

分筋理筋和按摩手法松解肌肉痙攣遥
渊2冤藥物治療院選血管擴張劑腦益嗪或西比靈5

毫克袁每晩飯後服1次袁如有抑鬱症狀加服阿米替林遥
渊3冤中醫辨證施治
淤氣滯血瘀型院治宜活血行氣袁方用通竅活血湯

加味遥
于肝陽上亢型院治宜清肝明目袁方用丹栀逍遙散

加味遥
盂肝腎虧虛型院治宜補益肝腎袁方用杞菊地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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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減遥
渊4冤牽引治療院用枕頜布托牽引袁重量爲3-8公

斤袁每日1-2次袁每次30分鐘左右遥
渊5冤穴位點按療法院點按風池尧睛明尧魚腰穴袁至

眼球及前額覺酸脹袁並放鬆前額肌肉袁每天1-2次袁每
次3-5分鐘遥

渊6冤針灸尧理療院
5 調護院

渊1冤同前院
渊2冤平時多注意頸部鍛煉和用眼衛生袁早尧晩應

做頸部操和眼保健操遥
頸性耳鳴渊耳聾冤
1 診斷要點院

渊1冤有頸椎病袁頭頸部外傷史或長期慢性勞損
史袁耳鳴袁耳聾與頸椎病同時發生或繼發其後遥 頸部
活動受限袁局部有壓痛袁頸椎棘突或橫突有偏移遥

渊2冤多伴有眩暈尧頭痛尧視力改變等症狀袁位置性
眩暈試驗陽性遥

渊3冤X線檢查院頸椎生理彎曲有不同程度的改變袁
上頸段棘突或橫突有不同程度偏移或脫位袁 寰樞椎
半脫位者遥椎動脈造影有梗阻現象遥腦血流圖檢查可
有枕乳導聯異常遥

渊4冤排除聽覺系統其他感染性或器質性疾患遥
2 鑒別診斷院

渊1冤美尼爾氏綜合症遥
渊2冤眞性聽力障礙遥
渊3冤藥源性耳聾遥
渊4冤先天性耳聾遥

3 辨證分型院
渊1冤瘀血阻滯型院
渊2冤肝炎上擾型院
渊3冤腎精虧損型院

4 治療院
渊1冤手法治療院採用頸椎旋轉復位法糾正移位的

椎體袁緩解或消除神經尧血管的壓迫遥 對於年老患者袁
因其腦血管有不同程度的硬化袁 頸椎骨關節病損相
對嚴重袁手法療效欠佳袁宜以頸部按摩爲主遥 若由於
頸部突受外傷者袁可酌情採用其他復位手法治療遥

渊2冤中醫辨證論治院
淤瘀血阻滯型院治宜活血化瘀通竅袁方用通竅活

血湯加味遥
于肝炎上擾型院治宜清泄肝熱袁開郁通竅袁方用

龍膽瀉肝湯加味渊減冤遥
盂腎精虧損型院治宜補腎益精袁滋陰潜陽袁方用

耳聾左慈丸加減袁偏陽虛者袁可用附桂八味丸遥
渊3冤牽引治療院同前遥
渊4冤穴位治療法院點按風池穴袁至有酸麻感傳至

頭頂爲度袁每按5-10次即可遥 亦可行野鳴天鼓冶手法曰
以手掌部捂耳袁食指壓于中指上袁以食指彈響腦骨袁
由後往前袁每次彈3-5分鐘左右遥

渊5冤其他療法院
渊6冤調護院
淤同前院
于注意頸部保暖袁尤對老年人和小孩更應注意遥
盂忌飲咖啡尧濃茶尧可樂尧酒等刺激性飲料袁注意

多休息遥
顱腦外傷伴頸椎外傷後綜合徵
1 診斷院

渊1冤顱腦與頸部有外傷史袁症狀表現由此開始或
由此而加重遥

渊2冤以植物神經渊尤其交感神經冤與癔病樣症狀
爲主要表現遥

渊3冤檢查可有腦血流圖尧腦電圖尧頸椎X線片異
常袁腱反射亢進尧皮膚電阻減弱袁紅道皮膚劃紋的增
強等遥
2 鑒別診斷

主要與腦震蕩後遺症相鑒別院淤有頭痛尧頭暈尧
失眠多夢等症袁但無明顯頸部症狀遥 于轉頸時症狀加
重遥 盂腦血流圖尧腦電圖尧脊髓穿刺屬正常遥 榆頸椎X
線片未見異常遥
3 辨證分型

渊1冤瘀滯型
渊2冤陰虛陽亢型
渊3冤心脾兩虛型
渊4冤督腎兩虛型

4 治療

渊1冤手法治療院手法作用是疏通經絡尧調理氣血袁
改善腦供血之不足曰還可整復頸椎骨關節移位遥 主要
用于顱腦損傷合併頸部損傷的遥 可常按摩風池尧缺
盆尧 肩井穴等遥 如有頸椎錯位可行整骨手法予以復
位遥

渊2冤藥物治療院
淤瘀滯型院用祛瘀止痛法袁選安痛湯加味曰陰虛

陽亢型袁用滋陰降火法袁選杞菊地黃湯加減曰心脾兩
虛型袁用寧心健脾法袁選歸脾湯加減曰督腎兩虛型袁用
溫補督腎法袁選金匱腎氣丸遥

渊2冤牽引療法院常用枕頜布兜牽引袁重量5-8公
斤袁每天1-2次袁每次30-60分鐘袁連續1-2周爲一療
程遥

渊4冤其他療法院如針灸尧理療等遥
5 調護

渊1冤預防顱腦外傷袁如有外傷應考慮有否伴頸椎
損傷袁並及時給予對症治療遥

渊2冤由於顱腦外傷受傳導暴力的影響袁頸椎常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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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移位袁在治療時袁用于法或頸椎牽引等方法袁恢復
解剖位置袁防止病情的發展遥

渊3冤配合藥物等治療袁頸部功能鍛煉袁可提高療
效與縮短療程遥
甲狀腺機能亢進症
1 診斷

渊1冤常見于女性患者袁有頸部長期不適或外傷
史袁頸部活動受限袁第2尧3尧4頸椎棘突旁有壓痛等遥

渊2冤具甲亢的一般性臨床表現遥
渊3冤頸椎X線檢查院頸曲有不同程度的改變袁頸椎

棘突有不同程度的偏歪袁以第2尧3尧4頸椎爲主遥
渊4冤實驗室檢查院T3尧T4升高袁基礎代謝率增高袁

血漿蛋白結合碘試驗呈陽性遥
2 鑒別診斷院

渊1冤地方性甲狀腺腫呈瀰漫腫大者遥
渊2冤靑春期甲狀腺腫遥
渊3冤妊娠期甲狀腺腫遥
渊4冤急性甲狀腺炎與亞急性非化膿性甲狀腺炎遥

3 辨證分型

渊1冤血瘀痰結院
渊2冤氣郁痰阻院
渊3冤肝火旺盛院
渊4冤心肝陰虛院

4 治療院
渊1冤手法治療院採用頸椎旋轉復位法袁糾正偏歪

的頸椎袁局部用松解手法解除痙攣袁減輕神經血管的
壓迫袁恢復頸椎的內外平衡遥

渊2冤藥物治療院
淤血瘀痰結型院治以理氣活血爲主袁用海藻玉壺

湯加減遥
于氣郁痰阻型院治以理氣解郁袁化痰消癭袁方用

四海舒郁丸加減遥
盂肝火旺盛型院治宜清泄肝火袁方用栀子清肝湯

合藻藥散加減遥
榆心肝陰虛型院治宜滋養陰精袁寧心柔肝袁用天

王補心丹加減治療遥
西藥治療院
對病情較輕袁甲狀腺腫大較小的患者袁常用硫脲

類中的甲基及丙基硫氧嘧啶和咪唑類中的他巴唑和
甲亢平治療曰對病情較重可用放射性碘131治療遥

渊3冤牽引療法院
用枕頜布托牽引袁重理爲3-5千克袁每天1次袁每

次15-20分鐘袁對情緒激動煩躁患者袁應注意牽引重
量和時間袁以防出現意外遥

渊4冤手術治療院對某些甲狀腺腫大至影響進食尧
呼吸功能的患者袁可考慮手術切除遥

渊5冤調護院

淤精神放鬆袁避免刺激遥
于禁飲酒及刺激性飲料渊濃茶尧咖啡等冤袁宜進食

高蛋白尧高維生素尧高熱量和含碘高的食物袁多飲用
富含鉀鹽的果汁或多吃水果遥

盂注意休息袁對失眠尧煩躁尧精神不寧者袁可適當
給予鎮靜劑遥

榆常進行頸部保健鍛煉遥
低 熱
1 診斷院

渊1冤頸部活動受限袁頸部不適袁頸肌緊張袁頸椎棘
突旁有壓痛遥

渊2冤低熱袁一般不超過38益遥
渊3冤頸椎X線檢查院頸曲改變袁頸椎棘突有不同程

度的偏移或骨質增生遥
渊4冤排除感染性或其他疾病所致的發熱遥

2 辨證分型院
渊1冤肝郁型院
渊2冤血瘀型院
渊3冤氣虛型院
渊4冤陰虛型院

3 治療

渊1冤手法治療院採用頸椎旋轉復位法糾正偏歪的
頸椎袁並行局部松解術遥

渊2冤中醫辨證施治院
淤肝郁型院治宜疏肝解郁袁清肝瀉熱袁方用丹栀

逍遙散加減遥
于血瘀型院治宜活血化瘀袁用血府逐瘀湯加減遥
盂氣虛型院治宜益氣健脾袁甘溫除熱袁方用補中

益氣湯加減遥
榆陰虛型院宜滋陰清熱袁用清骨散或知柏地黃丸

加減遥
渊3冤牽引療法院用枕頜布托牽引袁重量爲5-8千

克袁每天1次袁每次20分鐘左右遥
渊5冤調護院
淤防頸部外傷及長工期慢性勞損袁 長期低頭工

作的患者應每隔1小時左右活動頸部關節並揉按頸
部肌肉遥

于注意保暖袁防頸部受寒濕等外邪侵襲遥
盂對於頸部外傷無論輕重均應儘早救治遥
榆平時早晩應堅持做頸部功能鍛煉遥

血壓異常渊頸性冤
1 診斷院

渊1冤多爲中年以上患者袁頸部不舒或有冷熱感袁
或運動障礙袁或活動時有摩擦音袁頸部檢查有異常表
現遥

渊2冤血壓異常袁多與頸部症狀有關袁發作期2-3周
後緩解袁常兩側上肢血壓差別較大袁一般大於1.33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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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渊3冤伴有視力障礙袁心慌渊悸冤尧咽部異物感袁排汗

異常尧失眠多夢等植物神經功能紊亂症狀遥
渊4冤X線檢查院有異常發現遥
渊5冤其他檢查院晩期可有腦動脈硬化尧血脂偏高尧

心肌損害尧蛋白尿等表現遥
渊6冤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血壓異常遥

2 鑒別診斷院
渊1冤原發性高血壓遥
渊2冤腎性高血壓遥
渊3冤特發性起立性低血壓遥

3 辨證分型院
渊1冤瘀結型院
渊2冤肝熱型院
渊3冤服陰虛陽亢型院
渊4冤氣陰兩虛型院

4 治療院
渊1冤手法治療院對有頸椎骨關節錯位尧肌痙 攣尧

炎症改變等用手法治療遥
渊2冤藥物治療院
淤瘀結型院行氣活血散結袁用四逆散加味遥
于肝熱型院清熱平肝袁用龍膽瀉肝湯加減遥
盂陰虛陽亢型院育陰潜陽袁用安痛湯渊白芍20-30

克尧兩面針20-30克尧龍齒20-30克尧甘草5克冤加牛膝
10克尧菊花12克尧生地15克遥

榆氣陰兩虛型院益氣養陰袁用雙黃麻湯渊黃芪尧黃
精尧升麻冤加葛根尧黨參等遥 渊3冤牽引療法院用枕頜布托
牽引袁重量5-8公斤袁每天1-2次袁每次0.5-1小時袁連
續1-2周爲1療程遥

渊4冤針灸尧理療等遥
渊5冤手術治療院對個別病例袁非手術療法療效不

明顯袁影響正常工作與生活者袁可考慮手術治療遥
渊6冤調護院可見頸性眩暈中內容遥

失 眠
1 診斷院

渊1冤患者有頭暈尧頭渊沉冤重尧失眠尧多夢尧心情煩
躁尧易冲動等情志症狀遥

渊2冤有些患者袁常在頸部特殊體位下易於入睡遥
渊3冤X線片示院頸椎有退行性變袁如椎間隙狹窄尧

鈎椎關節不對稱尧增生尧小關節錯位尧椎間孔狹小以
及骨刺等遥

渊4冤必要時行星狀神經節或頸上交感神經節以
及高位硬膜外封閉袁有助于診斷遥

渊5冤其他檢查院肌電圖或體外誘發電位檢查常可
見異常徵遥
2 鑒別診斷院

渊1冤精神性失眠遥

渊2冤環境性失眠渊如強度不適尧光線太亮尧聲音太
鬧尧臥具不合適等引起者遥 冤
3 辨證分型院

渊1冤氣滯血瘀型院
渊2冤肝腎不足型院

4 治療

渊1冤手法治療院手法治療採用定點旋轉復位法遥
渊2冤藥物治療院適用于頸椎無明顯移位袁或手法

後配合使用遥
淤氣滯血瘀型院治以活血化瘀袁舒通脈絡袁用血

府逐瘀湯加減遥
于肝腎不足型院治以滋水涵木袁調和氣血遥 用虎

潜丸加減遥
渊3冤牽引療法院分爲布帶牽引和顱骨牽引遥
渊4冤耳針或埋豆渊耳壓冤法院取頸椎尧神門尧手尧內

分泌尧心等部位遥
渊5冤小針刀法院可用肌痙攣明顯處的肌肉附着點

剝離遥
渊6冤手術治療院適用于保守治療無效或發復發作

者遥
渊7冤功能鍛煉院在急性期患者疼痛較重時宜緩袁

頸部活動範圍要小袁用力不宜過猛遥 做頸尧肩尧背部功
能鍛煉袁可促進血液循環袁增強局部肌力袁保持患椎
的穩定性遥
5 調護院

渊1冤正確的睡姿袁合適的枕頭遥 以仰臥尧側臥爲
宜遥選柔軟的圓枕袁超過自己的肩寬10-20厘米袁高度
爲10-15厘米遥 枕頭的位置放在脖子的後方袁不要放
在枕部袁以免抬高頭部袁使頸部肌肉疲勞袁頸曲變直
或反張遥

渊2冤糾正不良的姿勢和習慣遥
渊3冤預防頸部扭傷尧落枕袁尤其是嚴重的外傷遥
渊4冤注意飲食袁可適當食些胡桃尧山萸尧黑芝蔴等

補腎之品袁木瓜尧當歸等舒筋活絡藥袁同時要防情志
抑鬱遥

渊5冤可選擇適當的體育鍛煉遥
咽部異物感

1 診斷院
渊1冤常見于中靑年及女性患者袁有頭頸部外傷或

頸椎病史遥
渊2冤頸活動度受限或局部有壓痛袁頸肌緊張袁或

有強直性伸頸出現遥
渊3冤原因不明或咽部檢查無明顯陽性發現的非

進行性尧反復發作性的咽部異物感遥
渊4冤X線檢查院一般有頸椎生理彎曲消失或後凸

反張袁 偶可見椎體滑脫或頸椎中下段巨大骨贅形成
或項韌帶鈣化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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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5冤咽部及食道檢查排除感染性或器質性疾患遥
2 鑒別診斷院

渊1冤慢性咽炎遥
渊2冤咽部異物遥

3 辨證分型院
渊1冤瘀滯型院
渊2冤痰結型院

4 治療院
渊1冤手法治療院採用頸椎旋轉復位法糾正偏歪錯

位的頸椎袁 局部行分筋理筋及按摩手法以緩解頸肌
痙攣袁恢復頸椎的內處平衡袁減輕神經尧血管的壓迫遥

渊2冤藥物治療院
中醫辨證施治院
淤瘀滯型院 治宜活血化瘀袁 方用通竅活血湯加

減遥
于痰結型院 治宜化痰利咽袁 方用半夏厚樸湯加

減遥
渊3冤牽引療法院用枕頜布托牽引袁重量爲3-8千

克袁每天1-2次袁每次0.5-1小時遥
渊4冤針灸尧理療遥
渊5冤手法治療院對少數症狀嚴重袁影響正常呼吸

和飲食者袁可行手術治療遥
渊6冤調護
淤糾正不良的坐尧睡姿遥
于進行適當的功能鍛煉袁如做 和野犀牛望

月冶鍛煉遥
盂注意頸部保暖袁勿受寒濕侵襲遥

榆忌飲咖啡尧酒尧濃茶等刺激性飲料遥
頸心綜合徵

頸心綜合徵院 是指頸椎病導致心臟植物神經功
能紊亂所産生的一類病症遥 渊臨床表現爲胸悶尧胸痛尧
心慌尧氣短等類似冠心病症狀的一類病症遥 冤
1 診斷院

渊1冤具有頸椎病臨床表現及體徵袁並經X線片冤有
頸曲改變尧鈎突增生尧椎間隙變窄尧椎體出現雙邊雙
突或仰傾改變渊或CT檢查符合頸椎病診斷遥

渊2冤伴有胸悶尧胸痛尧心悸等不適遥
渊3冤應用心血管藥物渊如常規擴冠尧抗心律失常

及營養心肌藥物冤治療袁症狀改善不明顯或無效遥
渊4冤動態心電圖尧心肌酶譜尧心臟彩色多普勒等

檢查未見心臟器質性疾病遥
2 鑒別診斷院

渊1冤冠心病
渊2冤其他心血管疾病
治療院
針刺院
頸椎夾脊渊C2尧C3冤穴尧大杼尧膏肓尧神道尧心兪尧至

陽穴遥 每天1次尧留針20分鐘袁10天1療程遥
牽引院 重量9-15公斤袁每天1次袁每次30分鐘遥
推拿手法院患者取坐位袁術者站在患者背後袁先

用滾法及一指禪推法在項背部放鬆約10分鐘袁 然後
指揉風池尧頸夾脊尧肩井尧心兪尧內關袁最後根據頸椎
小關節錯位的方向袁觸診並結合X線正側位片具體情
况袁採用定點旋轉復位法袁每日1次袁10次爲一療程遥

一尧經絡硏究的現狀

經絡學説是中醫的核心理論之一袁 在中醫的臨
床實踐中袁它的分布渊因得氣感知冤和療效袁讓人們已
有深刻的體驗曰現代又從聲尧光尧熱尧電尧磁尧核素示踪
及化學等方面進行實驗袁 都測出了經絡的特殊性質
和分布規律等袁經絡表現出有明顯存在的迹象遥 而以
生理學尧解剖學等爲基礎的現代醫學袁沒有發現經絡
的解剖結構袁 又不能解釋經絡爲何沒有解剖結構及
傳導速度慢等現象袁經絡就成了謎遥 特別是金鳳漢事
件後袁使經絡硏究到了談虎色變的局面遥 這時袁出現
了否定經絡尧否定中醫的聲音曰也出現了中醫博大精
深袁現代人學不懂钥 外國人看不來等言論遥 經絡從中

國人在人體上的第一大發現袁成了神秘的黑匣子袁也
産生了一些能解釋某些經絡現象的黑匣子理論遥
二尧我的硏究思路與方向確定

我經以下幾點分析袁確定了硏究的方向遥
首先袁經絡在中醫臨床應用中療效顯著袁明顯地

表現出具有生理性和遺傳性等曰 現代科學實驗也得
出院經絡有明顯存在的迹象遥

其次袁用合成與分解的方法硏究經絡袁沒有發現
經絡特有的物質或解剖結構遥

再次袁 中醫與經絡是運用整體觀和系統觀的成
功典範袁用合成與分解的方法行嗎钥

硏究方向的確定院有存在的迹象又沒有結構袁可

經絡硏究的現狀與出路

福建省將樂縣第四中學 黃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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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生理性和遺傳性活動的功能表現钥 用整體觀和
系統觀去硏究生理學和遺傳學等袁應該是出路遥
三尧遺傳性狀表達調控網與經絡本質
3援1 多細胞生物體上一個必然存在的網絡院遺傳性
狀表達調控網

確定了硏究方向袁 開始從整體觀和系統觀去硏
究多細胞生物體的生理與遺傳規律遥 硏究發現院1尧生
理功能系統都有統一的功能控制中心袁 如神經系統
有神經中樞遥 2院人是多細胞生物體袁在人的生長髮育
過程中袁沒有一個統一控制中心袁只有遺傳信息貯存
核心DNA曰它是通過野核質互作冶的方式實現表達調
控袁是DNA和蛋白質的分子固有結構決定的遥 具體表
現爲院 細胞增殖的調控不僅要遵循細胞自身的增殖
調控規律袁同時袁還要遵守生物體整體的調控機制的
調節袁 已表達出的細胞間互作構成的胞外組合調控
信號袁 在細胞的命運是分化還是分裂都是起着決定
性的作用袁它引發組織特異性基因選擇性的表達袁實
現嚴格按基因表達的程序袁級聯啓動尧旣定性漸成式
地表達遥 實驗硏究還表明袁細胞間通訊構成的胞外組
合調控信號具有多樣性遥

總之院 基因表達時袁 細胞及調控途徑是同時表
達尧互爲條件袁互爲結果的袁細胞構成了生物體袁對應
的細胞內外通訊構成了基因表達調控途徑袁包括院胞
內信號轉導途徑與胞外組合調控途徑袁 它調控着細
胞生長尧分化尧增殖尧修復與再生等生命的基本過程袁
是決定生物體生長髮育整體遺傳性狀表達的組合調
控網絡袁 實現了生物整體性狀嚴格地按照基因程序
調控表達的必然存在的網絡袁 該調控網絡故稱遺傳
性狀表達調控網渊簡稱院調控網或網冤遥

調控網這種表達調控方式袁 使基因表達的內容
和調控形式達到了完美的統一袁 是適應自然的能旣
定性漸成式組裝出有完善生理功能的生物有機體的
最佳的尧不可替代的調控模式袁它使基因表達更準確
穩定袁且大大減少了DNA的總量遥 使每一個體細胞都
是構成調控網的成分袁 故網也網絡調控着生物體上
的每一個體細胞遥 最終袁將人體的上下尧左右尧內外的
細胞尧組織尧臟腑器官尧筋骨皮毛尧四肢百體都有機地
聯絡在一起成爲有機體遥 同卵雙胞胎始終長的一模
一樣就是例證遥
3.2 整體性與系統性的體現院全息性尧主幹道和信息
中心

細胞具有全能性袁各種細胞都有一定的模式袁各
種組織也有一定的模式袁表現出同類細胞尧組織的全
息性袁例院肌細胞尧肌組織遥 由各種組織構成的器官尧
肢節也有一定的模式袁表現出器官尧肢節層面上的全
息性遥 因此袁對應的調控網就構成了立體的尧多層次
全息的調控網遥全息性又大大地減少了基因的總量遥

全息性還表現在細胞分化調控的時間與空間上的程
序濃縮在每一個細胞的染色體上遥

發育過程中袁 胚層內及胚層間相鄰細胞之間的
發育具有系統相關性遥 同時袁器官性狀功能分工的特
異性尧集中性和潜在的全息性袁也使發育過程中相關
性的調控網的信息傳遞途徑袁 産生了相對的特異性
與集中性袁 在軀體上的臟腑與全息體上相關的全息
臟腑間袁 形成了與臟腑性狀功能相對應的調控網的
主幹道和信息中心遥 表現在主幹道上的細胞互作通
信有着相對專一的尧 更緻密的性狀信息傳遞結構及
更強信息傳遞袁但不形成特化的調控細胞和組織遥 一
切細胞的性狀尧功能狀態信息也在調控網中傳導袁並
在各全息胚上的全息對應部位表現出來袁因此袁調控
網的分布表現出隨生物性狀全息相關分布的規律袁
使生物體成爲有機整體遥 生物全息律從外形和功能
穴位分布上總結了全息現象存在的普遍性遥
3援3 遺傳性狀表達調控網的表現形式要要要經絡

首先袁 將遺傳性狀表達調控網與中醫經絡進行
整體比較袁它們共同的核心內容是院內屬臟腑袁外絡
肢節皮毛的特殊分布並形成主幹道袁及其行氣血尧通
陰陽的調節功能等渊只是表達方式的不同冤遥 再將網
的存在方式尧性質與大量的經絡現象進行綜合分析袁
可得出院遺傳性狀表達調控網就是中醫經絡尧主幹道
就是十二正經尧奇經八脈曰同一部位由表及里各組織
全息體上的全息臟腑間的信息聯絡主通道或信息中
心就是穴位遥

其次袁 從遺傳性狀表達調控網的意義和存在方
式可知袁 一切多細胞生物體上都有遺傳性狀表達調
控網袁他網絡着一切體細胞袁是與生俱來的遥 從生物
重演律及解剖結構相似可知袁 同類生物的遺傳性狀
表達調控網的分布規律也是相似的遥 調控網的存在
方式決定了其具有遺傳性和反映組織的性狀和功能
狀態的性質袁還有整體調控性尧時間的周期性尧空間
分布的臟腑對應性尧組織特異性尧全息性尧多層次性袁
無需形成網絡細胞的隱性袁差異的理尧化尧生理和傳
導特性等遥 一切體細胞的增殖與凋亡尧再生與修復尧
疾患的轉歸都是在網的調控下實現的遥 這些現象與
性質都是經絡所具有的袁亦可得出野遺傳性狀表達調
控網就是經絡冶遥 故有袁一切多細胞生物體上都有經
絡遥

經脈所絡屬和經過的組織尧 器官在人的胚胎發
育期都是由各胚層協同發育構成的一個發育相關的
體系袁 在相關全息部位的組織都會有一定相關性表
現遥 實驗表明院當基因變異表達出變異的臟器時袁在
經絡上有牽連的臟腑尧全息臟腑也對應地發生變異遥
例如心臟房室信道缺陷渊又稱心內膜墊缺損冤與十二
指腸閉鎖或狹窄等對應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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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經脈也是生理和病理的相關體系遥 機體上
的一切細胞的性狀尧功能狀態信息也在網中傳導袁並
在各全息胚上的全息對應部位表現出來遥 例袁妊娠到
5個月以後袁在孕婦的腳上與下腹部全息對應的部位
會凸起袁分娩後也隨之復原遥 腹部手術後袁在腳上與
腹部全息對應的部位會凹陷遥 對應的其他全息部位
也有相同的表現遥

再次袁循經感傳現象渊得氣冤袁是針灸等對經絡的
刺激産生的超常量的性狀功能狀態信息袁 對經脈沿
途分布的神經末梢形成了閾上刺激時袁 受刺激者就
會體驗到沿經傳導的酸尧脹尧重尧麻等特殊的感覺遥 循
經感傳的速度院細胞的直徑渊含間距冤10耀100微米袁單
細胞受刺激動作電位産生與細胞間傳導時間約0.5耀
2毫秒袁則單細胞傳導動作電位速度等於10耀100微米
除以0.5耀2毫秒袁等於2耀20厘米每秒的範圍袁與得氣
傳導的速度相符遥

針灸和全息診療法等都是通過經絡來進行診療
的遥 在古代只有有了得氣袁才更有體驗袁所以袁都在經
脈上施術遥 全息診療法是在全息現象的基礎上建立
起來的診療法袁只看結果袁不管信息傳導方式遥

總之袁經絡的臨床實踐和現代科學實驗證實院經
絡是眞實的存在遥 遺傳性狀表達調控網有經絡的所
有功能袁野遺傳性狀表達調控網要要要經絡冶 學説能解
釋現知的各種經絡現象袁 又從理論上證實了經絡是
眞實的存在及本質遥 反之袁經絡現象表明院遺傳性狀
表達調控網不僅在理論上是存在的袁 而且是得到實
驗證實的客觀存在遥 故有袁遺傳性狀表達調控網是對
人體生長髮育調控途徑的整體表象的發現和認識袁
是人體生理機能的又一次系統的認識袁 與現代生物
學不矛盾袁是現代生物學的一個補充遥 其次是從現代
生物學上發現了經絡的本質院遺傳性狀表達調控網袁
從而成功地解釋了各種經絡現象遥
四尧新的生物體調控模式

4.1 生理功能系統是基因表達的內容尧維持穩態的
調控系統

生理功能系統是生命的基本特徵院 新陳代謝和
興奮性的執行系統遥 在人體上構成了相關的生理功
能器官和調節環路袁 對靶細胞産生遠距離同步調節
其新陳代謝和興奮性尧 調節生物體的生長與發育的
程度袁確保生物體內環境的穩定遥 調節生物體適應外
環境袁並與外環境進行物質尧能量和信息的交流袁達
到外適內穩遥 爲經絡調控創造條件遥

4.2 經絡是基因表達的調控形式尧 生長髮育的調控
系統

它通過近距離的組合調控方式袁 決定遺傳性狀
的表達袁並通過網絡實現遠距離的整體相關調控袁使
生物生長髮育成爲有機整體遥 它是決定生理功能系
統存在的表達調控系統袁 是生物表型性狀趨向基因
型的適應性表達的動態調控網曰是細胞增殖尧生長尧
分化尧修復與再生等生命的基本現象的動態調控網遥
4.3 新的生物體調控模式

經過以上探討可得出院
生物有機整體生長髮育與穩態的調控模式
基因表達寅 功能活動寅
也細胞渊基因冤页也經絡系統页也人渊細胞冤页

也生理功能系統页也生理功能页
饮組合調控 饮維持穩態

調控生長髮育的系統 維持穩態的系統
該模式闡明瞭生物體上的兩大系統院1尧 生物體

生長髮育的調控系統要要要經絡系統曰2尧 維持穩態的
調控系統要要要生理功能系統遥 兩大系統是同時表達
又互爲因果的袁 共同完成生物體生長髮育與內穩的
調控袁使生物體成爲外適內穩的獨立生命體遥 三個調
節尧調控系統比較硏究袁則進一步闡明瞭該模式的意
義遥 該模式讓經絡爲何神秘的原因一目瞭然了袁又進
一步完善人們對多細胞生物體自穩現象的認識遥 三
個醫學體系渊中尧西醫與結合醫學冤比較硏究袁闡明瞭
中尧西都側重地硏究了其中的一個系統袁中醫學是以
經絡系統爲核心紐帶來硏究人體袁 西醫學則是從各
生理功能系統來硏究人體的袁中尧西醫是從不同的角
度硏究人體的互補的醫學體系遥
五尧新的生物體調控模式下的硏究內容
5援1 新的生物體調控模式下的生物學基礎理論與
實驗硏究遥
5援2 運用調控網説全面解釋經絡臨床和實驗現象遥
5援3 中尧西醫學和中西醫結合醫學的理論與臨床硏
究遥

渊作者簡介院黃應秋院男尧1962年9月生遥 1981年7月畢業于

三明師專物理系尧2002年在福建敎育學院函授生物本科遥福建

省將樂縣第四中學總務處主任尧高級敎師遥 省尧市優秀科技輔

導員遥中國醫促會中老年保健專業委員會理事尧專家委員會委

員 等 遥 固 定 電 話 院0598 -2324910曰 移 動 院18965308935/
13859418532曰傳眞院0598-2322544曰郵箱院13859418532岳163.
co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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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精産生的根本原因的硏究與探討
要要要叶關於根本解決歐盟組織中抑鬱症問題的思考曳發表背景情况説明

朱雄亮

渊福建三木集團袁354200冤

叶關於根本解決歐盟組織中抑鬱症問題的思考曳
一文是本人用大半生的硏究做出的總結遥 爲了讓醫
學探索者不再走彎路袁 也爲了以後有志醫學事業的
致力者不再重蹈覆轍袁同時給精神病患者帶來福音遥
本人特將情况説明如下院

在小學時本人是個貪玩的小孩袁 從一年級到五
年級大部份時間都在逃課袁因此成績都不好袁只是因
爲從二年級開始本人就異常喜歡看小説袁 所以語文
成績才勉強及格遥

到了初中袁本人是在建陽縣崇雒中學讀書袁這時
有個數學老師叫黃登寶袁 他給了我一些較爲靈活的
數學題目袁 在他的指導下做完從此讓我喜歡上了數
學袁從而開始愛上了學習遥 到了初中一年級期終考試
我的學習成績已能排名全年段第一袁 並一直保持了
兩年遥 應該感謝的是當時的學校領導袁他們不斷地以
陳景潤尧居里夫人等科學家的事迹鼓勵我袁讓我有不
斷衝擊科學的動力遥 也許還受父親和姐姐的影響袁我
格外的喜歡醫學袁尤其是中醫學浴

後來袁我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建陽一中袁于1983年
本可以上一所本科的農業大學定向生的我放棄了這
個機會袁第二年我考上了第一軍醫大學遥 當然如果不
上醫學院袁 也許我的惡夢不會開始袁 我也許會很平
凡袁或也許也會成爲其他行業的專家袁但命運讓我選
擇了一生事業的最愛遥

精神病長期以來就被醫學界定性爲遺傳疾病袁
而被人認爲是不可根治的疾病遥 這與傳統的中醫學
理論中的陰陽平衡從根本上有着許多矛盾之處袁於
是我立志要讓自己的硏究方向放在功破精神疾病的
難關上遥

也許厄運就從此開始袁 在第一軍醫大學一年級
時我就試用了幾十種大熱大寒的中草藥袁 起初只是
性格狂妄與自虐中反復地變化袁 最後在校因狂而發
病而被迫退了學遥

回家後袁我悄加寒性藥物平衡後袁依然很狂妄院
我就是不在軍醫大袁 我也能再考上一個好的大學給
你看看浴 於是幾個月後我又以優異成績考入了上海
海運學運水管專業遥 如果我能就此罷手袁我的生命軌
迹也許還不是這樣袁 但我仍然無法放棄我的精神病

用藥硏究遥
不久袁我再服用了極寒性的藥袁反因抑鬱而癲袁

又一次離開了大學遥 於是我回到了崇雒糧站袁開始了
邊工作邊實驗遥

在經過了多次的大熱大寒後袁 我也多次地狂症
與陽虛癲症中不斷變換着遥 如果沒有結婚袁也許這個
遊戲我會一直做下去袁因爲經過了幾次變故袁人情寒
曖讓人心痛袁我已不在乎這些袁似乎已看穿世間一切
了遥 可是卻有個女孩子不顧一切地與我結婚袁讓我覺
得不能辜負她袁 因爲我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來做一場
場遊戲袁但我絶不能用我的錯誤來傷害另一顆心袁可
是因爲多次的用藥導致了體內物質的極度不平衡而
陰虛癲症袁我自己已無法解決這個問題遥 正好此時從
醫的大姐來我家過年袁 大姐根據我的身體症狀給我
吃了文中的中藥袁經一段時間的調理最後得以痊癒袁
不過也因爲長期用西醫的臨時控制袁 而産生了要少
量西藥安眠的習慣遥

雖然本人多以單藥硏究爲主袁 但經過了本人半
生硏究袁加上本人對家譜人物無精神病史的考證袁本
人認爲精神疾病産生的根本原因不是當前醫學上所
説的遺傳因素袁 而是生理因素的嚴重失調才是決定
性因素遥

本人實驗還證明瞭野傷人與自傷尧殺人與自殺冶
是狂症與癲症的兩個不同的重要表現袁狂症多會野狂
妄自大袁自以爲是袁所以常常會傷人殺人遥 冶癲者多會
野厭世悲觀袁自認無用袁所以常常會自虐自殺遥 冶雖然
狂者與癲者還有共性袁 就是都可以用西藥來抑制他
們的行爲遥 但是他們的內在共性院就是幻聽尧幻覺與
幻想袁這是用西藥所不能根治的袁必須用中醫中藥調
理才能徹底治療遥 這條經歷卻不是一般患者所能夠
吿知醫生的袁也才致使精神醫學無法深探的緣故浴

本來做爲個人袁 我很想把這一切全爛在心里不
再説出袁何况本人已生活穩定袁家庭幸福美滿袁而曾
經的理想也已淡然無存遥 但是袁2003年世界衛生組織
把抑鬱症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袁 而本人曾經花費這
么多的心血才換來的東西從此消逝於人世也的確有
些可惜袁於是反復考慮再三袁寫出了這篇論文叶關於
根本解決歐盟組織中抑鬱症問題的思考曳遥 爲了讓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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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學説是中醫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袁歷代醫
家通過大量臨床實踐袁 不斷總結提高並上昇到理
論袁形成了脾胃學説遥 現將其進展探討如下院
一尧脾胃學説的形成院
渊一冤萌芽于秦漢時期
1.1叶黃帝內經曳是奠定中醫脾胃學説理論基礎的最
早醫著袁它系統地對脾胃學説的解剖生理尧病因病
理尧預防治療做出了初步的探討與總結遥 認爲脾與
胃在五行屬土袁爲野倉廩之官冶袁水谷精氣出于此袁故
以胃氣爲野人身之本冶遥 叶內經曳雖有關於脾胃解剖形
態的記載袁但由於中醫對臟器的認識更側重於生理
功能與病理變化袁對脾胃在解剖基礎上賦予了脾主
運化尧脾主氣血生化尧脾主肌肉等功能袁故與現代醫
學器官的解剖形態學有其距離袁叶內經曳中的野脾胃冶
實際上是多臟器尧 多系統的一個功能單位遥 總之袁
叶內經曳 對脾胃的生理功能的認識爲後世脾胃學説
的發展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框架遥 歷代醫家窮叶內經曳
之要旨袁集臨症之經驗袁脾胃學説代有發展遥
1.2東漢時期袁張仲景以叶內經曳爲基礎著成叶傷寒雜
病論曳袁其中對脾胃從生理尧病理尧脾胃病因及治方
都作了全面闡叙遥 在叶傷寒論曳中重點闡叙外邪內犯
傷脾胃袁並指出脾胃虛是外邪內犯的前提袁而在叶金
匱要略曳中所論脾胃病則以內傷爲主袁在很多病證
治療中集中體現出顧護脾胃的思想遥 叶傷寒雜病論曳
有些名方至今仍廣爲應用袁且療效卓著袁如小建中
湯袁理中湯等袁至此脾胃學説在祖國醫學的地位已
基本確定遥
渊二冤發展于唐宋時代

唐代醫家孫思邈對叶內經曳硏究很深袁晩年開始
接觸叶傷寒論曳袁著叶千金要方曳與叶千金翼方曳袁在雜
病辨治中以五臟六腑爲綱尧寒熱虛實爲目袁脾胃學
説具有了非常豐富的內容袁而且具體易學袁易被習
醫者接受遥 宋代著名兒科大家錢乙袁在總結歷代前

人思想基礎上袁提出野脾主困冶的學術思想袁創立益
黃散袁以運脾的名方治療脾虛濕困之症袁廣泛用于
小兒食不消尧吐瀉尧疳積尧慢驚等多種病症遥 兒科大
家萬密齋重脾胃袁治療尊野中和之道冶袁妙在補瀉兼
施袁指出野今之調脾胃者袁不知中和之道袁偏之爲害袁
喜補而惡攻遥 害于攻者大袁害于補者豈小哉浴 冶強調
中和之道的重要性袁認爲關鍵是一個野度冶字袁這個
野度冶就是要達到陰陽的動態平衡袁使脾胃學説得到
初步發展遥 上述醫家以叶內經曳爲基礎袁以臟腑學説
爲出發點袁對脾胃學説不斷完善袁但多以單一臟腑
的寒熱虛實爲主線袁但缺少臟腑間的聯繫遥
渊三冤全盛于金元明清

金元時期是我國醫學史的最繁榮時期袁各個學
術流源尧各種學術思想在爭鳴中不斷發展袁脾胃學
説在此階段顯得十分突出遥 易水學派張元素總結繼
承前人臟腑辨證要旨袁 對脾胃病的認識進一步深
化袁構建了更完整的體系袁指出院野土實瀉之冶袁方法
有瀉尧吐尧下曰野土虛補之冶袁方法有院補母尧補氣尧補
血遥 根據脾喜運尧 胃喜降特點確立了治脾宜守尧宜
補尧宜升遥 治胃宜攻尧宜和尧宜降的治法袁在實證治法
中提出野養正積自除冶的觀點尧首創野枳術丸冶袁提出
以白術爲扶養脾胃之要藥遥

張元素弟子李杲根據當時戰亂繁多民不聊生袁
脾胃內傷之民情袁結合自身豐富的臨床經驗及對發
病機制的認識袁著叶脾胃論曳來闡明野脾胃內傷尧百病
由生冶的脾胃觀遥 他突出強調二個基本觀點袁一是脾
胃是元氣之本袁脾胃一傷則元氣衰袁病即由生袁重視
脾胃對元氣的重要作用袁把脾胃內傷作爲虧損及內
傷總病機的理論依據曰二是脾胃居于中焦袁爲精氣
升降之樞紐袁強調脾胃之氣的升發遥 在對內傷脾胃
體虛發熱提出中熱論袁 治療上突出用升陽益氣尧甘
溫除大熱從而設立了補中益氣湯尧 升陽散火湯等遥
但在升降問題上袁特別強調陽氣袁忽視陰精曰強調升

脾胃學説進展探討

周來興 陳仰東 潘才丕 王榮坡 陳樂群 劉啓文 潘志明

福建省永春縣中醫院省中醫重點脾胃專科渊362601冤

學探索者不再走彎路袁 也爲了以後有志醫學事業的
致力者不再重蹈覆轍袁同時給精神病患者帶來福音遥
我決定將此文給予公開袁望國內國際同行予以重視浴

渊作者簡介院朱雄亮渊原名朱紅亮冤袁男袁1966年11月生袁漢
族袁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鎮人袁中共黨員袁會計師遥1983年畢業

于建陽一中袁 並于1983年考上一所農業大學定向生袁 未往曰

1984年考入第一軍醫大學軍醫專業袁于1986年退學遥 1987年被

分配到崇雒糧站任會計主管尧財務負責人袁2001年10月競聘于

福建省武夷山郵電賓館任財務部經理袁2003年3月開始在升輝

國際集團任總監及財務經理袁2007年12月任福建三木集團股

份有限公司子公司財務經理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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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袁忽視潜降袁誠爲美中之不足遥
在李杲思想影響下袁金元明清時期産生了大批

在脾胃學説上有建樹的醫家袁最具代表的是溫補學
派尧及王進之創立的野陰證學説冶遥

明清時期在朱丹溪滋陰學派之後發展起了溫
補學派袁主要思想是強調脾胃腎命門對生命的主導
作用袁使脾胃學説有了進一步發展遥 代表人物薛己
對脾胃病治療強調野補火生土冶袁即腎命門對脾胃的
溫煦作用遥 明末李中梓創立先天後天根本論袁闡明
先天之本在腎尧後天之本在脾的思想袁主張補脾補
腎兼行袁不局限于脾胃遥

清之葉桂袁在李杲脾胃理論的基礎上袁又創立
了胃陰學説袁他認爲胃爲陽土袁喜柔潤而惡剛燥袁且
腑宜通袁以通爲補袁因之在臨症上創養胃陰及通補
胃腑之法遥 養胃陰袁多選玉竹尧花粉尧沙參尧石斛尧麥
冬之品甘涼濡潤袁使津液來復袁通降自成袁而不宜苦
降或苦寒下奪之品袁謂之野陽明燥土袁得陰自安冶遥 葉
氏還廣泛引用通絡法治脾胃袁認爲病野初爲氣結在
經袁久則血傷入絡冶遥諸病在絡袁痛則不通遥而論治以
通爲主袁藥以辛爲主袁以潤爲輔袁辛可出陽袁潤能入
陰袁辛助其行袁潤助其通遥 病在血宜辛柔活血曰病在
氣宜辛香理氣曰血瘀濕滯者袁又宜蟲類藥爲丸袁緩攻
搜剔曰陰虛絡熱宜清潤曰陽虛絡寒宜辛溫曰實症偏
通袁用化瘀逐飲等法曰虛症偏補袁用柔劑通藥等遥 理
法方藥袁自成體系袁爲脾胃論治別闢蹊徑袁在理論和
治法上補充和發展了脾胃學説袁對後來脾胃學説發
展有很大啓迪遥

縱觀金元以來脾胃學説發展袁是在經典著作指
導下袁由單一模式到多元化模式袁由重點學説出現
到完善補充發展的過程遥
二尧脾胃學説的現代硏究

新中國成立後袁對脾胃學説的硏究越來越受到
國內醫學界的重視袁認爲脾胃乃後天之本袁其生理
功能對維護人的生命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遥 臨床運
用補益脾胃的方法可以治療多種病症袁並取得顯著
的療效遥 因此對脾胃學説本質的硏究引起了國內醫
學界的廣泛興趣遥 除了不斷整理尧發掘古籍外袁在中
醫理論的指導下袁運用傳統與現代硏究相結合的方
法袁從生理尧生化尧病理等多學科尧多指標尧多途徑袁
由臨床到實驗及動物模型等進行了廣泛的硏究遥
渊一冤脾的生理功能硏究院李氏認爲野脾氣散精冶尧野營
之居也冶袁水谷精氣尧飲食營氣的吸收輸布袁與小腸
吸收相關袁並隨着硏究不斷深入袁認爲脾的生理功
能不僅限于消化系統袁 它可能是多系統功能的綜
合遥
渊二冤脾虛診斷標準硏究院根據2000年中華醫學會消
化病學分會全國慢性胃炎硏討會意見的診斷標準院

1尧大便溏瀉曰2尧食後腹脹袁喜按曰3尧面色萎黃曰4尧食
慾減退曰5尧肌瘦無力遥 具備以上三項即可診斷爲脾
虛遥 同時提出口腔唾液PH値尧胰功肽尧胰澱粉酶活
性及皮膚電位四項可作爲脾虛證的參考指標遥
渊三冤脾虛本質的硏究院消化系統的改變袁在組織學
的改變院王氏等發現脾虛型患者胃體和胃竇部粘膜
常見呈蒼白和紅白相間並以白爲主袁消化道液分泌
的變化袁經實驗硏究發現脾虛患者消化腺分泌和儲
備能力不足袁化學性消化機能低下袁提示院唾液澱粉
酶活性下降是脾虛證具有一定的特異性遥 吸收功能
的改變院吳氏發現50%耀60%的脾虛患者大便中可查
出未消化食物和脂肪顆粒遥 胃腸道運動改變袁周氏
等認爲脾虛患者有結腸運動亢進的現象袁還發現功
能性改變多屬虛證袁器質性改變多屬實證袁虛證往
往以脾的證候爲主袁 而實證則以胃的證候爲主袁認
爲可作爲中醫辨證的客觀指標袁如低張胃常提示脾
虛曰胃底畸形積氣常提示氣滯等遥
渊四冤免疫功能硏究院馮氏認爲脾胃健袁粘膜豐遥 正常
的胃腸粘膜具有保護性屛障作用袁可以防止胃壁的
自身消化及食物和藥物的化學性和物理性損傷袁可
以防止致病性微生物的浸入遥 説明通過調整脾胃防
止疾病發生的重要性遥 近二十年來不少硏究單位以
測定機體免疫功能袁作爲反映野脾旺冶或野脾虛冶程度
的一個客觀指標遥 測定細胞免疫及體液免疫功能袁
脾虛者均比正常人爲低遥
渊五冤神經內分泌功能改變院賈氏發現脾虛患者測定
17-酮皮質固醇均較正常低袁 還提示脾虛者體內兒
茶酚胺水平偏低遥 廣東中醫院等還發現脾虛者血壓
偏低袁脈搏變慢袁而冷壓試驗尧臥立試驗等均表現爲
副交感神經偏亢現象遥
渊六冤代謝功能改變院王氏認爲脾胃是化生水谷精微
的主要臟腑袁脾主運化對機體的新陳代謝起着重要
的作用袁 機體內脂質代謝同樣依靠脾的運化功能袁
即脾運化功能是脂質代謝的關鍵遥 金氏認爲脾虛患
者會出現糖尧脂肪尧蛋白質三大物質的代謝障礙遥
渊七冤胃鏡檢查分類與慢性胃炎的中醫分型關係院武
氏等發現脾胃虛弱型以紅斑滲出性胃炎爲主袁肝胃
不和型以癃起糜爛性胃炎爲主袁胃陰不足型尧脾胃
濕熱型均以萎縮性胃炎爲主袁胃絡瘀血型則以出血
性胃炎爲主遥

以上硏究袁選擇許多客觀指標進行探索袁獲得
一些較好的指標袁爲臨床論治脾胃病提供了科學依
據袁使脾胃學説融入現代科學之中袁對加速中醫現
代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袁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脾胃學
説遥
三尧當代中醫的學術觀點院
渊一冤強調脾胃升降作用袁認爲野無升則無降袁無降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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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升冶袁把重視脾胃的升降作爲氣機調理的重點遥 如
姜春華認爲脾胃爲一身氣機之樞紐袁 脾升則健袁胃
降則和遥 臨床上調治脾胃常用健脾升清袁和胃降濁
之法袁代表方爲補中益氣湯尧旋覆代赭石湯尧枳實導
滯丸等曰董建華認爲胃腑以通爲用袁以降爲順遥 降則
和袁不降則滯袁反之爲逆袁故應脾胃同治袁升降並調袁
關鍵在于掌握升清降濁的分寸曰路志正則強調升降
相宜袁顧其潤燥袁調暢氣機宜權中庸曰葛仰山在治療
脾胃病的經驗中認爲院野中流換瀾之法袁 莫貴乎升
降遥 而升降之法又各有千秋袁調和肝膽以濟中州袁是
升降中的法中之法遥 冶臨床上創制3個有效方劑袁淤
益脾啓中湯用于肝膽不升尧疏泄不及尧中氣下陷之
證曰于養胃啓中湯用于肝氣犯胃袁郁火灼陰之證曰盂
舒肝啓中湯用于肝郁陽虛濕阻症遥 野升降冶治法上袁
各有建樹遥
渊二冤 健脾以運爲主遥 兒科學家江育仁繼承了錢乙
野脾主困冶的重要學術思想袁提出野脾健不在補貴在
運冶的思想袁認爲運脾法是調整小兒脾胃功能的核
心遥 在運脾的治療中袁首重蒼術袁指出蒼術味微苦袁
氣味芳香而性溫燥袁功能芳香悅胃袁醒脾助運袁開郁
寬中袁疏化水濕袁正合脾之習性曰趙棻調節脾胃功能
注重健運袁認爲健運爲安袁取其中和袁喜用二芽袁以
其稟開發之氣袁具有化中樞尧熟腐水谷的特色遥
渊三冤理脾胃以調氣血袁多法兼治遥 施今墨臨症重視
脾胃袁善調氣血及治胃病的經驗有院1尧寒宜溫袁治宜
溫藥和之袁用辛開溫散之法袁常用良附丸尧理中湯之
類遥 2尧熱宜清袁治宜寒折袁常用三黃石膏湯尧三黃瀉
心湯之類遥 3尧虛宜補袁治宜補益袁常用四君子湯尧參
苓白術散之類遥 4尧實宜消袁治宜消導袁常用保和丸尧
木香檳榔丸類遥 5尧痛宜通袁通有通氣尧通血之別袁並
有寒通尧溫通之分遥 6尧嘔逆宜降袁治宜使胃氣下行爲
順袁常用旋覆代赭湯尧橘皮竹茹湯等遥 7尧嘈雜宜和袁
治宜寒熱藥並用袁常用左金丸尧半夏瀉心湯之類遥 8尧
津枯宜生袁治宜養陰生津袁常用麥門冬湯類遥 以及李
聰甫則提出野理脾胃袁調氣血袁保津液冶的學術思想遥
上述醫家均豐富了治療脾胃病的方法遥
渊四冤益氣養陰是治胃病之本遥 鄧鐵濤敎授認爲潰瘍
病袁其病位在胃袁從病機分析袁熱尧實症多因胃所致袁
虛尧寒尧濕症多因脾所致袁虛寒過甚往往由於脾胃陽
虛所致袁氣郁尧氣滯多由肝失條達或肝氣過盛所致遥
鄧老強調袁本病雖成因多種袁而脾胃氣虛是根本袁健
脾氣或兼養胃陰袁是鞏固治療之大法遥
渊五冤重視脾胃之氣袁治病從脾胃入手遥 蒲輔周認爲
凡病之發生尧轉歸袁莫不與脾胃有關袁提出察病先察
脾胃強弱袁治病先顧脾胃盛衰袁要處處注意保護胃
氣遥 認爲胃氣不任重劑袁對慢性病力主寧可再劑袁不
可重劑袁祛邪和扶正袁都宜小劑量袁以便輕舟速行曰

岳美中法東垣野脾胃內傷袁百病由生冶的思想袁強調
野治病首先注意脾胃冶的觀點曰張澤生認爲脾胃的盛
衰直接影響疾病發生尧發展尧轉化和預後遥 脾胃健
旺袁五臟可安袁所以治病多從調理脾胃入手袁主張外
感祛邪袁也要處處照顧胃氣袁對內傷諸病袁更着眼于
脾胃遥 説明一切疾病發生與脾胃強弱有密切關係遥

這些學術觀點各具特色袁充實豐富了脾胃學説
的內涵袁促進了脾胃學説的發展袁是一份非常寶貴
的財富袁値得認眞繼承和發揚遥
三尧探討

縱觀脾胃學説的發展和過程袁可以説萌芽于秦
漢時期袁奠基于唐宋時代袁充實于金元袁形成于明
清袁發展于當今袁融入于現代科學袁創立了新型現代
脾胃學説遥 對於脾胃學説雖由單一脾胃發展到與
肝尧腎相關袁但仍缺少多臟腑間的聯繫遥 我們深入學
習前人脾胃學説宗中醫整體觀和臟腑相關理論袁治
脾胃病確立辨病與辨證尧 整體與局部綜合調治法袁
突出脾胃與氣血調治在治病中的作用遥 對潰瘍病尧
胃炎袁主張活動期以辨病爲主袁由於當今環境變化袁
生活節律加快袁飲食趨于滋膩袁故病因病理較複雜袁
症狀表現多夾雜袁 尤其活動期更顯露這一特點袁治
療多采用虛實兼顧袁寒熱並用袁氣血同調遥 緩解期以
辨證爲主袁則採取健脾和胃尧理氣活血袁辨證之中兼
用疏肝理肺尧補火生土等法袁並創立野疏通論冶袁以疏
肝利膽尧通腑和胃尧升清降濁尧調理脾胃等法袁治療
肝膽病尧胃腸病遥 又根椐脾胃生理特點袁提出燥濕與
滋潤同用尧升降同施尧寒溫並治尧補通結合袁重視適
其度袁掌握升之勿亢尧降之勿陷尧燥之勿剛尧潤之勿
膩尧溫之勿燥尧清之勿寒袁以符陰陽平衡之理袁使萬
密齋野中和之度冶的觀點進一步發揮並使之具體化袁
以此作爲我院脾胃專科的特色之一遥

渊作者簡介院周來興袁男袁1943年11月出生袁先後畢業于泉

州醫專渊1965年冤尧香港亞洲函授學院渊1980年冤美國世界傳統

醫學科學院渊2000年冤袁獲傳統醫學博士尧Ph窑D博士袁主任醫

師袁福建省永春縣中醫院名譽院長袁全國第三批老中醫藥專

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袁 中華臨床醫學會副理事長袁
省脾胃病重點專科帶頭人袁 永春中醫藥學會副理長兼秘書

長遥 發表論文90余篇袁 專著有 叶蔡友敬醫案曳尧叶駱安邦論醫

集曳尧叶周來興疑難雜症臨床經驗曳尧叶周來興醫學文集曳尧叶佛手

茶養生曳等袁獲國際尧全國尧省尧市尧縣科技進步奬17項遥 全國

野德藝雙馨冶醫護工作者袁省自學成才奬袁市野白衣天使冶先進

個人尧 縣科技優秀拔尖人才等稱號遥 電話院0595-3884127尧
18959926291曰傳眞院0595-387088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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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內經曳言院野血主血脈冶袁叶脈經曳言院野脈爲血府冶袁
血瘀是指血瘀滯于體內尧 以及瘀積于器官內所引起
的病症袁積聚一症袁不必論古人五積六聚尧七症八瘕
之名袁也不議駁其錯袁無論何處皆有氣血遥氣爲血帥尧
血爲氣母袁氣有氣管袁血有血管袁氣無形不能結塊袁結
塊者必有形之血也曰血受寒則必凝結成塊袁血受熱則
煎熬成塊袁使血行不暢而凝滯袁不能及時消散或排出
而形成曰 故王清任在血瘀的臨床理論和實踐中著有
叶醫林改錯曳指出野元氣旣虛袁必不能達于血管曰血管
無氣必停留而瘀冶遥 晩清著名醫家唐宗海叶六經方證
中西醫通解曳提到血熱則瘀袁血寒則瘀遥 凡女子血寒
凝滯經水不通症爲瘕作痛曰總之袁不外乎氣虛袁氣滯尧
血寒尧血熱尧外傷等原因遥 在叶血證論曳中袁王清任認
爲院儘管血瘀之症袁形成原因很多袁但主要責之于氣
虛袁血虧尧以及正邪相爭袁均可導致血瘀病遥
渊1冤氣虛血瘀院氣爲血帥袁血隨氣行袁氣不攝血袁血隨
氣脫曰 元氣虛血不能達于血管袁 血管無氣必停留而
瘀遥
渊2冤血虧血瘀院而血虧之因又歸咎于各種出血曰無論
吐血尧衄血尧溺血尧便血尧崩漏等袁出血之後或離經之
血未排出體外尧停滯于內袁故血虧脈行無力而導致血
瘀遥
渊3冤正邪相爭均可導致血瘀院野藴毒在內灼煉其血袁血
受灼煉其血必凝冶袁 因而多種邪氣皆可使血凝結袁導
致血行受阻凝結而形成血瘀遥

血瘀的診斷院
血瘀常隨所瘀積的部位不通而産生不同症狀袁

無論血瘀在何部位袁 但其共同特徵是痛有定位袁紫
紺尧腫塊尧刺痛尧出血以及肌膚甲錯瘀斑袁脈澀爲主
症遥

血瘀的治療院早在叶內經曳就有野血實宜決之冶的
記載袁仲景根據這一觀點結合臨床實踐在叶金匱曳中
進一步提出了野當下之冶的治療血瘀原則袁實禹活血
逐瘀方法遥

臨床見解院張仲景血瘀的臨床症狀院辯證論治方
劑藥物叙述較爲具體袁野血塊爲瘀袁清血非瘀袁黑色爲
瘀尧鮮血非瘀尧離經旣久袁則血紫色爲瘀冶遥

在治療中應用活血化瘀方劑袁 並且根據現代醫
藥學袁在心血管性疾病中起着廣泛的治療作用遥 例院
張XX袁女袁現年二十二歲袁農村婦女袁家住豐台鄉遥 初
診時間2001年12月6日袁病史袁月經四月未行袁精神抑
鬱袁煩躁納少袁胸脅脹滿袁小腹脹痛袁停經一百二十
天袁舌質紫暗尧脈沉弦遥

辯證院氣滯血瘀閉經遥
治則院理氣活血通絡遥
方藥院血府逐瘀湯叶醫林改錯曳院酒浸桃仁15克尧

紅花10克尧當歸15克尧生地黃10克尧川芎15克尧懷牛夕
15克尧桔梗10克尧柴胡10克尧赤芍12克尧枳殻15克尧甘
草6克袁水煎溫服遥

氣滯院證見胸脅及少腹脹袁加莪術10克尧徐長卿
渊另包後下冤15克尧靑皮10克尧木香6克遥

血瘀院證見少腹疼痛拒按袁加薑黃15克尧炒三棱
12克袁胃脘不舒納少尧加肉叩10克尧神曲15克尧谷芽15
克遥

本方加減治療45例患者袁體質強盛者袁服藥六劑
均獲全效一般十天爲一療程遥血瘀治療中尧提到治胸
腹血瘀袁用野血府逐瘀湯冶遥 近年來臨床治療袁古方新
用療效顯著袁臨床實踐中不拘一格袁創新科硏均獲全
愈遥

淺談血瘀病臨床見解

甘肅省涇川縣玉都中心醫院

蔣佩瑄

Jiang Pei x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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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泉州地區腦出血急性期中醫病機硏究思路及創新

陳弼滄1 吳秋英1 陳文鑫1尧2 柯明遠1

1.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中醫院袁福建 泉州362000曰2.福建省泉州市醫藥硏究所袁福建 泉州362000

1 硏究背景
據世界衛生組織2002年統計袁卒中是世界第3大

死因袁全世界每年死于卒中的男性約50~75萬袁女性
約90萬袁中國超過2~6萬袁其中ICH佔卒中的10~30%袁
約半數病例死于病後2日內遥 長期臨床實踐表明中醫
藥防治ICH有着獨到的療效遥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于
1994年頒佈了叶中風病辨證診斷標準渊試行冤曳袁統一
規範了中風病的辨證診斷袁 並且確立了針對分値高
的病機進行組方的治療方法渊以下簡稱叶標準曳冤遥 但
是由於ICH急性期兼證衆多袁病機錯雜袁不但分値高
的病機未必是導致患者神經功能缺損的 野本證冶袁根
據叶標準曳辨證施治很難保證做到野治病求其本冶袁而
且叶標準曳並未對各病機間的關係詳加闡釋遥 泉州地
區的中醫學者周文強等對127例腦卒中患者進行回
顧性調查發現袁患者屬各證型的數量分別爲院風證68
例袁火熱證66例袁痰證41例袁血瘀證31例袁氣虛證40
例袁陰虛陽亢證46例袁多因素分析發現風證尧痰證尧氣
虛證尧 火熱證均對腦卒中患者的神經功能缺損有一
定程度的反映遥 但該硏究不但將渊出血中風冤和渊缺血
中風冤尧急性期和慢性期合併討論袁而且未對各病機
間的關係詳加闡釋遥 據此我們向泉州市科學技術局
申請立項野泉州地區腦出血急性期中醫病機硏究冶這
一課題袁希望通過該硏究爲泉州地區ICH急性期探索
出一套更加行之有效的中醫藥防治方法遥
2 來自預試驗的啓發

在課題硏究之初袁 課題組根據柯明遠主任醫師
的經驗即痰尧熱和風爲泉州地區ICH急性期的主要發
病機制袁擬定野平風合劑冶對泉州地區ICH急性期患者
進行臨床隨機對照試驗遥結果表明野平風合劑冶對ICH
急性期人群具有較好的治療作用袁 然而該硏究結論
在長達2年的時間一直無法在臨床上作進一步推廣遥
究其原因是這種根據少數某幾個專家的臨床經驗進
行組方觀察並驗證其療效的硏究方法存在着如下三
大不足之處院 淤少數專家的經驗在循證醫學中被列
芋級證據袁論證強度較低曰于在對ICH急性期病機尙
無較明確認識的基礎上即開展臨床治療性硏究袁犯
了野以未知硏究未知冶的科硏大忌曰盂這種野一方治一
病冶的硏究方法嚴重違背野隨證用藥冶和野三因制宜冶

等中醫的基本原則遥 如何在充分考慮中醫藥學自身
特點的同時袁 將循證醫學硏究方法運用于中醫藥臨
床硏究就成爲本硏究的重點和難點所在遥
3 技術路線的修訂

以泉州地區ICH急性期中醫病機硏究爲切點袁探
索如何在充考慮中醫藥學自身特點的同時袁 將循證
醫學硏究方法運用于中醫藥臨床硏究的科硏方法遥
4 三年來開展的硏究

我們由單證向復證尧 由基本病機向臨床治療過
渡袁先後開展如下硏究院淤對探索型和驗證型這兩種
基本的臨床硏究方法進行分析比較曰 于對近年來國
內中藥治療ICH急性期的臨床隨機對照試驗文獻進
行系統評價曰 盂對近年來國內中醫病機硏究所採用
的統計學方法進行系統評價曰榆採用聚類分析對ICH
急性期的病機尧治法和方藥進行硏究曰虞對柯明遠主
任醫師治療ICH急性期的臨床經驗進行總結袁並採用
錢學森提出的解決複雜問題的類似 野綜合集成硏討
廳冶的方法袁廣泛徵求泉州地區名老中醫治療ICH急
性期的意見曰愚採用因子分析對泉州地區ICH急性期
的證候類群進行硏究曰 舆採用兩樣本率比較對泉州
地區ICH急性期人群基本證型分布狀况進行硏究 [曰
余採用多元逐步回歸分析對導致泉州地區ICH急性
期人群神經功能缺損的主要病機進行硏究曰 俞採用
臨床隨機對照試驗對野單證組方法冶治療ICH急性期
的臨床療效進行硏究遥 得出如下結論院淤探索型硏究
方法較驗證型硏究方法更具有創新性曰 于近年來國
內中藥治療ICH急性期的臨床隨機對照存在着諸多
不足之處袁設計有待進一步規範曰盂應在規範化辨證
的基礎上袁採用多因素分析的統計學方法袁針對疾病
的主要病機確立治療原則曰榆ICH急性期的常見病機
依次爲瘀尧風尧熱尧痰袁主要治法依次爲活血化瘀尧平
肝熄風尧清熱尧化痰袁大黃使用的頻次最高曰虞由柯明
遠主任醫師牽頭咨詢專家意見爲可根據各類藥物出
現的頻次選擇藥物進行組方袁 對主要病機可加重藥
味和藥量曰愚泉州地區ICH急性期證候類群爲風+火+
氣虛尧風+痰和血瘀+氣虛等3個證候類群曰舆痰證和
風證爲泉州地區ICH急性期最主要的證型袁三證組合
和虛實夾雜爲該地區ICH急性期最主要的證型形式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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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邪在導致ICH發病具有重要作用袁應加強該地區具
備ICH危險因素同時臨床表現風+痰+虛證人群的干
預曰余導致泉州地區ICH急性期人群神經功能缺損的
主要病機爲痰尧風和氣虛袁高分値病機和常見病機不
是導致該地區ICH急性期人群神經功能缺損的主要
病機曰俞在國內首創野單證組方法冶符合中醫辨證論
治合循證醫學硏究的基本原則袁且對泉州地區ICH急
性期具有較好的臨床療效遥

5 進一步得出的結論
淤疾病的中醫病機硏究應由單證向復證過渡曰

于應由疾病的基本病機向臨床治療過渡曰盂野單證組
方法冶較野經驗組方法冶更符合循證醫學和中醫藥學
特點袁値得在臨床上進一步推廣遥

渊作者簡介院陳弼滄渊1975.7~冤主治醫師袁醫學碩士袁福建

省衛生系統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後備人選遥 主要從事臨床流行

病學/DME硏究遥 冤

前 言

林龍江渊1517要1598冤袁明代福建興化府莆田縣
人袁名兆恩袁字懋勛袁號龍江袁道號子穀子袁三一敎的
創始人袁世稱三敎先生尧三一敎主遥

林龍江出身儒門世家袁世代官宦袁早年事舉業袁
30歲時渊1546冤鄉試不第後放棄舉業袁選擇了另一種
人生模式袁開始四處求學問道袁過着隱逸的生活袁其
間與卓晩春尧張三豐等道敎人物結爲方外游遥 嘉靖三
十四年渊1555冤後袁倭寇侵擾福建東南沿海袁給當地民
生造成巨大的災難袁 儒家傷時濟世的思想讓林龍江
無法繼續歸隱袁開始由隱而顯袁加入抗倭的行列袁積
極救治瘟疫袁賑濟災民遥 同時也開始組織學術團體袁
聚徒講學袁宣揚三敎合一思想袁傳播三一學説遥 這時
期的林龍江自稱是野隱于學校冶遥

三一學説袁有宗敎的色彩袁但更多的是儒家的人
文精神遥 大凡宗敎都具有野出世冶的思想特性袁而林龍
江的三敎合一思想卻是積極入世的遥 林龍江雖然綜
合儒尧道尧釋三敎思想袁合爲一家之説袁但其主導思想
是歸儒宗孔袁以三綱五常爲旨歸袁以恢復唐虞三代之
治爲理想袁 用儒家的三綱五常來統一道敎尧 佛敎思
想袁強調不廢四業渊士農工商冤遥 林龍江對道士尧僧人
的違背綱常倫理尧不事生産予以指斥袁倡導野合道釋
者流袁而正之以三綱袁以明其常道而一之也遥 合道釋
者流袁而正以四民渊士農工商冤袁以定其常業而一之
也遥 冶渊叶三敎正宗統論窑三敎合一大旨曳冤旣不能脫離
君臣之義尧父子之仁尧夫婦之別袁也不能沒有一個謀
生的職業遥 提倡所有人都不得違背天地自然生化的
規律袁也不得違背人世倫理的準則遥

林龍江的積極入世的思想還表現在倭時期袁著
叶防倭管見曳袁爲地方政府出謀畫策遥 毀家紓難袁傾盡
家資袁雇傭客兵抗倭袁賑濟災民遥 戚繼光擊退倭寇之
後袁親率門徒袁收埋屍骨袁清街灑道袁預防瘟疫遥 瘟疫
流行之時袁著叶治病迂見曳尧叶卻病心法曳袁敎人防治疾
病袁施藥救治瘟疫遥

林龍江傳道之初袁門徒多爲儒生士大夫袁較爲著
名的有南京諸王袁明公安學派的蕭雲舉尧袁宗道袁近
代科學的先驅者徐光啓等遥 後來逐漸擴展到士農工
商社會各階層袁 傳播的範圍也由福建逐漸擴展至長
江以北袁林龍江身後更是流播台灣尧日本尧東南亞袁甚
至輾轉流傳到歐美各國遥 流播至今袁據不完全統計袁
現今世界各地有三一敎祠數千座袁 信徒約三十萬之
衆遥

林龍江是三敎合一思想的集大成者袁 身後逐漸
被門徒神化袁 一個倡導三一學説的學術團體也逐漸
演變成爲一個宗敎團體袁 而林龍江也由一個學術領
袖逐漸嬗變成爲一代開宗立派的敎主遥

林龍江的養生思想散見于後人結集的 叶三敎正
宗統論曳中袁其中流傳最廣的是九序心法和六字吐納
法遥 九序心法立基于儒家經典叶周易曳袁綜合佛道袁次
第嚴謹袁自創立之初流傳至今袁實踐證明確是一種行
之有效的治病健身尧益壽延年的養生功法遥 六字吐納
法則深合醫理袁簡便易行遥

九序心法

林龍江抱有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袁 有悲天憫人
的濟世情懷遥 他的野九序心法冶是以傳統醫學爲理論
基礎袁以孔子仁學尧陽明心學爲指導思想袁結合道敎

九序心法
要要要三一敎的養生功法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區江口鎮衛生院渊351115冤 戴義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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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丹學説袁 以佛敎超脫生死無餘涅槃爲極則而創立
的一套修身養性的實踐工夫袁 他不僅在現實生活中
挾技爲人治病袁更是希望世人能通過野九序心法冶的
鍛煉袁達到祛病延年尧野自造性命冶的目的遥

九序心法分九步功夫袁曰院艮背尧周天尧通關尧結
陰丹尧收藥尧媾陽丹尧脫生死尧入太虛遥

一曰院艮背袁以念止念袁以求心也

叶易曳曰院艮其背遥背字以北以肉袁北方水也遥而心
屬火袁若能以南方之火袁而養之于北方之水焉袁此爲
洗心退藏于密是也遥 以念止念者袁蓋以念之正袁而止
外念之邪也遥 故初學之士袁先須念野三敎先生冶四個
字袁初從口念袁而至於背之腔子里袁所謂心之後袁背之
里也遥 腔字以肉以空袁背之空處袁與心相對略下些袁所
謂虛無之竅遥 苟能存無守有袁念止于背袁則心常在背
矣遥 心常在背袁則自然水升火降袁渾身調息矣遥

要要要叶林子心法集窑林先生九序摘言曳
九序心法的第一序袁也即入手功夫是艮背遥 艮背

法爲入門之大法袁要初學者收拾放心渊語出叶孟子曳袁
指放逸尧散逸到體外的各種心思冤袁念念歸藏于背袁以
念止念袁以幻滅幻袁以妄離妄袁以證得自己的本心袁也
就是虛靈不昧之心遥

林龍江借艮卦以接引初學袁自有其深意在焉遥
艮背一詞出自叶周易窑艮卦曳袁且看叶艮卦曳的卦爻

辭院
艮卦卦辭院艮其背袁不獲其身袁行其庭袁不見其

人袁無咎遥
彖曰院艮止也袁時止則止袁時行則行袁動靜不失其

時袁其道光明遥 艮其止袁止其所也遥 上下敵應袁不相與
也遥 是以不獲其身袁行其庭袁不見其人袁無咎也遥

象曰院兼山艮袁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遥
初六院艮其趾袁無咎袁利永貞遥 象曰院艮其趾袁未失

正也遥
六二院艮其腓袁不拯其隨袁其心不快遥 象曰院不拯

其隨袁未退聽也遥
九三院艮其限袁列其夤袁厲薰心遥 象曰院艮其限袁危

薰心也遥
六四院艮其身袁無咎遥 象曰院艮其身袁止諸躬也遥
六五院艮其輔袁言有序袁悔亡遥 象曰院艮其輔袁以中

正也遥
上九院敦艮袁吉遥 象曰院敦艮之吉袁以厚終也遥
宋代理學家周敦頤曾經説過院看一部叶華嚴經曳袁

不如看一叶艮卦曳遥
被大乘佛敎尊爲野經中之王冶的叶華嚴經曳袁洋洋

灑灑數十卷袁精思巧辯袁文辭華贍袁含義宏深袁如果僅
從篇幅的角度説袁聊聊數百字的叶艮卦曳難與之等量
齊觀袁但周敦頤何以有此説辭钥 其中玄奧何在钥

林龍江倡導三敎合一的思想袁但儒尧道尧釋三敎
在林龍江的思想中並不是並列並重的袁 林龍江的主
張是將道敎尧釋敎統一到儒家思想中遥 儒尧道尧釋雖然
並稱三敎袁 但儒並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宗敎袁 孔
子 野不語怪力亂神冶渊叶論語窑述而曳冤袁 認爲在日常生
活中野敬鬼神而遠之冶渊叶論語窑雍也曳冤才是明智之舉袁
有一次弟子季路向孔子咨詢鬼神的問題袁 孔子的回
答是院野未能事人袁焉能事鬼钥 冶渊叶論語窑先進曳冤袁可以
看出袁在孔子眼中袁人事遠比鬼神之事來得重要遥 雖
然在孔子時代也祭祖尧祭神袁而其祭祀的行爲被更多
地賦予政治色彩和倫理色彩袁而不是宗敎色彩遥 在孔
子看來袁祭神是維護周禮的一個形式袁而祭祖袁是愼
終追遠袁是培養一個人野孝冶的思想的一個有效途徑遥
儒家文化講的是治國安邦之道袁 講的是立身處世之
道袁是人道而非神鬼之道遥 在林龍江的主要思想中有
仙佛思想袁他的九序心法袁最終也是要修煉成仙尧成
佛袁但他首重人道袁力主宗孔袁重儒入世袁主張先修世
間法袁然後再修出世間法袁修持次遞是先人道而後仙
道尧佛道遥 他甚至還説院野人道不修袁仙道遠矣遥 冶渊叶夏
午眞經窑度世正一經曳冤

而儒家經典之一叶周易曳中的叶艮卦曳袁正是闡發
人道思想的遥 艮卦一陽二陰袁一個陽爻處于二個陰爻
之上袁卦畫爲 袁其形象如人形袁大篆中的野人冶字寫
成野人冶袁所以艮的卦象爲人袁與乾爲天尧坤爲地袁合稱
天地人三才遥乾卦 講的是天道袁坤卦 講的是地道袁
而艮卦講的是人道遥 從艮卦的卦爻辭也可以看出袁卦
辭中的背尧身尧庭袁爻辭從最下的趾袁之後依次向上是
腓尧限尧身尧輔尧敦袁都與人的身體相關袁講的都是人身
的修煉方法遥

林龍江借艮背法開示後人袁 就是敎人先人道而
後仙道袁就是敎人性命雙修遥

艮背法有修性之功遥
艮卦的基本象徵物象是山袁其基本卦義是止遥 艮

卦所闡發的是抑止邪欲貪念的道理遥 因此林龍江的
艮背法是安心定神之法袁也稱洗心滌慮或沐浴之法遥

林龍江艮背法與道家大多數修煉法不同的是袁
道家入手功夫多意守丹田袁而艮背法則意守野背之腔
子里冶袁將心退藏于野背之腔子里冶袁不讓邪欲貪念産
生遥這就是野洗心退藏于密冶遥野背字從北從肉袁背乃北
方之肉也遥 北方屬水袁今以北方之背之水推之袁而南
方之心則火矣遥 火陽也袁南之而居前曰水陰也袁北之而
居後遥 今以心之火之南袁而洗之以背之水之北者袁易
之所謂耶洗心退藏于密爷孔門傳授心法也遥 冶渊叶林子三
敎正宗統論窑心性直指曳冤

至於爲什么要將心火置之于背袁 林龍江的解釋
是院野心之火袁易燃也遥 諸凡功名富貴與夫聲色臭味袁
有順吾情而可喜者袁則輙動其心而隨之以喜袁此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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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袁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曰有逆吾情而可怒者袁則輒
動其心而隨之以怒袁 此亦火燃袁 而心不能止乎其所
矣遥 冶渊叶林子三敎正宗統論窑心性直指曳冤人心容易受
各種外界因素影響袁而爲外物所累遥 洗心袁就是祛除
私心雜念袁讓自己的內心世界不染一塵遥 而人體背部
是自己不可見的部位袁 背部是人體的密處袁 動生於
欲袁欲生於見袁退藏于背袁就是退藏于密袁就是止于所
不見之所袁則欲也就無從産生了遥 古代修煉者袁還要
求修煉場所的私密袁他們通常深居密住袁甚至避居深
山老林袁寧願與鳥獸爲伍袁而不接人事袁摒除外緣袁儘
量排除外在的一切干擾遥 不管是退藏于背袁還是退藏
于深山老林袁目的都是洗心袁通過洗心滌慮袁還原赤
子之心袁復還純凈的本來面目遥

叶周易窑艮卦象辭曳説院野兼山艮袁君子以思不出其
位遥 冶指的是心念止于野背之腔子里冶袁野不出其位冶袁時
刻不離野背之腔子里冶袁無論是行尧立尧坐尧臥袁還是待
人接物袁甚至言語應答袁都要做到思不出其位遥

行艮背法功夫時袁要求口念野三敎先生冶四字袁目
的是以念止念遥 內丹修煉中袁不能止念靜心袁則修煉
無效遥 如果雜念叢生袁邪念紛紛袁惡念橫行袁不僅練功
無效袁反之容易走火入魔遥 林龍江在世時袁敎人修艮
背法門時袁要人口誦野孔老釋迦冶四字袁林龍江逝世之
後袁門徒逐漸神化林龍江袁尊其爲野三一敎主冶袁於是
傳授此法門時就要求行功時口誦野三敎先生冶或野三
一敎主冶遥 不管是口誦哪四個字袁目的都是爲了野以念
止念冶遥 此法與佛家的止觀法門相近袁也與佛敎密宗
的口密相近遥 人不能無念袁而念有正邪善惡之分遥 目
視五色袁耳聽五聲袁都能引出紛紛雜念袁人可以通過
意念控制肢體的活動袁但無法控制意念本身袁我們無
法通過意念命令心思停止意念活動遥 當我們暗示或
命令自己不要去想某件事的時候袁 往往心思就集中
在這件事上面遥 活剝李太白詩句袁可謂院止念之難袁難
於上靑天遥而且念頭紛繁袁念頭迅速遥佛經上説院一息
之間袁萬念叢生遥 一呼一吸爲一息袁人不能無息袁也就
不能無念袁如何做到止念钥 口誦咒語袁以念止念袁看似
稀鬆平常袁 卻是古人總結出來的行之有效的方便法
門遥 念由心生袁而屬陽袁好動不止袁所以古人以猿馬喩
心意袁稱之爲心猿意馬袁叶西遊記曳中的孫猴子在緊箍
咒沒有起作用的情况下袁可以上天入地袁可以一個筋
斗十萬八千里袁從來就沒有安靜的時候遥 試看天兵天
將尧各路神仙袁有幾個能收伏這只心猿钥 後來觀音菩
薩以緊箍咒拴住了心猿袁 在小説中雖然化爲有形的
物象袁但其實質仍是口咒在起作用遥 通過口咒袁引導
意念袁收視返聽袁將目光收回內視袁目不染五色袁耳不
感五聲袁則雜念尧邪念尧惡念遂漸止息遥

艮背法有養命之功遥
叶周易窑説卦曳中説院野終萬物始萬物者袁莫盛乎

艮遥 冶艮卦在八卦系列中具備成始成終之義袁是從艮
卦所處的位置去理解的遥 在先天八卦方位中袁艮卦處
西北亥之位袁時間對應于冬十月袁萬物終于亥遥 野亥袁
純陰也袁又亥袁劾也袁言陰氣劾殺萬物遥 冶渊擇吉書叶諏
吉述正曳冤這就是艮卦的成終之義遥 但萬物終于亥並
不是説到了亥渊十月冤就徹底滅絶了袁野亥者袁該也袁言
陽氣藏于下遥 冶渊司馬遷叶史記窑律書曳冤該袁通野賅冶袁有
完備尧包含之義袁説的是亥雖然表現爲純陰之象袁而
中間也暗含陽氣袁暗藏生機袁隨着陽氣的不斷滋長尧
積聚袁來年開春又可以煥發生機遥 而在後天八卦中袁
艮卦居東北寅之位袁 時間對應于春正月袁野寅言萬物
始生袁螾然也遥 冶螾然袁蠕動的樣子袁是説萬物在地下
初生蠕動的樣子遥這就是艮卦的成始之義遥而奇門術
家也以艮卦爲生門袁具有資生萬物之初始的含義遥 可
見袁艮卦象徵萬物初生的發源地袁其力量氣勢目前雖
然微薄弱小袁但其生生不息的氣機袁不斷成長壯大的
趨勢是不可阻遏的遥 而道家內丹功法也大多重視時
間上亥子之交的作用袁 就是取亥子之交一陽初生之
義的遥

艮卦是原始要終的樞紐遥 天下萬物由生而長袁由
長而壯袁由壯而老袁到了戌亥渊艮卦對應的位置冤袁萬
物終老遥 而對一個人來説袁也是在出生之後袁不斷成
長壯大袁以至於衰老袁成長的過程也是衰老的過程袁
如果不知養生袁不知保養元氣袁最終會油盡燈滅袁走
向死亡遥 道家內丹功法袁有野添油接命冶一説袁如能添
油接命袁就可以老樹開新枝遥 也就是如果能緊緊抓住
亥中暗藏的生機袁就可以燈將盡而復光明袁人將死而
復接命遥 然而如何添油钥 如何接命钥 諸説紛紛袁莫衷
一是袁而古代煉丹家大多主張借夾脊添油接命遥 夾脊
穴在督脈之中袁背部脊椎第十二節之下袁這個位置與
林龍江所説的野背之腔子里冶大體相近遥 因而可以説袁
野艮其背冶袁就是添油接命之法遥 在人不斷走向衰老的
時候袁通過守夾脊穴袁凝聚天地之精華袁與自身之元
氣袁混養成丹袁從而重獲新生袁重新煥發靑春袁這就是
艮卦野原始要終冶在修煉過程中的意義遥

人體中袁水之性注下袁而火之性炎上袁如果任憑
水注下袁火炎上袁則心腎不交袁呈火水未濟尧陰陽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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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象遥 如果能將南方心火退藏于北方水地袁則水升火
降袁心腎相交成水火旣濟尧陰陽調和之象遥

林龍江説院野五臟皆麗于背袁心旣背而水之袁則心
清凈矣曰心旣清凈袁則五臟亦皆清凈矣遥 冶渊叶林子全
集曳元部叶艮背行庭曳冤五臟兪穴列于背部袁叶素問窑長
刺節論曳中有野迫藏渊臟冤刺背冶的説法遥 那么袁行艮背
之法袁對五臟六腑的保健袁可謂意義非小遥

艮卦對應於人事袁其象徵義爲少男遥 八卦系列袁
乾坤爲父母卦袁 乾爲父而坤爲母袁 其餘六卦爲六子
卦袁震巽爲長男長女袁坎離爲中男中女袁艮兌爲少男
少女遥 林龍江以艮卦入手修煉袁目的就是讓人保持靑
春袁遏止衰老的進程遥

修煉身心袁收伏雜念袁旣是行功的第一步功夫袁
似乎也是最難的一步功夫遥 艮背法的高明之處袁在于
退藏于密處渊背腔子里冤遥

叶周易窑艮卦窑彖辭曳曰院野艮其止袁止其所也遥 冶將
心思意念止于何處袁 才是止得其所钥 才不致走火入
魔钥

艮背袁退藏于背袁則止其所也遥
人身都能活動袁惟背部不能自由活動袁因此背部

本身也有靜止不動的含義遥 止念于靜止不動的地方袁
野念冶也容易安靜下來袁妄念不生袁則眞息自現遥 如果
選擇止念于能自由活動的部位袁則野念冶不但不易停
止袁反而有可能也隨之活躍起來遥

人可見自身大部分軀體袁唯背部不可見袁不可見
即爲密處遥 人體多開竅于前袁在背部則無竅袁無竅則
有潜藏不泄的含義遥 同時袁背袁北方肉也遥 北方屬水袁
水旺冬令袁而四時中冬季主藏袁有潜藏之義遥 止念于
背部袁潜藏于密處袁就容易擺脫來自外界的一切不利
干擾遥

道法自然遥 就天文星相而論袁 天之星辰隨天而
轉袁只有北辰靜止不動袁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遥 背部就
如北辰袁如果能將心念止于背袁那么陰陽二氣袁也會
如衆星拱之一般凝聚于此遥 陰陽妙合袁則靈光自現遥

艮背之功袁小則祛病強身袁神清氣爽袁大則開啓
靈光袁感而遂通遥

二曰院周天袁傚法乾坤立極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袁吾身一小天地也遥 行周天袁
要聚清氣于吾身天地之內以抱神也袁 散濁氣于吾身
天地之外以煉形也遥 行之之法袁亦從念野三敎先生冶四
個字袁念之而至於心臍之間袁約以臍上四指袁則爲不
前不後尧不左不右之中以立極遥 而于立極處袁存一金
針立矣遥 而以金針立極處袁懸一斗杓袁下至臍一寸去
處袁循左旋上昇袁轉旋至心之後袁右旋下降袁轉旋復至
臍下袁循環不息袁上行背之北袁下行臍下之南袁如日圭
仰照相似袁則水在上而火在下矣遥 故轉則以意隨之袁

不轉則又意引之袁行之純熟愈妙遥 此所以混其氣而和
其聲也遥

又法院
周天即行庭袁效乾坤以立極遥 在臍之上袁約以四

指即中腕處袁不前不後袁不左不右袁東木尧西金尧南火尧
北水尧中土袁即于土上立極遥 覺一金針袁自後向前相
通袁又從金針帛間袁默念下臍一寸許袁向左轉東過離袁
又轉右向西過坎袁周而復始遥初小漸大袁大漸小遥下不
過鳩尾袁上不過神關遥初用意領袁火則自轉遥轉時意注
黃中立極處袁順其自然袁合其固遥 如不轉時袁又須意領
數次遥此乃積精煉氣尧顛倒陰陽之妙旨遥行之愈熟袁意
至自轉袁而土中之竅虛矣遥 叶易曳曰院耶行其庭袁不見其
人遥 爷此工夫至者遥 然此乃散濁養虛之大法遥 若卻病袁
則移心于患處袁周而轉之袁又散四肢出去袁則血自流
而氣自通矣遥

要要要叶林子心法集窑林先生九序摘言曳
周天功法是築基功法遥
周天袁原爲天文學術語袁指的是人眼所能見的天

球上的大圓周遥 孔穎達叶禮記窑月令篇疏曳解釋周天院
野凡二十八宿及諸星袁皆循天左行袁一日一夜爲一周
天遥 冶道法自然袁古代道家內丹功法中袁把人身看作一
個小天地袁 借周天來比喩煉丹的周期或行功中氣機
運行的軌迹遥 內丹功法中袁周天通常指子午周天袁或
稱任督周天袁氣機循行路線是起于丹田袁往下經尾閭
上昇袁沿夾脊循背部督脈運行袁經玉枕袁到達泥丸袁再
下降袁經鵲橋袁沿任脈運行袁回歸于丹田袁是爲一個周
天遥 如此周流不息袁 則清氣聚于體內而濁氣散于體
外遥

野行庭冶一詞出叶周易窑艮卦曳袁卦辭有野行其庭冶
句遥 野庭冶袁歷代易學家多解釋爲野兩門冶之間袁是處于
圍墻大門與住房大門之間的那塊較平坦的空地遥 艮
卦 有門的形象袁別卦艮是由上艮下艮組合而成袁似
兩門重叠遥 艮卦也象人形袁重叠之後袁仍然可以看作
是一個人的形象袁其中最下的初六尧六二兩爻象人的
兩腿袁而爻辭也可以對應于腿袁初六爲趾袁六二爲腓
渊小腿冤遥 九三爻爲腰袁爻辭中野限冶即上下體之間的界
限袁也就是腰部遥 六四爻爲身袁所以兩門之間的野庭冶袁
當指六四爻袁也就是人體腰部以上的肚腹部位遥 肚腹
處在人體的中心部位袁而就方位論袁中央五行屬土袁
其色黃袁所以古代丹經中也稱爲野黃庭冶或野黃中冶遥

在九序心法中袁周天功法也稱爲野行庭冶袁這就可
以看出它區別于傳統的周天功法遥 行庭時眞氣運行
的路線不是沿任脈尧督脈作前後的周天運行袁而是以
肚腹爲中心袁眞氣只在肚腹部位作左旋右轉的運行袁
是爲卯酉周天遥

卯酉周天行功的具體操作方法是院 在心與臍之
間找一個中心點袁以這個中心點確立一個極袁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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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立極袁然後意想在中心點位置懸一金針或斗杓袁
金針自臍下一寸許渊下丹田之位冤起袁向左旋經離位
而至背之北袁再右轉經坎位回一臍之南遥 如此一個周
期爲一個周天遥 天道左旋袁所以作順時針方向運轉遥

漢代魏伯陽在他的千古丹經王叶周易參同契曳中
有這么一段話院野天地者袁乾坤也曰設位者袁列陰陽配
合之位也曰易謂坎離袁坎離者袁乾坤二用遥 二用無爻
位袁周流行六虛袁往來旣不定袁上下亦無常袁幽潜淪
匿袁升降于中袁包囊萬物袁爲道紀綱遥 冶乾坤爲體袁坎離
爲用袁坎離兩卦是乾坤兩卦的具體運用遥 對天地造化
來説袁乾爲天而坤爲地袁離爲日而坎爲月遥 對人身來
説袁乾爲首而坤爲腹袁離爲心而坎爲腎遥 先天狀態袁是
乾在上而坤在下曰後天狀態中袁乾坤錯位袁乾之位被
離取代袁坤之位被坎取代袁坎北離南遥 修煉的目的就
是使坎離相交袁乾坤復位袁讓人身從後天狀態返還到
先天狀態遥 坎卦 屬水爲腎袁二陰包其外而中間包含
一陽袁腎爲陰而其中有眞陽曰離 屬火爲心袁二陽包
其外而中間包含一陰袁心爲陽而其中有眞陰遥 後天狀
態中袁 屬於離卦的心火常動袁 而屬於坎卦的腎水常
靜袁坎離交會袁則心火靜而腎水動袁腎水動則腎中眞
陽升于黃庭袁這就是行庭之義遥 腎中一陽升至南方心
火之位袁取坎中一陽補離中眞陰袁這就是取坎塡離遥
叶悟眞篇曳院野取將坎位中心實袁點化離宮腹內陰遥 從此
變化成乾體袁潜藏飛躍盡由心遥 冶叶性命圭旨曳院野取出
坎中畫袁補離還復乾遥 冶坎卦中的一畫陽爻袁補離卦中
陰爻袁則離卦象 恢復成乾卦純陽之象 袁而坎卦象
恢復坤卦純陰之象 袁如此袁則復還至先天狀態遥

古代丹經多隱語遥 取坎塡離袁 古丹經中也稱爲
野抽鉛添汞冶袁鉛喩腎中眞陽袁而汞喩心中眞陰遥 古人
認爲眞陽乃是得之于父的眞精袁 而眞陰是得之于母
的眞血遥 人一旦出離母腹胞胎袁即由先天狀態而轉入
了後天狀態袁乾體一破而成離卦之象袁坤體一破而成
坎卦之象袁隨着年齡的增長袁漸離漸遠袁乾卦陽消失
殆盡袁坤卦陰消失殆盡袁就是生命結束的時候了遥 野傚
法乾坤以立極冶袁就是要效乾坤之體袁取坎離之用袁抽
取坎中之鉛制離中這汞袁取坎中之陽塡離中之陰遥 則
坎離回歸到乾坤本體袁也就是恢復到先天狀態遥

周天功法袁 可以有子午周天袁 也可以有卯酉周
天遥 然而法非死法袁活用在人袁還可以有其它種種不
同的周天遥 行周天功法的目的是野要聚清氣于吾身天
地之內以抱神也袁 散濁氣于吾身天地之外以煉形
也遥 冶周天行氣有聚清氣散濁氣的功用袁因此袁如果身
體某一部位生病了袁要治病袁則可以將眞氣移于病患
之處袁同樣行周天之法袁左旋右轉袁環繞周匝于病患
之處袁將病濁之氣散發出去袁則血氣流通袁病患自除遥

艮爲止袁爲什么這里又要行庭钥 行庭之行與艮卦
止的含義豈不自相矛盾了钥 叶周易窑艮卦彖辭曳 如是

説院野艮止也袁時止則止袁時行則行袁動靜不失其時袁其
道光明遥冶艮止也袁但不是一味地靜止不動遥如果一味
地靜止不動袁顯然也違背了天地造化的生化原則遥 正
確的做法是野時止則止袁時行則行袁動靜不失其時冶袁
第一序艮背功夫在野止冶袁而第二序行庭功夫在野行冶遥
爲什么要行于野庭冶這個部位而不是其它的部位呢钥
這是因爲艮卦中間互爲坎震兩卦袁 也就是艮卦的六
二尧九三尧六四三爻組成一個新的卦象坎 袁九三尧六
四尧六五三爻組成一個新的卦象震 袁坎卦靜而震卦
動袁也就是説艮卦總體的卦義是野止冶袁而其中三尧四尧
五這三爻組成的震卦卻又有野動冶的趨勢袁表面是靜
止不動的袁而里面看不見的地方卻有氣機運行不息遥
動的部位就在三尧四尧五這三個爻的範圍內袁而這個
部位就是人身的肚腹也就是黃庭部位遥

三曰院通關袁肢竅光達以煉形

通關者袁乃宣暢一身之筋脈袁流通一身之滯氣袁
滯氣一散袁則神自虛而明矣袁形則自清而爽矣遥 所謂
七竅相通袁竅竅光明袁形神俱妙袁與道學眞者袁不由此
而入乎钥 行之之法袁從周天始袁大旋三遍袁包羅天地曰
次于臍下分開兩路袁打圈旋下兩腿之前袁聯絡不絶袁
直至腳面出指尖曰轉腳底向後跟旋上袁繞腿後袁至腰
間坎位會合曰從左轉右袁照周天行三遍曰從背上旋至
肩袁循肘後行臂外袁由手背出指尖轉掌心袁行臂肘內
循肩井上頂後貫腦曰上頂行額前袁旋落兩眼袁下鼻口袁
環頸下胸會心窩曰從右轉下降袁大旋三遍袁如前遥 臍下
分開袁循環遍體遥 下似流水袁上如行雲袁早晩行之袁或
二十一遍袁或四十九遍袁愈多愈妙袁工夫愈速愈好袁所
以煉形以和其氣者也遥

又法院
人身之氣袁本一呼而散之四海袁一吸而歸之于崑

崙遥 氣滯則不能流通上下袁故通關也者袁所以宣暢一
身之筋脈袁流通一身之滯氣遥 滯氣一散袁則神自虛而
明袁形自清而爽遥 行通關袁須從土中立極處袁行周天三
遍曰直下中極處袁分兩路通骨節打圈數遍袁旋兩腳面
至中指曰旋腳底袁向後跟袁行上兩腳肘袁至尾閭合作一
路曰向左轉右袁照周天行三遍曰直從脊中旋上至肩袁分
開兩手背袁至中指轉入手面袁復上兩肩袁至頭兩邊旋
上兩耳袁至泥丸袁旋落兩眼袁從鼻口下中腕袁向右轉袁
行周天三遍曰又分開照前行九遍袁或廿一遍袁或四十
九遍遥每日早晩二度行之遥行尧住尧坐尧臥如一袁愈多愈
妙遥不行時袁意注黃中立極處遥此流通血脈袁工在早晩
勤行袁消息自見袁而百病可袪矣遥 此通關煉形之法袁能
令七竅相通袁竅竅光明遥 若卻病只以其中處袁運氣以
散其患袁未行時袁須端坐直身袁以左手覆臍袁令神氣凝
住袁然後行之遥

要要要叶林子心法集窑林先生九序摘言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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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消息卦圖

九序心法的一二序功夫艮背行庭袁 重在去除雜
念尧妄念袁培育眞氣袁眞氣積聚到一定程度袁要以意行
氣袁帶動眞氣運行周身遥 然而周身有許多關竅眞氣難
行袁這就必須調動眞氣去衝破各個關卡袁使氣機運行
周流不息遥

林龍江並沒有明示有哪些關竅難行袁 需要去重
點衝破這些阻礙袁 只是寬泛地説要 野宣暢一身之筋
脈袁流通一身之滯氣冶遥 清代劉悟元著有叶通關文曳袁列
出人身五十多個阻路關卡遥 而林龍江的門徒林貞明
則承襲道家內丹學派的通常看法袁 認爲最難行的關
卡是院尾閭尧夾脊尧泥丸三關遥 野人身之關有三袁尾閭者
下也袁夾脊者中也袁泥丸者上也遥 然非積氣盛滿則不
能充透遥 其升也遥 起于子至午位袁則陽極陰生袁則退
矣遥其降也袁其于午至亥位袁則陰極而陽復生矣遥循環
無端袁升降弗停袁執其機以運之者袁非黃中而何遥 易
曰院美在其中袁暢于四肢遥 冶渊林貞明叶卓午實義窑立本
篇曳冤尾閭穴處脊椎的最末端袁通兩腎袁是任脈與督脈
的交會處袁陰陽變化之所袁是三關中的下關遥 夾脊穴
處督脈之中袁亦即脊椎之中袁脊椎骨二十四節袁應二
十四節氣袁脊椎之中袁也就是脊椎骨第十二節與第十
三節之間袁是爲三關中的中關遥 泥丸穴袁處頂部腦中袁
自兩眉直入三寸處袁是爲三關中的上關遥 三關何以難
行钥 古人認爲三關有野三屍神冶把守袁需要眞氣充盈方
能戰勝野三屍神冶通過關卡遥 在明清各種演義中袁我們
經常可以看到野三屍神暴跳袁七竅孔生煙冶的描寫袁三
屍袁也名三彭尧三蟲袁三屍神中上屍神名彭倨袁中屍神
名彭質袁下屍神名彭矯袁三屍神居人體中袁能爲萬病袁
並專記人之罪過袁每到庚申日袁乘人熟睡之機袁上天
言人罪過遥 野每到庚申之日袁輒上天白司命袁道人所爲
過失遥 冶渊叶抱樸子內篇窑微旨曳冤而司命之神將據三屍
神的彙報減人壽籍袁 道敎修煉者據此在庚申日通宵
靜坐不眠袁不讓三屍神上天言事袁這種儀式叫野守庚
申冶遥

林貞明通三關的眞氣運行路線袁 實際上就是上
文提及的子午周天遥 而按叶九序摘言曳的記載袁眞氣的
運行不限于通三關袁也不限于只在子午之間運行袁而
是做全身四肢百脈的通關運行袁這是大周天功夫遥

運行大周天功法的作用何在钥
野貞明子曰院學莫先于變化氣質袁若氣質弗變袁道

奚從而入钥冶煉丹修道袁首先要有一個健康的體質遥修
習內丹袁以身體爲爐鼎袁採取陰陽二氣爲藥物袁置藥
物于爐鼎之中烹煉袁 首先必須要這個爐鼎是完好無
損袁並且是質地可靠的遥 爐鼎已破袁或者質地不堅固袁
則藥物再好袁也是無法結成內丹的遥 然而人食五穀雜
糧袁感外邪風寒袁哪個人能一生無災無病钥 幾乎所有
的人都會在某些時候袁患上或這或那尧或輕或重的各
種疾病遥 而按中醫理論袁氣爲血帥袁血爲氣母袁氣行則

血行袁氣滯則血瘀遥 生病多因氣血瘀滯不通袁不通則
痛袁不通而病患生袁這時就需要調動眞氣去疏通瘀滯
的部位袁打通經絡袁使氣脈通暢遥 大周天通四肢百脈袁
周天一通袁則百病不生遥 因此袁大周天功法是爲煉丹
修道打基礎的遥

大周天功法還可以解第二序行庭功法之蔽遥 野周
天運用相摩相蕩袁其勢火炎必熱袁須暢于四肢以散其
火袁又運水以滌其熱袁斯無太過不及之患矣遥 此所以
繼之以通關也遥 冶渊林貞明叶卓午實義曳冤第二序功夫是
以意領氣行庭運周天袁初學者以意領氣時袁野意念冶的
把握難免會出現偏差袁 意念強弱的分寸往往拿揑不
準袁進退失據袁難以做到恰到好處遥 初學之蔽通常是
太着意袁即意念太重袁太過于勇猛精進遥 而意念由心
思而來袁心屬火袁太着意袁往往導致火旺袁這就需要泄
火遥 運行大周天功法袁就可以散火去熱袁求得陰陽平
衡袁氣血調和遥

從養生的角度來説袁野肢竅光達以煉形冶遥 運行大
周天功法袁化瘀解郁袁讓四肢百骸氣機暢達袁讓七竅
相通袁竅竅光明袁一言以蔽之袁百病可祛遥

對當代人來説袁如果修習九序心法袁勤行至第三
序袁就可以擁有健康的體格了遥

四曰院安土敦仁袁以結陰丹

天之極上處袁距地之極下處袁相去八萬四千里袁
而天地之間當四萬二千里之中處也遥 人心一小天地
也袁而心臍相去袁亦八寸四分袁而心臍之間當四寸二
分之中處也遥 其曰土者袁何也钥 東木尧西金尧南火尧北
水尧中土也遥 苟能以吾身一點之仁袁而安于中以敦養
也袁水火旣濟袁乃結陰丹袁水到此則止而漑之袁火到此
則伏而溫之遥

要要要叶林子心法集窑林先生九序摘言曳

通關煉形袁形體旣清袁百脈暢達袁則渾身通泰袁神
清氣爽遥 則繼之以野安土敦仁冶遥

林龍江繼承先代天人合一觀袁 視人身爲一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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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袁認爲天地之間相去八萬四千里袁那么中心點即在
四萬二千里之處曰心臍比之天地之間袁心臍相距八寸
四分袁那么中心點則處于四寸二分之處袁心臍之間實
際上就是野行庭冶之野庭冶袁即黃庭或稱黃中袁對應于五
行爲土袁安土敦仁即將野仁冶安于土中敦養袁以期結出
陰丹遥

野仁冶字袁是一個會意字袁從人從二袁二人也遥 人尧
二袁兩個偏旁左右組合出野仁冶字袁會意兩人相親相愛
之義遥人尧二兩個偏旁也可以上下組合出野元冶字遥叶説
文曳院元袁始也遥 仁尧元兩字在現代漢語的通常用法中
區別很大袁然而考之字源袁兩字同義遥 兩人合一袁象男
女媾精袁是生命的初始階段遥 槙物的果核袁也是雌雄
媾精的結果袁核袁仁也袁果核通常也叫果仁袁果仁是新
生命誕生的基礎遥 引申到人的生命領域袁則仁無乃人
的胞胎乎遥 仁雖然只是胚胎尧果核袁但其中包含有無
盡的生機遥 林龍江曾説過院野余嘗竊論之院 孔子所謂
耶仁爷者袁即碩大之果袁生生不息袁而仁在其中矣遥 由是
而芽而根袁而條而實袁燁然華美袁咸備于果實之仁遥 冶
渊叶林子三敎正宗統論窑三敎會編要略曳冤果仁袁暗藏生
生不息的元氣袁其後的萌芽尧生長尧開花結實袁呈現出
野燁然華美冶的景象袁都是由果核中的野仁冶生化而來
的遥

因此袁野仁冶字有兩方面的含義遥 實指袁是陰陽媾
精的胚胎袁是生生不息的元氣遥 虛指袁是五德仁尧義尧
禮尧智尧信中的仁袁是仁愛之心遥 叶説文曳解野仁冶字院
野仁袁親也遥 冶

在林龍江的主要思想中袁野仁冶是五德之野仁冶袁是
仁愛之心遥 而在九序心法中的野一點之仁冶則主要指
生生不息的元氣尧元神遥

古代丹經中袁有陽丹尧陰丹之別遥 陰丹有時指的
是男女雙修結成的丹袁但通常所指的陰丹是內丹尧內
藥尧眞汞袁因爲人身自有陰陽二氣袁不必藉助男女陰
陽雙修遥 所謂眞汞袁指的是陽中陰袁也就是離卦象中
的一爻眞陰遥 離者心也遥 所以結陰丹袁就是修煉心神
的功夫遥 將一點虛靈不昧之神安住于黃中袁以土敦養
之遥

林龍江的門徒林貞明也是從這一角度來闡發
野安土敦仁冶的義理遥 野因地含諸種袁普雨悉皆萌遥 地袁
即土也遥 惟土可以含種袁惟種得雨悉萌遥 程子曰院耶心
如谷種袁心袁仁也袁仁袁種也遥 爷知仁即種袁亦知地即中
心極遥 一立眞水袁自然澆灌袁非普雨而何钥 由是而花尧
而果袁即由是而聖尧而神袁非悉萌而何钥 此皆自然而
然袁曷嘗有異哉钥 冶

安野一點之仁冶的地方是心臍之間的中極袁對應
于八卦就是坤位袁坤卦屬土袁厚德載物袁可以生萬物袁
可以養萬物遥 世人一出胞胎就已進入了後天狀態袁必
須重視後天之本的土的功用遥 野惟土可以含種冶袁植物

的種子袁埋之于土中袁得雨水滋潤而萌芽尧生長尧開
花尧結果遥 喩之于丹道袁則是以野一點之仁冶也就是野心
神冶作爲生丹尧結丹的眞種子袁將一點清虛之神袁安放
于坤土之中敦養之袁眞水渊眞汞冤來灌漑袁眞火渊眞鉛冤
來溫養遥 敦養功夫旣久袁自然結成陰丹遥

古代丹經多以野汞冶尧野鉛冶等術語來説明烹煉陰
丹的野藥物冶袁只有林龍江以野仁冶來表述袁這恐怕與林
龍江宗孔重儒的思想因素有關袁 也可以看出第四序
野安土敦仁袁以結陰丹冶有修命的作用袁也有修性的意
義遥 仁袁善之長遥 仁德袁居仁尧義尧禮尧智尧信五德之首袁
是一切優良品德中最重要的一種思想修養遥

五曰院採取天地袁以取藥物
此陰丹已結袁而生意未足袁而溫之養之者袁藥物

也遥 亥子之間袁天地一陽來復袁巳午之間袁天地一陰來
姤袁惟吾身之天地也袁然故亥子採陽自下轉上袁巳午
採陰自上轉下袁而旋轉乾坤以會而歸之乎遥 太極者袁
取而收之者也遥 所以然者袁誠以我與天地非有二者袁
夫我與天地旣不二袁 而採取之方有不收吾身而有餘
耶遥

鄭而清曰院陰陽五行之氣袁天地人本相流通聯屬
者也袁故人巳午之間者袁心臟也袁屬火袁屬陰袁天也袁陽
中有陽袁乃眞火也遥 採取之法袁不過用我之意袁就於心
宮想一水珠袁瑩白清潔袁凝之少頃袁採之下降至於臍
部袁即想變一火珠袁紅光朗耀袁凝之少頃袁取而上昇至
於心宮袁至心又想變一水珠袁瑩白清潔袁凝之少頃袁又
採而下復降于臍部袁至臍又想變一火珠袁紅光朗耀袁
凝之少頃袁又取而上復升於心宮遥 如此依前採而降袁
取而升袁至第八轉袁降時不降于臍袁而降於心臍相去
之中處遥 共成九轉袁以爲一遍袁每行只三遍袁以爲一
次袁又綿綿若存于中宮袁使眞水眞火混融袁以爲金丹
之藥物也遥 但此功夫只宜共行四次袁多則動火而熱遥
然丹屬火袁 不能不熱袁 至熱即移之臍下一寸三分去
處袁稍停片時袁即向臍後直上夾脊升出泥丸宮袁爲之
外虛處注之袁其熱必退遥 退後只依前上泥丸之外袁工
夫行之至三月之久袁方可轉後序工夫遥

要要要叶林子心法集窑林先生九序摘言曳
漢代易學象數派袁 借周易卦象來説明時序中陰

陽之氣升降的規律袁這就是十二闢卦袁也叫十二消息
卦遥 它借用六十四別卦中的十二個卦象來説明一年
十二個月的陰陽升降規律遥

十二消息卦和十二個月的配合情况如下院復卦袁
一陽息陰袁建子袁農曆十一月曰臨卦袁 二陽息陰袁建
醜袁農曆十二月曰泰卦袁三陽息陰袁建寅袁農曆正月曰大
壯卦袁四陽息陰袁建卯袁農曆二月曰夬卦袁五陽息陰袁建
辰袁農曆三月曰乾卦袁六陽息陰袁建已袁農曆四月曰姤
卦袁一陰消陽袁建午袁農曆五月曰遁卦袁二陰消陽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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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袁農曆六月曰否卦袁三卦消陽袁建申袁農曆七月曰觀
卦袁四陰消陽袁建西袁農曆八月曰剝卦袁五陰消陽袁建
戍袁農曆九月曰坤袁六陰消陽袁建亥袁農曆十月遥

農曆十一月建子袁一陽來復袁因爲是一陽初生袁
隱伏于地下袁力量尙微弱遥 到了十二月袁二陽臨醜袁陽
氣的力量稍長遥 如此袁陽氣逐漸增長袁到四月巳已成
乾卦純陽之象遥 之後是五月午一陰到姤袁同樣陰氣日
漸增長袁到十月亥成坤卦純陰之象遥 如此循環往復遥

十二消息卦是漢儒用來説明一年十二個月的陰
陽升降消息袁 而實際上也可以用來説明一日十二個
時辰的陰陽氣機消息遥 人身小天地袁人身與天地陰陽
二氣的升降是同步的袁野陰陽五行之氣袁 天地人本相
流通聯屬者也遥 冶

宋代邵雍有詩院
耳目聰明男子身袁洪鈞賦與不爲貧遥
因探月窟方知物袁未躡天根豈識人遥
乾遇巽時觀月窟袁地逢雷處看天根遥
天根月窟閑來往袁三十六宮都是春遥

別卦中上坤地下震雷構成復卦袁處北方子位袁是
爲天根遥 上乾天下巽風構成姤卦袁處南方午位袁是爲
月窟遥 天根月窟閑來往袁即眞氣在復卦與姤卦之間來
往袁也就是在子午之間袁心腎之間循環遥

古代丹家非常重視亥子之交的作用袁 一年之中
首重冬至子月袁一日之中首重子時遥 因爲子時陰極陽
生袁天地一陽初生袁在人體則指腎間動氣袁腎水中眞
陽萌動袁子時修煉採一陽元氣遥 午時則陽極陰生袁天
地一陰初生袁在人體指心中眞陰袁午時修煉採一縷清
陰遥

第四序功夫安土敦仁袁以結陰丹袁是修煉內在的
功夫袁凝聚人體內在的精華元氣結成內丹遥 而第五序
功夫採取天地袁以取藥物袁則是由內而外袁由人體內
部擴展到人體外部袁擴展到天地之間袁結合時辰袁結
合天地間陰陽氣機的升降袁來採取藥物遥 所採藥物袁
旣有內在的眞陽眞陰袁更有外在的天地陰陽二氣遥 如
子時袁有內在的感天地之氣而生的腎間動氣袁更有外
在的天地之間的初升的陽氣遥 亥子之交採集天地間
陽氣袁巳午之交採集天地間的陰氣袁如此袁採取天地
之間的陰陽二氣袁凝聚于體內袁陰陽交媾而産藥物遥

藥物之生袁恍若飄渺袁難以捉摸遥 因而修煉之時袁
必須致虛守靜袁 只有在虛靜的境界中才能捕捉到一
點靈光遥 按照鄭而清的説法袁天地間自有眞陰眞陽袁
眞水眞火遥 水珠入心宮袁而火珠入臍部渊腎府冤袁也就
是眞水升至心袁 而眞火降至腎袁 眞水眞火在心腎之
間袁也就是復渊天根冤姤渊月窟冤之間往來遥 邵雍曰院野天
根月窟閑來往袁三十六宮都是春遥 冶修煉時渾身通泰袁
溫和如春袁那就是得藥的景象遥

採藥是爲了下一步媾陽丹作準備袁 無藥則不足

以成丹遥
六曰院凝神氣穴袁以媾陽丹
兩腎之間袁名曰氣穴袁竅中之竅袁玄之又玄袁老子

曰院玄牝之門袁是謂天地根者袁眞去處也遥 心臍之間陰
丹已結矣袁丹屬化火袁溫養之久袁不能不熱遥 熱而移于
臍下一寸三分處袁稍停片時袁而自臍後上昇夾脊尧雙
關袁至泥丸袁後循鼻口直至臍下一寸三分去處袁謂之
送歸土釜袁以牢封固遥 蓋矣俟乎眞陽之丹自外而來袁
然神即丹也袁移丹于土釜袁即凝神于氣穴也遥

鄭而清曰院左右腎中間袁吾身北辰之所聚精會神
氣也遥 出焉名曰穴袁而氣之內又土釜袁故謂竅中之竅遥
此竅非凡竅袁內具太無妙之有精袁故謂玄之又玄遥 以
其靜極袁而玄牝由之以見以立袁謂之玄牝之門遥 以其
陽復袁而天地由之以開以闢袁謂之天地之根遥 故我能
以心臍間凝結陰丹袁下藏于氣穴之內袁土釜封固袁不
動不泄袁則外之眞陽之丹而來媾也袁豈非胎我之陽丹
乎钥如此則可謂修眞之學矣遥不然袁徒知陰丹之結袁而
不知陽丹之媾袁是由牝鷄自狎袁其雛不全袁豈非所謂
只修性命袁不修此萬劫陽靈袁難入聖者遥

要要要叶林子心法集窑林先生九序摘言曳
第五序功夫採藥袁採得藥物袁放于爐鼎袁接下來

的功夫就是烹煉了遥
按林龍江九序心法中的氣穴袁有內外兩竅袁竅中

還一竅遥 外竅處兩腎之間袁也就是通常講的命門袁是
下丹田精氣出入之所遥 明窑張景岳雲院野命門爲原氣之
根袁爲水火之宅袁五臟之陰氣袁非此不能滋袁五臟之陽
氣袁非此不能發遥 冶渊叶景岳全書窑傳忠録窑命門余義曳冤
命門爲水火之宅袁命門之火乃腎中元陽袁命門之水乃
腎中眞陰袁眞陰眞陽是得之于父精母血的元氣袁是生
命的元始之氣袁受之于父母而藏之于兩腎袁通竅于命
門遥 元氣乃先天之氣袁與生俱來曰元氣的盛衰袁決定了
一個人身體的強弱袁元氣的存亡袁決定了一個人生命
的存亡遥 而在生命的成長過程元氣是漸長漸消袁處在
一個不斷消亡的過程中遥 元氣一失袁 則生命隨之消
亡遥 因此袁命門上節言採藥功夫袁旣採取腎間動氣袁也
採取天地之間陰陽二氣遥 腎爲先天之本袁所以命門也
稱本根或天地根袁老子稱爲玄牝之門遥 陰陽合處即爲
玄牝袁在人體內部袁玄指父精袁牝指母血袁父精母血媾
合而成一點先天元氣袁藏之于兩腎遥 在人體外部袁玄
指天袁牝指地袁玄牝之門是天地陰陽之氣出入之門袁
天地陰陽之氣于此媾合袁也藏之于命門遥 叶老子河上
公章句曳曰院野不死之道袁在于玄牝遥 冶保住先天元氣袁
並溫養之袁使之不失袁使之鞏固袁這就是野不死之道冶遥

內竅在氣穴之內袁這就是竅中之竅袁其名土釜遥
土釜喩烹藥尧結丹的器皿遥 土釜旣然以野土冶來命名袁
那么必然與野土冶有關遥 古代丹經上的土釜袁通常指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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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庭袁也就是肚腹部位袁在八卦屬坤卦遥 土性溫厚袁能
溫養藥物袁結出丹芽遥 九序心法中的土釜是氣穴之中
的竅中之竅袁顯然並非中宮黃庭遥 林貞明是這樣提及
野土釜冶的院野戊己者袁土也袁土釜也袁非土釜則無以烹
煉遥 冶渊叶卓午實義窑入門篇曳冤戊己之土不就是處在中
宮位置的嗎钥 這豈不是又與氣穴的位置不相符了钥

清代劉悟元認爲土釜是無形無象的眞土袁野眞土
無位袁眞意無形遥 冶渊叶修眞辯難曳冤眞土無位袁當指眞土
不在後天八卦的中宮土位遥 氣穴處坎位袁坎卦雖然爲
北方水袁但坎卦之中有眞土遥 坎爲坤之用袁八卦納甲
中坎離納戊己土袁 都可以説明坎卦與五行之土的關
係遥 宋代張紫陽叶悟眞篇曳雲院野離坎若還無戊己袁雖含
四象不成丹遥冶原因何在钥土雖然只是五行之一袁但五
行無土不生成袁水火無土不交合遥 由此返觀林貞明的
表述袁那么他所説的野戊己冶就不是中宮之戊己土袁而
是坎離納甲之戊己土遥

送歸土釜牢封固之後袁如何媾陽丹钥 林貞明解釋
野凝神氣穴冶時表述爲院野太陽移在月明中遥 冶太陽袁離
卦之象袁象徵心神曰月袁坎卦之象袁此處指稱氣穴遥 可
見媾陽丹之法是讓坎離交會尧神氣交合尧陰陽交媾遥
凝聚者袁不僅是神氣聚合爲一處袁還指收視斂聽袁息
心澄慮袁不動不泄袁則身心合一袁神氣混融袁自然丹
成遥

七曰院脫離生死袁以身天地

前所謂內其身而胎息之袁有爲法也袁可得而言者
也遥 從此所謂外其身而虛空之袁無爲法也袁不可得而
言者也袁學而至此自有沒口遥

鄭而清曰院工夫造化于七序袁則精純無爲矣遥 乃
能心天地之心袁 氣天地之氣袁 而身獨不爲天地之身
乎钥 夫身旣爲天地之身矣袁 斯可以脫離母胎生身之
處袁而生死焉我者了不相關也遥 而清竊有詩曰院野復形
全氣歸天地袁自然生死不相干遥 誰知充塞乾坤內袁只
在吾身一粒丹遥 冶即曰一粒丹者袁即人之眞心袁儒之眞
人是也遥 天地若無此仁袁亦流形死物袁了何足尊爲天
地遥 人身若無此仁袁亦與草木俱腐袁了何足貴爲人身袁
安能天地廣大之凝結我之陽丹乎钥

要要要叶林子心法集窑林先生九序摘言曳
前六序功夫只能算是九序心法中的入門功夫袁

屬於有爲之法遥 以意守竅袁以意引氣袁採藥結丹袁這些
行功步驟全憑心意下功夫遥 儘管行功過程中用意不
可太勤尧太猛袁也不可太着意尧太着相袁只能若有若
無袁杳杳渺渺袁只能野綿綿若存袁用之不勤冶渊老子叶道
德經曳冤遥 但實質上袁用意無論強弱袁畢竟都是在用意遥

從修性的角度説袁完成了前六序功夫袁業已做到
了野了我心冶袁此時心神寂然不動袁湛然常靜袁心不爲
物役袁 不會被身外之物牽着鼻子走袁 不會受功名利

祿尧酒色財氣的誘惑袁擺脫了七情六欲的束縛袁做到
了超脫于常人的自在之境遥

從修命的角度説袁完成前六序功夫袁就可以做到
神閑氣清袁身體康泰袁氣脈通暢袁無病無災袁但是尙不
能做到野了生死冶遥 雖然此時陽丹已結袁但是仍然需要
存貯于土釜之中不斷溫養袁 失去土釜這個盛陽丹的
器皿袁陽丹也就無所依託袁則藥消而丹滅遥 換句話説袁
一旦失去了人的肉體形骸袁 那么陽丹也就隨之消失
了遥

而進入第七序功夫袁則是無爲之法遥 這個時候袁
陽丹已經結成袁並且放置于土釜之內不斷溫養袁溫養
旣久袁就可以達到身同天地的境界遥

人身與天地相比較袁一渺小袁一浩瀚袁形質大小袁
不可等量齊觀袁如何能做到野以身天地冶钥

天地袁以及天地之間的人與萬物袁都是由陰陽二
氣凝聚而成的有形質的實體袁 雖然形質有大小強弱
之別袁壽命有修短壽夭之分袁但是本質上都是陰陽二
氣遥 只要做到人身的陰陽二氣與天地陰陽二氣混融
爲一袁人體的氣機與天地同步袁心同天地之心袁氣同
天地之氣袁與天地同呼吸袁共命運袁也就是做到了眞
正意義上的天人合一遥 此時的野我冶袁就可以身同天
地袁與天地同壽袁與日月同輝遥

因其是無爲之法袁非人力所能爲袁也就沒有野人
爲冶的方法袁沒有野刻意冶的修功手段遥

八曰院超出天外袁以身太虛

陳標曰院夫旣身天地袁誰曰廣大遥 然而猶屬天地
之內也遥 又併天地而盡忘之袁始自太虛袁無形無氣袁無
天無地袁非惟不囿于三界袁而且超出三界之外袁渾渾
沌沌袁自與太虛同體袁故曰以身太虛遥

鄭而清曰院工夫造化于八序袁則純粹自然矣遥 乃
能虛太虛之虛袁 體太虛之體袁 而身獨不爲太虛之身
乎钥 夫旣身爲太虛之身袁斯可復歸未始減音之前袁而
虛空而我言故如是也遥 而清竊有詩曰院野養就元神貌
如愚袁不依形氣自如如遥 樂處太虛爲同體袁本來無欠
亦無餘遥 冶而曰本來者袁即人之眞空袁儒之眞惟是也遥

要要要叶林子心法集窑林先生九序摘言曳
身同天地袁壽同日月袁對一個普通人來説袁已經

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了袁 就像只會在樹梢撲棱的蜩與
學鳩無法理解扶搖而上九萬里的大鵬袁 不知晦朔的
朝菌和不知春秋的蟪蛄無法理解八千歲爲春尧 八千
歲爲秋的大椿一樣遥天地日月的壽命到底有多長钥佛
敎中有劫數的説法袁世界的一生一滅爲一劫袁一劫的
具體時間説法不一袁大體是若干百萬年遥 而宋代的易
學家邵雍著叶皇極經世曳一書袁有元會運世之説袁30年
爲一世袁12世爲一運袁30運爲一會袁12會爲一元袁一元
爲129600年遥 一元是世界由生到死的時限袁天開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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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袁地闢于醜會袁而人與萬物生於寅會袁至戌亥會則
閉物袁萬物消亡袁天地人同歸于寂滅遥 依此推算袁目前
的世界正處在午會第十二運袁 距離世界末日的來臨
還遙不可及遥 然而野神龜雖壽袁猶有竟時冶袁地球毀滅尧
世界消亡的那一天終究是會光臨的遥 常人大可不必
杞人憂天袁而對一個存志體道的人來説袁卻是必須認
眞考慮的問題了遥

天地之外是太虛遥何爲太虛钥似乎是誰也解釋不
清的一種存在遥 天地有形氣袁太虛超出天地之外袁則
太虛無形氣可言袁無形無象袁無內無外袁是清虛空寂
之境遥 按莊子的説法是野出六極之外冶的野無何有之
鄉冶渊叶莊子窑應帝王曳冤遥 太虛是野超出三界之外冶的一
種渾渾沌沌的虛空存在遥 佛敎有野超出三界外袁不在
五行中冶的説法袁三界指欲界尧色界尧無色界袁三界是
所有衆生所居住生活的人世間袁 三界迷苦如大海茫
茫袁無邊無際袁所以三界又被稱爲野苦海冶遥 三界何以
會野苦海無邊冶钥 是由於五行在起作用遥 人世間的一
切袁天地之間的萬物袁都受到五行相生相克的制約袁
都活在五行生克制化這一規律之下袁無一幸免袁無一
能超脫袁因而也就逃脫不了生老病死這一規律遥 如果
能野超出三界外冶袁進入太虛之境袁那就擺脫了這種束
縛袁 不受五行生克制化規律的約束袁 也就是 野了生
死冶袁進入無生無死袁不生不滅的清虛之境遥

然而有形有氣的人身袁如何能身同太虛钥 野有
形氣而無形氣者袁忘其形忘其氣也遥 噎噎有心身而無
心身者袁忘其心忘其身也遥 冶渊叶林子三敎正宗統論窑心
聖直指窑虛空本體曳冤莊子所謂物我兩忘是也遥

九曰院虛空粉粹袁以證極則

虛空粉粹袁則虛空俱無袁何况天地钥 蓋身無其身袁
惟有元神浩氣袁腥腥存存袁以此爲證極則袁微乎神哉袁
蔑以尙矣遥

要要要叶林子心法集窑林先生九序摘言曳
由身同天地袁進而身同太虛袁此時袁修道的步伐

還不能停下來遥 因爲在林龍江看來袁太虛還不是修道
的最高境界遥 惟有虛空粉碎袁 就連虛空也不復存在
了袁只剩下元神浩氣袁綿綿若存袁那才是最高準則袁也
就是最高的境界遥

丹法修煉中的意念活動袁最忌着相遥 一着相袁就
沒有了虛靈不昧的特性遥 旣不能着意于有袁也不能着
意于無遥 着于有袁即有色相袁着于無袁空即是色袁空即
不空遥 如果能在體道的過程中無所着袁 沒有任何依
憑袁那么色即是空袁不空即空遥 第八序功夫袁以身太
虛袁野虛太虛之虛袁體太虛之體冶袁説明修煉者心中還
有野虛空冶這一實體袁還不能完全擺脫野虛空冶這一實
體袁還需要依託野虛空冶這一實體袁這就是着相了遥 莊
子論逍遙游袁指的是沒有任何憑藉尧依託的絶對自由

的境界袁 扶搖而上九萬里的鯤鵬袁 御風而行的列御
寇袁 都是有所依託袁 都需要藉助大風的力量才能飛
行袁沒有了風力的幫助袁也就不會有這些異于常人的
行爲遥 鯤鵬萬里袁對常人來説袁已經是神乎其神的事
情了袁而對修道的人來説袁尙未進入最高的尧絶對自
由的逍遙之境遥

虛空粉碎袁則身無其身袁也即莊子所説的物我兩
忘袁無物無我袁在內無我袁在外無物袁內外皆空袁這才
是野眞空冶遥 叶性命圭旨曳上有一首詩訣似乎可以説明
虛空粉碎的之境袁詩曰院野虛無一竅正當中袁無生無滅
自無窮遥 昭昭靈靈相非相袁杳杳冥冥空不空遥 冶

到了虛空粉碎袁則無物無我曰旣然已經達到無我
之境袁那么自然也就無思無慮袁無意無爲袁無聲無臭袁
湛然而靜袁寂然不動遥那么又何來野以證極則冶钥有野極
則冶袁而且需要去野證冶袁這些純粹都是有思有慮的思
維活動袁那豈不是與野虛空粉碎冶自相矛盾了钥 甚至可
以説袁旣然需要用文字來表述袁就是有爲法了袁就已
經有了色相袁不能稱之爲虛空遥 且看林龍江自己的解
釋院野豈其有則也袁而必曰則者袁何歟钥 豈其有證也袁而
必曰證者袁何歟钥極之一字袁且不得而言矣遥而曰則曰
證袁特借其言以發明之爾遥 冶渊叶夏午眞經窑衆妙玄經曳
卷一冤老子説院野道可道袁非常道遥 名可名袁非常名遥
噎噎吾不知其名袁強字之曰道遥 冶渊老子叶道德經曳冤因
此可以説袁野以證極則冶袁乃是勉爲其難袁強解玄奧遥 而
林龍江的門徒林貞明説得更明確院野到此地位袁 非惟
一法不立袁且無法可説袁而説亦不得矣遥 冶渊林貞明叶卓
午實義窑钥 曳冤

然而三一敎的許多門徒在林龍江身後袁 對後三
序無爲法卻有種種説法袁甚至有很具體的操煉方法袁
似乎已經落入着相的魔障中了遥

林子六字吐納法

呼有六袁曰院吹呵噓呬呼嘻也遥 吸則惟惟而已矣遥
呼要短袁吸要長袁不至損氣遥
六字主分五臟六腑袁或念呼字袁以吐心中濁氣袁

念時耳不得聞袁聞即氣粗袁久損心氣也遥 呼畢仰頭閉
口袁以鼻徐徐吸天地之清氣遥 呼短袁吸時令長袁而吐少
納多也遥

噓治肝病袁肝爲氣海木也袁惟噓通之遥 若病好酸袁
辛苦袁眼亦多淚袁噓時要目睛睛渊睜眼冤也遥

呵治心病遥主塞熱也袁惟呵通之遥若心源煩惱袁若
口痊熱痛袁呵時要操手于頭上也遥

呼治脾病袁爲太倉土也遥 若有病瀉痢袁或腸鳴尧吐
水袁呼當用也遥 用時要撮口袁

呬治肺病袁肺爲華蓋金也袁惟呬通之遥 若胸膈煩
滿袁若上焦有疾袁呬之自去遥 呬時要手雙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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癇證是中醫病名袁其病臨床特徵爲精神恍惚袁甚
至突然僕倒袁昏不知人袁口吐涎沫袁雙目上視袁四肢抽
搐袁或口中如作豬羊叫聲袁移時甦醒遥 如此相當于現
代醫學的癲癇大發作遥 可是袁對於癲癇大發作之外的
各種發作袁中醫歷來缺少專門的記載尧論述和治法袁
有的分散見于其他病證袁極易混淆袁暴露出局限性和
散亂性遥 所以説袁 中醫對此病種的認識應發展和提
高遥 筆者認爲癇證應包括現代醫學癲癇病的各種發
作袁儘可能要有統一辨證的標準和治療法則遥

現代醫學對癲癇病的診斷袁除分析臨床表現外袁
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腦電圖檢查袁 是重要可靠
的手段遥 中醫也應該藉助于這種手段袁在腦電圖檢查
的基礎上進行辨證袁以免誤診誤治遥

癲癇病個各種發作症狀各異袁但有其間歇性尧短

暫性尧刻板性的共同發作特點袁和大腦功能異常的共
同病理基礎遥 以中醫的觀點而言袁癲癇病的各種發作
共有的發作性尧短暫性尧間歇性袁來去急驟的特點袁正
是中醫風的特性袁野風善行數變冶遥 叶素問窑至眞要大
論曳説院野諸暴強直袁皆屬於風冶遥 從臨床證狀看袁大發
作和小發作的四肢抽搐和肌肉陣攣袁 局限性發作的
局部抽搐袁都是風的特性袁野風勝則動冶遥 大發作的口
吐涎沫袁腹型發作的噁心嘔吐袁爲風盛痰涌遥 大發作
的神經錯亂袁行爲失控袁爲痰火擾心遥 頭型發作頭痛尧
腹型發作的腹痛袁肢痛性發作的肢痛袁爲風痰阻絡袁
經氣不通遥 呃逆樣發作的呃逆爲風痰內阻袁 升降逆
亂遥 如此等等袁都是有風痰爲患的共同病理基礎遥 總
而言之袁癲癇病各種發作袁都具有與中醫癇證共同的
發作特點袁症狀特性和病理基礎遥 所以説袁現在醫學

癇證範疇及辨治探討

林包志 福建省安溪縣醫院渊362400冤

字訣 噓 呵 呼 呬 吹 嘻

臟腑 肝 心 脾 肺 腎 三焦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四季 春 夏 四季 秋 冬

吹治腎病袁腎爲生水門也袁惟吹通之遥 若疾必氣
羸而色昏袁若眉蹙耳鳴而墨瘦遥 吹之自愈遥 吹時要抱
膝頭而取乎也遥

嘻治三焦袁三焦有病袁若熱尧若壅塞袁惟用嘻之袁
自痊也遥

要要要摘自叶林子心法集窑心身修養眞訣曳
我國古代氣功養生非常重視呼吸的修煉袁 有服

氣尧行氣尧食氣尧煉氣尧吐納等名目袁講的都是呼吸吐
納的道理遥 其中較爲特別的一種袁是吐氣出聲袁通過
發出不同的聲音袁達到治病強身的目的遥

吐氣出聲的服氣法袁 流傳至今已有數千年的歷
史袁起源很早袁流傳也廣遥 見于戰國時期的記載有叶莊
子窑刻意曳院野吹呴呼吸袁吐故納新遥 冶一九七三年長沙
馬王堆出土的古佚叶卻谷食氣篇曳院野食氣者爲呴吹遥 冶
到南北朝時期袁 道敎學者兼醫學家陶弘景將吐氣出
聲法發展成了後來廣爲流傳的六字訣的雛形院野吐氣
六者袁謂吹尧呼尧唏尧呵尧噓尧呬袁皆出氣也遥 噎噎寒可
吹袁溫可呼曰委曲治病袁吹以去熱袁呼以去風袁唏以去
煩袁呵以下氣袁噓以散滯袁呬以解極遥 冶渊叶養性延命録窑
服氣療病篇曳冤之後六字訣逐漸融入道家內丹修煉術
之中袁成爲道家經常採用的一種修煉方法遥 到隋代袁
佛敎天台宗高僧智顗將六字訣引入止觀法門袁 成爲
修習禪定的一種輔助方法遥 唐代醫學家孫思邈著叶攝
養枕中方曳袁從醫學的角度對陶弘景的六字訣作了更
細緻的發揮院野冷病者袁用大呼三十遍袁細呼十遍遥 呼

法院鼻中引氣入袁口中吐氣出袁當令聲相逐耶呼爷字而
吐之遥熱病者袁用大吹五十遍袁細吹十遍遥吹如吹物之
吹袁當使字氣聲似字遥 肺病者袁用大噓三十遍袁細噓十
遍遥 腎病者袁用大呬五十遍袁細呬三十遍遥 冶

明清之前的諸家六字訣中袁六字並不統一袁六字
所配臟腑也並不一致遥 明清時期袁 大多認同孫思邈
叶孫眞人衛生歌曳中的六字與臟腑的配屬關係院

春噓明目夏呵心袁秋呬冬吹肺腎寧遥
四季常呼脾化食袁三焦嘻出熱難停遥

六字吐納法袁 依據五行的生克制化理論袁 按春
生尧夏長尧秋收尧冬藏四季時序袁配以肝尧心尧脾尧肺尧
腎尧三焦臟腑袁以吐氣發聲的方式袁發出不同的聲音袁
吐出不同的氣流袁通過微妙的氣流震顫袁來帶動氣血
的運行袁調整臟腑的功能袁清瀉臟腑中的邪氣袁又以
吸氣來採納天地之清氣袁從而達到治病健身尧延年益
壽的效果遥

六字吐納法袁簡單易學袁沒有繁雜的要求袁沒有
高難度的動作袁對時間尧場所等沒有特殊的要求袁行
立坐臥袁隨時隨地袁都可以進行六字吐納法的鍛煉遥
簡易實用袁行之有效袁這是一種特別適合當代人的健
身養生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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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癲癇病不僅大發作屬中醫的癇證範疇袁 而且各種
發作都屬於癇證範疇袁符合中醫的辯證思想袁有充分
的理論依據遥 這以提高中醫的診治準確性袁促進中醫
規範化袁也許有一定意義遥

上述之風袁指的是人體野臟氣不平冶袁所生之內
風袁因爲癇證表現突然發病袁一般無表證袁偶見個別
先有表證的袁也只不過是外引動內風而已遥 但外感病
發展過程中的熱極生風應另當別論遥 中醫又把內生
之風責之于肝冶遥 那么癇證的病變根源主要在肝脾二
臟遥 但急者治其標袁緩者治其本袁只要癇證發作未控
制袁 就應以息風化痰爲主治其標在先袁 待發作控制
後袁再以和肝健脾治其本袁防止疾病復發遥

不過袁不同人體的正氣有強弱之分袁陰陽有偏盛
偏衰之異袁臟腑間有合病並病之別袁而邪氣也有挾雜
爲患之可能袁那是病證的兼挾問題遥 醫生就必須分清
病情中的主次尧先後尧緩急兼顧治之袁才不失中醫辯
證論治精神遥 但不能棄本求末袁風痰爲患才是證的本
質袁息風化痰才是治癇大法遥

由於中醫原來對癲癇病大發作之外的各種發作
認識不足袁以致各行其道袁各顯神通袁往往陷入野頭痛
醫頭袁腳痛醫腳冶的泥坑袁誤診誤治也屢見不鮮遥 有把

肢痛性癲癇診爲痹證的袁 有把腹型癲癇辨爲脾胃虛
寒的袁等等袁治療上當然事倍功半或勞而無功遥 筆者
在臨床上先後遇過兒童肢痛性癲癇6例袁 其中就有4
例曾經被診爲痹證袁用祛風濕法治療無故袁後來行腦
電圖檢查後確診爲肢通性癲癇袁中醫按癇證論治袁取
息風定癇袁通絡化痰法治療袁均在7天內控制發作袁再
取和肝健脾法調理1周袁經半年隨訪未見復發遥 筆者
經過30多年臨床實踐的探索袁 按癇證論治癲癇病各
種發作進行多次嘗試袁先用息風化痰法治標袁後用和
肝健脾法治本袁同時根據具體病情化裁運用袁大多取
得滿意療效遥 息風化痰法的基礎方爲自擬天蝎湯院天
麻尧全蝎尧殭蠶尧天南星尧枳殻尧牛膝曰和肝健脾法的基
礎方爲自擬調肝健脾湯院天麻尧白芍尧當歸尧川芎尧牛
膝尧白術尧陳皮尧茯苓尧枳殻遥 實踐證明袁把癲癇病的各
種發作歸屬中醫的癇證範疇袁也有重要的實際意義遥

現代藥理硏究和動物實驗表明袁 中藥天麻尧全
蝎尧殭蠶尧蜈蚣尧天南星都有抗驚厥的作用袁天麻含有
香草醇成分能制止癲癇反應的發生袁 天南星還有鎮
靜作用袁與抗癲癇西藥有共同之處遥 但這類中藥的各
味藥物是否也象抗癲癇西藥那樣對癲癇病各種發作
有選擇作用袁還有待進一步探討遥

中醫學中的臟腑多不等同于西醫中的相應稱謂
的器官袁 中醫學中的臟腑幾乎都是功能體或抽象體
渊主要是依據功能或生理病理現象所判認的抽象
體冤袁臟腑學實質上就是藏象學遥 而且袁傳統中醫學的
思維和語言表達是傳統式的遥 正是傳統中醫學的這
些特點使得他旣難學更難被掌握遥

爲了把傳統中醫學學説變成易於理解和易於掌
握的現代化學説袁 並揭示出其中的科學內涵和科學
機制袁 筆者在整理和總結多年的理解和心得之基礎
上袁 在某種形式的硏究之後袁 形成了本稿等系列論
稿袁欲與廣大同行進行交流袁希望所擬之稿能成爲奠
定現代化五臟説基礎之稿遥
1 中醫學肺説的現代化

1.1 肺臟的本質和特性
中醫學中的肺臟實質上是一主要由肺器官和呼

吸肌所構成的抽象之體袁它具有以下特性和功能遥
1.1.1 肺爲華蓋

其性是指肺位于上焦胸腔之中袁它看上去華麗袁

並在五臟六腑之中位置最高遥
1.1.2 肺爲嬌臟袁不耐寒熱袁易受外邪侵犯而發病遥

其性是指肺與外界相通袁並且比較嬌嫩袁易受外
界致病因素侵犯而發病袁特別是易受寒熱而發病遥
1.1.3 肺喜潤惡燥

其性是指肺的結構和生理特點使得肺袁 在濕潤
的環境中能舒暢地呼吸和不易發病袁 在乾燥環境中
卻相反遥
1.2 肺臟的功能
1.2.1 主氣袁司呼吸
渊1冤主呼吸之氣

此功能是指肺的呼吸主導着體內外氣體的交
換袁是體內外氣體交換的場所袁通過肺的呼吸運動袁
生命體能吸入自然界的清氣袁呼出體內的濁氣袁從而
反復不斷地呼濁吸清袁吐故納新遥
渊2冤主一身之氣

此功能實質上應該是指袁 肺的呼吸主導或推動
着胸腹不斷地起伏運動和血液在胸腔渊或心冤與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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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位之間按呼吸節律往復不斷地流動袁 從而維
持着全身的新陳代謝和各部位的機能活動尧 特別是
心肺的機能活動袁並使人感覺到袁伴隨着呼吸袁全身
有氣在不斷地向內向上或向下向外運動着遥

然而袁在傳統中醫學中袁肺主一身之氣原本是指
肺具有主導宗氣等的生成和調節全身氣機的作用遥

所謂的主導宗氣等的生成是指袁吸氣時袁使吸入
的清氣渊氧氣冤和吸收的水谷精微之氣渊營養成份冤彙
聚于胸中渊氣海冤袁進而生成宗氣曰呼氣時袁又使宗氣
走息道貫心脈以及向全身輸布袁 並生成和濡養其他
之氣渊如衛氣尧營氣尧臟氣和元氣等冤遥 走息道可被看
作是宗氣入肺循環中袁 貫心脈可被看作是宗氣入心
之血管中遥

所謂的調節全身氣機袁 則是指肺的呼吸推動並
調節着全身之氣上下內外不斷地運動遥

顯然袁 傳統中醫學對肺主全身之氣功能的認知
是感性或表像性的認知袁 中醫學中的宗氣也是虛擬
之氣遥 故袁只有當把宗氣看作是心渊或胸冤之中的清氣
和水谷精微之氣的合稱或化身時袁 或看作是心肺功
能活動的物質基礎時袁才可能會有袁宗氣充盛袁血液
運行和呼吸強而有力袁聲音響亮袁其他功能也正常曰
宗氣虛少不足袁則血脈易凝滯袁聲音低微袁呼吸微弱
等狀况的眞實存在或發生遥
1.2.2 肺爲相傅之官袁朝百脈袁主治節

此功能是指袁 肺是輔助心臟推動血液在血脈中
運行的器官袁 肺的呼吸活動按呼吸節律控制着血液
循環遥
1.2.3 主宣發和肅降
渊1冤主宣發

此功能是指袁肺呼氣時袁旣能排出濁氣袁又能幫
助心把消化吸收的渊即脾所傳輸來的冤水谷精微之氣
布散到全身袁 還能與吸氣一起主導和調節肌膚腠理
渊即紋理冤的開合尧體熱氣的散發尧汗液和分泌物的排
泄等肌膚呼吸活動 渊人們常把呼吸引起的肌膚脹縮
活動袁稱爲皮膚呼吸或肌膚呼吸冤遥

傳統中醫學認爲袁如果肺失宣發袁則可見呼氣不
利袁咳喘尧鼻塞尧噴嚏尧無汗等病變遥
渊2冤主肅降

此功能是指袁肺吸氣時袁旣能向下吸入清氣袁又
能幫助心把消化吸收的渊即脾所傳輸來的冤水谷精微
之氣向下布散袁還能肅清肺和呼吸道中的分泌物袁使
其保持潔凈遥

傳統中醫學認爲袁如果肺失肅降袁則可見呼吸短
促或呼多吸少尧咳痰尧咯血等病變遥

宣發與肅降相反相成袁從而使氣道通暢尧呼吸均
匀尧氣體交換正常遥 如果肺宣降失調袁就會出現咳嗽尧
喘息等症狀遥

1.2.4 通調水道
此功能實質上應該是指袁 呼吸通過有節奏地推

動血液在血管中的運行袁 來推動和調理水液在水道
中的運行遥

由於水液的運行完全依附于血液的運行袁 血管
就是水道袁水液運行就意味着水道通調袁呼吸是推動
血液運行的另一動力袁故袁説肺有通調水道的功能和
説水道位于整個三焦都是正確的遥

然而袁傳統中醫學是從野肺主全身氣機袁氣機是
推動心跳及水液或血液運行的動力袁 以及水液是在
一定的渠道中運行的冶這些認知袁推知肺有朝百脈尧
主治節和通調水道的功能袁顯然袁這種推知方式是感
性或表象性的認知方式遥

由於不知道有肺主全身氣機之現象和呼吸性血
液循環的存在袁故袁對西醫學者們而言袁肺有朝百脈尧
主治節和通調水道等功能之説袁 是很難以被理解和
認可的遥
1.2.5 外合肌表渊主一身之表冤

此功能是指袁 肺呼吸活動的狀况或變化常常可
從肌膚的表現和變化中反應出來遥 因肌膚呼吸是由
肺呼吸所主導或推動遥

例如袁如果呼吸功能正常袁則皮膚緻密袁毛髮光
澤袁抗病力強曰如果肺氣虛袁則抗病力下降袁易出汗袁
易感冒袁甚或皮膚乾枯等曰如果外邪侵犯肺衛袁則可
使腠理閉塞尧衛氣郁滯和肺氣郁滯袁從而出現發熱尧
怕冷尧咳嗽和喘息等遥

但是袁必須明白肺與皮毛的關係並不是絶對的遥
即袁不是肺一有病袁皮膚就明顯地有相應的變化遥
1.2.6 過于喉門袁開竅于鼻
渊1冤過于喉門

是指呼吸之氣通過喉門袁是喉發音的動力遥 故肺
呼吸活動的狀况或變化袁 常常連帶引起或反射性地
引起喉部産生相應的表現或變化遥

例如袁肺氣充足袁則咽喉通利袁聲音洪亮曰如果風
寒或風熱犯肺袁肺氣失宣或雍塞袁則喉癢袁咳嗽袁痰實
氣雍袁甚至聲啞曰如果肺氣虛弱袁則聲音低微袁如果肺
陰不足袁則喉部干澀痛袁聲音也嘶啞遥
渊2冤鼻爲肺竅

是指鼻旣爲呼吸的通道和門戶袁 又爲感覺流動
氣體氣味的器官遥 故袁呼吸通暢袁鼻嗅覺靈敏袁如果外
邪侵襲而肺失宣降袁則常會同時引起鼻的病變遥

例如袁風寒犯肺時袁肺氣不宣袁可見鼻塞流涕袁嗅
覺不靈渊實際上是風寒同時犯鼻所造成冤曰邪熱雍肺
時袁肺失宣降袁則見喘咳袁鼻息粗重曰肺胃燥熱時袁則
鼻道乾燥袁甚或衄血遥

到此爲止袁肺説的現代化已基本完成遥 從肺説的
現代化可看出袁 傳統中醫學肺説的本質和內涵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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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科學的袁 只不過是表達方式和認知方式不同于
西醫而已遥
2. 呼吸性循環的被發現
2.1 肺主全身氣機現象

閉住眼仔細感覺時我們能感覺到袁 吸氣時有氣
從四肢末端向腹腔進而向胸腔彙聚 渊即所謂的向內
向上運動冤袁呼氣時卻又有氣從胸腔向腹腔和四肢末
端輸布渊即所謂的向下向外運動冤遥 這一感覺現象袁就
是被本作者稱之爲肺主全身氣機的現象遥 古醫家們
知道這一現象袁 並從這一現象獲知肺有主全身氣機
之功能袁然而袁當今的學者們並不清楚遥
2.2 呼吸性循環的被發現

以肺主全身氣機現象爲客觀依據袁 應用相關的
解剖生理學知識對其進行客觀地分析和某種形式地
硏究渊如與朝百脈尧氣血關係等認知相關聯冤之後袁我
們會發現院
渊1冤吸氣時袁吸氣活動首先會使胸膜腔産生負壓袁繼
而使腹腔産生正壓袁此時袁如果心臟處于擴張期袁則
從軀體向右心房中回流的血量相對增加袁 從肺向左
心房中回流的血量相對減少曰如果心臟處于收縮期袁
又則流出左心室的血流量相對減少曰 流出右心室的
血流量相對增加遥 總的吸氣活動結果是袁血液從外周
向胸腔中彙聚袁 並使人們感覺到全身有氣向內向上
彙聚于胸中遥

似乎袁 在吸氣中樞與加壓中樞之間存在着共同
興奮機制遥 其機制可能是中樞突觸聯繫性的袁也可能
是外周反射性的遥 所謂的外周反射性共同興奮機制袁
是指袁吸氣時渊此時吸氣中樞處于興奮狀態冤袁抽吸血
液向心臟地回流袁有可能引起血壓下降袁而血壓的下
降袁又會通過神經反射活動引起加壓中樞興奮袁進而
引起小動脈收縮袁以阻止血壓過度地下降袁保持血壓
基本平衡以及助吸氣把外周血液推向心臟遥
渊2冤 呼氣時袁 呼氣活動引起全身的變化與吸氣時相
反遥 總的呼氣活動結果是袁胸腔回縮袁胸腔中的血管
和心臟尧特別是靜脈和心房相對回縮袁胸腔以外的血
管則擴張袁血液從胸腔或心臟向外周血管中輸布袁並
使人們感覺到有氣從胸中向下向外輸布遥

上述分析表明袁 肺主全身氣機現象的總機制和
本質是院 呼吸活動按呼吸節律推動着全身的血液不
斷地再循環遥 如果説袁按心律和受心收縮活動推動的
血液循環袁是一種心性循環地話袁那么袁這種循環就
是一種呼吸性循環遥

呼吸性循環袁從其結構方面看袁因沒有其對應的
獨立結構體系袁似乎是不存在的袁然而袁從功效方面
看袁他確實是一有其獨立功效和獨立節奏的體系袁確
實是心性循環的輔助功能體系袁 心性循環的結構體
系實質上就是它的結構基礎遥 在人體中可能還有這

樣的功能體系存在袁有待于我們去發現遥
2.3 發現呼吸性循環的意義

發現呼吸性循環的意義在于袁 他可使我們得知
呼吸活動對心血管活動的影響或重要性何在遥
2.3.1 得知呼吸活動對心臟活動的影響或重要性何
在

由發現的呼吸性循環機制可推知袁 呼吸活動對
心臟活動所産生的影響或重要性是院 渊1冤吸氣活動袁
主要使舒張期的回心血量明顯增加袁 心舒張期延長
和舒張更充分袁並使心率減慢遥 渊2冤呼氣活動袁主要使
收縮期的排出血量明顯增多袁排出時間更充分遥 總的
影響是呼吸活動可減輕或分擔心臟的負擔以及延長
心臟的壽命遥 這些影響可體現在下邊的例證之中遥
如袁當人們遇到某些緊急情况發生心慌意亂時袁深呼
吸可明顯地控制或消除心慌意亂遥 再如袁目前學者們
普遍認爲袁 肺心病是因血管痙攣等引起肺動脈中的
血流阻力增強所造成袁 並認爲缺氧等是痙攣的主要
原因遥 顯然袁這樣的解釋不完滿袁更完滿的解釋應該
是院肺氣腫時出現的呼吸性循環機能障礙袁不僅可導
致缺氧袁而且袁還可直接導致肺循環阻力增高和心臟
活動的負擔加重 渊輔佐心臟推動血液循環的作用減
弱所致冤袁從而導致肺心病的發生遥
2.3.2 得知呼吸活動對血管活動的影響或重要性何
在

體驗肺主全身氣機現象時袁 我們會明顯地感覺
到袁 呼吸活動對外周血管特別是肢端微小血管中的
血液流動所産生的影響不比心舒縮活動所産生的影
響小遥 我們只能在特定的體表部位觸摸到由心舒縮
活動所引起的動脈搏動袁然而袁我們卻在全身特別是
在肢端能明顯地感覺到有氣渊即血流冤在按呼吸節律
流動和變化遥 可以説這一感知體現出了呼吸活動對
血管活動的影響或重要性遥 更具體的影響可體現在
下邊的例證之中遥 如袁由於肺的呼吸能引起皮膚的呼
吸渊皮膚的起伏運動冤袁從而對皮膚處的新陳代謝起
着重要作用袁故袁中醫用中藥給人美容時袁內必要調
理肺的呼吸活動遥 再如袁西醫認爲肺膿腫等病時出現
杵狀指的機制並不清楚袁 可能是因肺膿腫等時機體
局部缺氧尧代謝障礙和中毒等所致遥 顯然袁不清楚的
原因在于學者們搞不清楚肺膿腫等病時爲什么缺
氧尧代謝障礙和中毒等主要發生在指端遥 有了呼吸性
循環的存在後就很容易被搞清楚遥 杵狀指的發生機
制應該是一種局部缺氧尧 代謝障礙和中毒等性的病
理生理機制遥 肺膿腫時出現的疼痛等情况袁使吸氣過
程明顯地受到抑制袁呼氣過程基本不受影響渊因爲吸
氣過程是主動性的過程和加劇疼痛的過程冤袁 從而袁
吸氣時袁 抽吸外周血管中特別是肢端血管中的血液
回流入心的能力或過程明顯減弱袁 血液就易淤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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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肝脾説的現代化及濕可滯氣和傷氣機理探析

陝西楡林農校 李志剛

1 肝説的現代化
1.1肝臟的本質和特性

中醫學中的肝臟實質上是一袁 主要由血肉之肝
渊肝器官的部分功能冤和植物之肝或神經之肝渊即植
物神經系統的調節功能或神經系統的調節功能冤所
構成的抽象之體遥

血肉之肝位于膈後袁 在傳統中醫學中被歸屬於
下焦遥

傳統中醫學認爲袁由於肝動則使人氣炎上逆尧躁
煩尧陽氣亢奮渊植物之肝興奮時的表現冤袁並且具有解
除抑鬱袁升散消沉之氣渊植物之肝的調節活動表現袁
注意袁抑鬱時袁可使人有全身之氣下沉之感覺袁此時袁
主動的吸氣過程受到抑制袁 被動的呼氣過程基本不
受影響冤和宜柔宜暢達袁惡抑鬱等特點袁故被稱爲剛
臟或將軍之官遥
1.2 肝臟的功能
1.2.1 主疏泄

此功能實質上是指神經之肝或植物之肝具有調
節呼吸渊氣冤尧血液循環渊血冤尧消化吸收渊脾胃冤和情緒
等活動袁 從而具有解除胃腸功能活動紊亂和情志紊
亂等植物神經系統功能失調之症的作用遥

由於人們不知道情志紊亂和胃腸功能活動紊亂
等變化主要是因大腦及其調控下的植物神經系統功
能失調所致袁而只知道袁它們會渊因伴有肝血進出活

動和膽汁排泄活動的異常或障礙而冤 伴有不同程度
的肝區感覺異常渊如脹尧痛等冤袁且用安神藥尧開竅藥尧
止吐藥尧 止瀉藥等治療心神和胃腸功能紊亂的藥療
效不佳袁宜用所謂的舒渊疏冤肝藥來治療遥 故袁傳統中
醫學家們就認爲袁 情志紊亂和胃腸功能紊亂等變化
都是肝主疏泄功能失調所致袁肝具有主疏泄功能遥

此處所提到情志是指情感和意志遥 所謂的情感袁
是指個體對客觀事物的態度和因之而産生的相應內
心體驗袁即袁實質上是一種袁在特定感覺或認知的支
配下袁針對特定情况下的特定對象的袁具有傾向性的
心理活動和行爲表現遥 具體包括傾向性語言尧傾向性
肢體行爲尧及其對應的器官活動等遥 例如袁喜歡某人
時的情感表現爲院心理上賞愛袁語言上讚美袁肢體行
動上親近袁相處時氣血渊心肺血管等的活動冤舒暢遥 顯
然袁表現出的行爲都主要是在特定的神經活動渊即神
經之肝或植物之肝冤調控下的肌性器官之行爲遥 所謂
的意志袁是指人們自覺地確定目標袁並克服困難和用
自己的行動去實現目標的心理活動袁顯然袁它也主要
是一種神經性活動遥

此外袁冬天時人們會感覺到肌膚緊縮渊皮膚緊縮
可減少散熱袁肌肉緊縮可增加産熱冤和氣內斂聚于體
內或肝區 渊肌膚緊縮可壓迫血管中的部分血液回血
肉之肝或血庫之中冤曰 春天時卻又感覺到肌膚開散
渊使熱易於散出冤尧 內聚于體內或肝區的氣開泄遥 顯

肢端處袁從而肢端處出現缺氧尧中間代謝産物堆積以
及物質滲出于血管外袁進而出現中毒尧代謝紊亂尧變
性和增生等袁結果最後導致杵狀指的發生遥

此外袁還可得知有了呼吸性循環袁氣體交換和氣
體代謝就可最大效率化遥
3 討論
渊1冤呼吸性循環的發現可給我們帶來如下啓示院世界
是多樣性的袁事物存在的形式也是複雜多樣袁雖説實
驗方法是最主要最基本的認知方法袁 但不是唯一的
認知方法袁 也不是起決定性作用的認知因素袁 可以
説袁感覺是一切認知的基礎袁人的思維是起決定性作
用的認知因素遥 實驗的本質不過是使原感覺不到的
情况變成爲能感覺到的或能更清楚地感覺到的情
况袁 進而能使人們通過客觀和科學地分析得出正確
的認識遥 説透了袁實驗不過是一種由人腦設計出來的

感覺輔助手段而已袁 並且是只能擴展或加強人的視
覺和聽覺能力的一種手段遥 故袁如果説看到的情况是
客觀存在的情况袁 通過對看到的情况進行客觀和科
學分析而獲得的認知是科學認知曰那么袁看不到甚或
聽不到但能本體感覺到的情况也可能是客觀存在的
情况袁 通過對本體感覺到的情况進行客觀和科學分
析而獲得的認知也可能是科學認知遥 所以袁只迷信實
驗袁 只承認通過實驗所獲得的認知是科學知識的思
想袁是狹隘尧不客觀和不利于醫學全面發展的思想遥
渊2冤中醫學理論的現代化或破譯袁在爲中西結合和中
西融通架起橋樑和奠定堅實理論基礎的同時袁 也爲
醫學硏究開闢新的認識途徑和帶來新的課題袁 並使
人們發現現代醫學方法無法發現的生命活動規律和
生命活動機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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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袁在這些感覺中袁人們似乎只感覺到有肝的活動參
與其中袁感覺不到有其它器官的活動參與其中袁更不
可能知道整個感覺到的活動變化實質上是在神經系
統的調控下進行的袁 這也使傳統中醫學家們認爲肝
具有主疏泄的功能遥

需要順便提及的是袁 從前邊的解釋和分析可以
判定野春天宜進食渊血肉之冤肝冶的認知和説法是荒唐
和可笑的遥 然而袁今天仍有敎授專家在中央電視台上
做野春天宜進食渊血肉之冤肝冶這樣的知識講座遥 實叫
人感到遺憾浴

肝主疏泄功能的臨床表現有院正常時袁機體出現
氣機調暢袁氣血和調袁經絡通利袁脾胃升降運化協調袁
精神正常曰失常時袁則出現胸腹脹痛袁目赤躁擾袁甚或
因氣火升發上逆渊血上壅冤過甚而出現血從上溢或卒
然昏厥倒地袁也會出現症積腫塊尧性欲和生殖功能障
礙尧仃乳尧乳房結塊渊肝氣郁滯時袁可導致乳房血流不
暢或凝滯以及乳導管平滑肌僵直性收縮袁 從而造成
仃乳或結塊袁故在傳統中醫學中有肝主乳頭之説袁認
爲仃乳或結塊是乳頭閉塞和乳汁排泄不暢所致冤尧臌
惑尧痰核形成尧痛瀉尧嘔吐尧倒氣尧納食不化袁甚或出現
黃疸尧急躁兇暴怒等遥 有生理學和病理學知識的人都
應該知道這些表現或症狀確都是反映植物神經系統
功能狀况的表現和症狀遥
1.2.2 藏血潜陽

此功能應該是指袁 血肉之肝具有貯藏血液的作
用袁以及血肉之肝所藏之血袁對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引
起的煩躁易怒尧氣火上炎和氣血上壅等活動渊即肝陽
上亢冤有牽制或負反饋作用遥

從西醫學知識可知袁肝血充足袁體血也就充足袁
就不會出現心跳加快尧呼吸急促渊這些都是引起煩躁
感的生理基礎冤尧易興奮或易激怒以及體血上壅等表
現曰反之袁肝血不足袁體血也就不足袁血壓也就低袁有
效血液循環量和腦部供血就不足袁 機體就會因腦部
氧供給不足和二氧化碳積聚等原因而易興奮或易被
激怒袁並會通過植物神經活動引起心率加快尧呼吸急
促尧甚至血向上壅遥 故肝藏血潜陽這一功能認知也基
本上是客觀和科學的遥 説袁肝陽升動太過渊如興奮過
度或暴怒時冤可致氣血上逆渊腦充血冤甚或出血渊腦出
血冤曰肝陰充足或肝血充足袁則可制約肝陽上亢袁也是
對的遥
1.2.3 主筋袁其華在爪
渊1冤主筋

筋即筋膜或肌腱袁是聯結關節和肌肉的組織遥 傳
統中醫學認爲袁 肢體和關節的屈伸或轉側運動必然
依賴于筋和肌肉的收縮與弛脹袁 而筋的活動又依賴
于肝血的滋養和肝氣的升發 渊即植物神經解除氣血
郁滯活動之功能的發揮和體軀神經解除骨骼肌攣縮

功能的發揮遥 如果肝血不足袁肝氣不舒渊即植物神經
失調冤袁就會筋失所養袁以致筋力不健袁運動不利袁甚
或四肢震顫尧麻木不仁尧屈伸不利遥 故有肝主筋之説遥
渊2冤其華在爪

爪即爪甲袁 爲肢體的末端部分遥 傳統中醫學認
爲袁爪甲也依賴肝血的滋養袁肝血充足袁則爪甲堅韌曰
如果肝血不足袁則爪甲薄軟色枯袁或變形易脆遥

可見袁主筋袁其華在爪是指袁肝血可養筋和保其
健運袁肝血的足和不足可從爪的表現看出遥 顯然袁此
功能之説基本上是客觀和科學的袁 且有一定的臨床
指導意義遥
1.2.4 開竅于目

傳統中醫學認爲袁 五臟六腑的精氣皆上注于視
覺器官目袁但是袁目同肝的關係最爲密切袁肝的功能
活動狀况袁常常可從目的變化反映出來袁因爲肝的經
脈上絡于目遥

由於中醫學中的五臟不等同于西醫學中的五個
具有相同稱謂的器官袁 故當我們搞清楚五臟的本質
之後袁 我們會發現開竅之説確有一定道理但不一定
科學遥

以肝爲例袁血肉之肝渊肝器官冤能合成正常視力
功能活動所需的物質袁 植物之肝則可以調控視力活
動遥

但是袁 肝與目的關係並不一定是通過肝的經脈
上絡于目來實現的遥 因爲袁肝的經脈只有一條袁而植
物之肝到處都在 渊植物神經分布于整個內臟器官冤袁
一條經脈可把血肉之肝與目絡屬起來袁 但難把植物
之肝與目絡屬起來遥 五臟或肝與目的關係多可能是
功能相關聯性關係遥
2 脾説的現代化

2.1 脾臟的本質和特性
中醫學中的脾臟袁 實質上是一由胃腸的消化吸

收功能和部分血液循環系統的功能 渊即運輸營養物
和水液的功能冤袁所構成的抽象之體袁是一十足的功
能體遥 脾只是個挂名遥

脾臟位于中焦袁具有喜燥惡濕尧其氣宜升不宜降
之習性遥 顯然袁這是一有一定科學道理的表象性認知
或功能特點性認知遥 它表明脾臟的正常功能是吸收
渊升冤而不是泄渊降冤遥 升和燥則脾健運曰降和濕則脾失
健運遥

由於人體氣血津液的化生和生命活動的維持袁
都依賴于脾運化的水谷精微袁故脾臟有野後天之本尧
一家之主冶之稱遥
2.2 脾臟的主要功能
2.2.1 主運化

此功能是指脾臟具有消化尧吸收和轉輸作用袁即
能把小腸分別出的清物渊即水谷精微冤和喝入消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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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水液袁化生尧吸收並轉輸到胸部渊心肺冤袁之後再
營潤全身遥 其具體表現爲院
渊1冤運化穀物精微和水液

傳統中醫學認爲袁五穀被攝入胃腑之後袁經過腐
熟而下移至小腸袁 腐熟後的産物又經小腸泌別清濁
後袁其中清的部分經由脾化生吸收並轉輸到胸中袁與
吸入之清氣匯合併生成宗氣渊一種虛擬之氣袁可被看
成是水谷精微之氣和清氣的合稱袁 也可被看成是胸
中的營養之物冤袁宗氣則貫心脈走息道灌四旁袁以滋
養其他臟腑或全身各組織遥 還認爲袁脾臟將其吸收的
水液的一部分通過水道散佈並濡潤全身袁 把多餘的
部分及時地轉輸到肺和腎袁通過肺和腎的氣化作用袁
變成汗液和尿液排出體外遥

顯然袁 當把脾臟看成是由吸收功能和運送營養
物及水液功能等所構成的抽象之脾渊一功能體冤時袁
上述認知是客觀和科學的袁下列説法也是客觀的遥

脾運化穀物和水液的功能旺盛袁 機體的消化吸
收功能就健全袁水液的代謝就能維持正常袁精尧氣尧血
和津液等物質的化生也會旺盛袁 爲全身各組織提供
的營養物也會充盛袁水濕才不致于仃滯遥 如果脾失健
運袁機體的消化尧吸收和營養功能就會失常袁水液就
會仃滯袁從而出現腹脹尧糞溏尧納獃袁以至出現倦怠尧
消瘦和氣血不足袁甚或出現痰軟渊濕聚而成袁故有脾
爲生痰之器袁肺爲貯痰之罐一説冤尧水腫渊水溢肌膚而
成冤尧瀉泄等遥

然而袁 在脾主運化功能之認知方面存在的問題
是袁 爲什么傳統中醫學一直把消化系統的消化吸收
功能和血液循環系統的運送營養物和水液的功能錯
歸于脾器官呢钥

本人認爲錯歸的根本原因在于傳統中醫學的直
觀性分析和直觀性思維方式遥

進行解剖觀察和分析時袁 人的肉眼所能看到的
情况是袁食物到達小腸的起始部位後袁就開始變成糞
便渊即開始所謂的分別清濁冤袁並且在整個消化道的
管壁上袁只在小腸的起始部位可見到有兩個開口袁顯
然袁 一個開口是排泄膽汁的膽管開口袁 而另一個開
口袁由於認知條件和認知能力的緣故袁易被誤認爲是
吸入水谷精微和水液進入脾器官的開口 渊在傳統中
醫學中胰器官和脾器官是一家之器冤袁自然袁進入脾
器官中的水谷精微和水液也易被猜認爲是通過脾的
轉輸作用而被散佈于全身的遥

此外袁雖從本質上説袁濕熱等證是由於血液循環
系統的運輸水液功能和排泄器官的排泄水液功能減
弱或障礙所致袁然而袁它的臨床表現卻往往是納獃尧
肚腹飽滿尧乏困等消化障礙性症狀袁未明顯表現出血
液循環功能障礙或排泄水液功能障礙方面的症狀袁
故袁也爲錯歸製造了例證遥

下邊的例子是反映脾主運化功能本質的有力佐
證遥

例1 中醫學認爲全身性水腫與脾尧肺尧腎關係密
切袁而西醫學則認爲與心尧腎關係密切遥 顯然袁中醫學
與西醫學在全身性水腫與內臟的關係方面存在着認
知矛盾袁矛盾的根源在于袁中醫學中的脾臟不等同于
脾器官袁以及西醫學還不知道呼吸性循環的存在遥

例2 慢性腹瀉在西醫學中被認爲是由於胃腸
的分泌尧滲出尧蠕動增強渊即植物神經功能紊亂冤而致
吸收功能減弱所造成袁治療採取對因加對症渊止瀉冤
法曰然而袁在中醫學中卻被認爲是由於脾虛所致袁治
療採取健脾滲濕治法袁方用參苓白術散等遥

由於胃腸的吸收功能狀况不僅與胃腸粘膜的狀
况密切相關袁 而且還與胃腸的血液循環狀况密切相
關遥 而參苓白術散等卻具有增強全身氣力渊包括胃腸
收縮力在內冤尧加強血液循和利尿等作用袁其中的加
強血液循環作用袁不僅能顯著增強胃腸的吸收功能袁
而且還能加強胃腸的新陳代謝袁 進而增強胃腸粘膜
的修復能力袁從而能從根本上解除慢性腹瀉遥 故袁中
醫用參苓白術散等方藥治療慢性腹瀉時袁療效顯著遥
渊2冤升清

此功能應該是指脾的運化功能袁 能産生吸收水
谷精微和固定內臟的功效遥 也就是説袁運化功能強袁
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就強袁肌肉的緊縮力就強袁固定
內臟的效果就好遥

清袁在傳統中醫學中是指水谷精微遥 升清作用袁
在傳統中醫學中是指脾的運化作用袁 它旣可將水谷
精微吸收並上輸於心肺袁 再通過心肺將水谷精微散
佈于全身並營養全身曰 又可使機體的內臟相對地固
定在一定的位置上袁而不致于下垂和脫出遥 故説袁脾
氣不能升舉時袁可出現神疲乏力袁腹脹泄瀉曰脾氣不
升反而下陷時袁則見久瀉尧脫肛尧甚或內臟下垂等袁是
客觀的遥
2.2.2 統血

此功能應該是指袁 脾的升清功效又具有統攝血
液在血脈中正常運行而不易逸出脈外作用遥

由於脾臟具有升舉中氣的功效渊即增強胃腸尧子
宮尧尿道等處平滑肌緊縮力的功效冤袁故説脾有統血
的作用也基本上是科學的遥 説脾不統血時多會出現
便血尧尿血和子宮出血也是對的遥

但要明確袁 引起出血的原因可有內因和外因兩
種袁且脾不統血並不是引起出血的唯一內因遥
2.2.3 主肌肉四肢
渊1冤主身之肌肉

由於認爲袁脾胃爲氣血生化之源袁全身肌肉需要
得到脾運化的水谷精微之氣的營養才能豐滿健壯袁
需要藉助氣血的推運才能健運袁如果脾失健運袁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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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血生成不足袁 肌肉瘦削和軟弱無力袁 甚至痿廢不
用遥 故傳統中醫學説脾主身之肌肉遥
渊2冤清陽實四肢

四肢相對於軀幹而言袁是畜體之末袁故四肢在傳
統中醫學中又被稱爲四末遥 傳統中醫學認爲袁脾氣健
旺袁 向四末輸送的水谷精微充足袁 四肢就會肌肉豐
滿尧輕勁有力遥 如果脾失健運袁清陽不布袁就會肌肉痿
弱袁四肢倦怠乏力遥 清陽是水谷精微之中具有生長尧
動力作用的營養物遥 故有清陽實四肢之説遥

可見袁 主肌肉四肢是指脾主肌肉四肢的營養和
健壯遥
2.2.4 開竅于口袁其華在唇
渊1冤開竅于口

是指脾胃運化功能的好壞袁可從食慾尧口氣尧牙
齦表現等得到反映遥 傳統中醫學認爲袁 脾胃功能健
旺袁食慾就會旺盛曰如果脾失健運袁則可見食慾不振尧
甚或廢絶曰胃有食滯袁可見口臭曰胃有食火袁則可見口
臭尧牙齦腫痛遥
渊2冤其華在唇

是指口唇的色澤和形態可反映脾臟化生氣血的
狀况遥 傳統中醫學認爲院脾氣健旺袁氣血充足袁可見口
唇紅潤光活曰脾失健運袁氣血衰少袁則唇淡而不華尧甚
至萎黃曰脾有濕熱袁則口唇紅腫曰脾經熱毒上攻袁則口
唇生瘡糜爛遥

由於脾胃與口相通袁即其氣上通于口袁並且脾臟
能運化水濕和能生成氣血袁故説脾開竅于口袁其華在
唇的説法也基本上是客觀的遥 此外袁説脾胃與口唇之
間有脾經聯繫則也可能是眞的袁 因爲袁 各消化器官
渊包括唾液腺在內冤之間確互有神經活動聯繫遥
2.3 濕可滯氣和傷氣機理探析

以全身濕熱證爲例遥 在對其的本質和表現進行
客觀分析之後袁 本作者認爲濕可滯氣和傷氣的機理
可表述爲院氣候濕熱等原因寅導致蒸發尧輻射等方式
的散熱機能活動減弱寅從而導致水液渊濕冤和熱積留
于體內寅進而引起血液循環機能活動的負荷增加寅

即導致心肌尧骨骼肌渊呼吸肌等)和平滑肌的收縮活
動負荷增加渊可以説袁三種肌性器官都程度不同和方
式不同地參與着推動血液或水液的運行冤寅結果出
現肢體沉重尧肚腹飽滿尧納獃尧煩熱尧舌苔黃膩尧脈濡
緩等表現 渊都是氣滯即肌肉收縮機能活動障礙時的
表現冤寅甚至出現肢體乏困尧肚腹脹滿尧食慾減退尧脈
濡弱等表現 渊都是傷氣即肌肉收縮機能活動減弱時
的表現冤遥

在臨床上袁中醫把具有肚腹飽滿尧肢體困重尧納
獃尧舌苔黃膩尧脈濡緩等表現的機體稱爲濕熱體質袁
它是一種西醫學中所説的亞健康態體質遥

硏究表明袁濕熱體質易引發風濕尧二型糖尿病尧
高血壓和中風等病遥
3 討論

中醫學肝脾説的現代化進一步表明袁 雖然中醫
學中的臟腑不等同于西醫學中的器官袁 然而臟腑説
的內涵與器官説的內涵是相通的袁 不同在于中醫學
與西醫學有着不同的認知方法或不同層次的認知依
據袁 相通在于中醫學和西醫學都是有客觀依據的學
問遥 還表明袁由於方法或依據的原因袁傳統中醫學中
的學説具有籠統性和概括性之特點袁 故想要在生物
化學或分子學尧 基因學水平搞清楚臟腑學説的想法
是不客觀和不實際的想法遥 人們都知道袁陰陽學説是
一關於對立統一體或現象的普遍性學説袁 是一方法
論或思維觀袁然而袁就有學者們想要把陰陽説狹隘地
與cAMP要cGMP説等同起來袁結果袁花費了不少的硏
究經費袁進行了不少的硏究袁最後卻沒有得到任何成
果遥 筆者認爲袁或許能在生物化學或分子學尧基因學
水平發展和提高現代化後的中醫學袁 但難在此水平
將傳統中醫學現代化遥 還認爲袁旣然西醫學已達分子
學或基因學水平袁 而傳統中醫學之內涵的水平卻達
不到袁更不可能超越此水平曰那么傳統中醫學就基本
上可被西醫學現有的知識所解釋或解密袁 只要人們
善於開創性的思維遥

1 中醫學腎説的現代化
1.1 腎贜的本質和特性

中醫學中的腎臟實質上是一袁主要由腎器官尧睾
丸器官尧卵巢器官尧下丘腦-垂體和吸氣肌的吸氣機

能所構成的抽象之腎遥 其中袁腎器官爲內腎袁睾丸器
官爲外腎袁下丘腦-垂體爲腦腎袁吸氣肌的吸氣機能
爲功能之器遥

由於內腎位于腹腔中的腰脊兩側袁左右各一個袁

中醫學腎説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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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腰爲腎腑之説遥 其實袁腰爲腎腑一説袁不僅是因
爲腰與內腎的位置關係袁 還更可能是因爲腰與外腎
之間有某種明顯的正性生理活動相關聯性遥 大家都
知道袁過度的性生活旣可傷外腎袁又可同時傷腰渊如
出現腰肌勞損尧韌帶鬆弛和腰椎錯位等冤袁因爲性活
動時袁腰部的活動最劇烈遥 也都知道袁腰部血流暢盛
和筋骨強壯時袁性機能活動也強袁因爲腰與腎屬於同
一血流分布區域遥 還都知道袁補腎的中醫方藥往往兼
能壯腰遥

傳統中醫學認爲腎爲臟腑陰陽之本和生命之
源袁即腎旣能育陰主水克火袁又能生藏命門之火袁還
能別出男女不同遥

説到此處袁人們會要問院爲什么傳統中醫學袁不
知道卵巢也是和外腎一樣的器官袁 而且把內腎和外
腎都看成是腎臟袁 並堅持認爲外腎與內腎無法或不
能被分別成爲兩個不同的臟器钥 原因可能是院卵巢雖
然象內腎一樣也位于腹腔內的腰脊兩側袁但是袁它不
像內腎和外腎一樣袁 看上去明顯地有管道與陰器或
生殖道直接相連通袁而且袁它體積小易被疏忽遥 這樣
就使得古醫家們袁 易錯把內腎當成是兼主導女性生
殖活動的器官渊即兼等同于外腎的器官冤袁從而認爲
不能把內腎與外腎分別成爲兩個不同的臟器遥 此外袁
五行格式化思維模式也可能是其原因之一袁 因爲分
成兩個臟器之後袁臟腑就不是五臟了袁而是六臟遥
1.2 腎臟的主要功能
1.2.1 主水

此功能實質上應該是指內腎具有主導調節水液
代謝活動的作用遥 故袁在傳統中醫學中袁有腎爲水臟
之説遥

傳統中醫學認爲院 胃攝取納的水液袁 在脾的運
化尧肺的疏調和腎的氣化作用下袁清者被布運于各組
織袁濁者卻化爲汗與尿被排出遥 其中袁腎的蒸騰和氣
化作用最爲重要遥 腎主水功能正常袁 尿液排出就正
常袁機體就能將過多的水液和代謝産物排出體外袁從
而維持體溫和內環境穩定遥
1.2.2 主生藏和生殖

主生藏應該是指腎臟具有主導袁 生成和貯備精
子尧卵子尧雌激素尧雄激素尧下丘腦-垂體激素等精微
物渊即腎中之精氣冤之活動的作用遥

主生殖應該是指腎臟具有主導人體生殖機能活
動的作用遥

此處的精氣袁是一抽象概念袁狹義地講袁它應該
是指參與生殖活動的精微物尧即眞正生藏于睾丸尧卵
巢和下丘腦-垂體之中的精微物曰廣義地講袁它應該
是指由機體新陳代謝機能活動所生成的尧 看不見摸
不着的尧 以自由態形式存在于體液和組織細胞之中
的一切營養物和有益的活性物 渊例如院 激素尧 酶尧

ATP尧氧氣尧氨基酸尧遺傳物質尧甚或干細胞等精微物
質冤遥 狹義精氣也就是傳統中醫學中所説的腎中之精
氣或元氣遥 渊注意袁廣義的新陳代謝機能活動包括吸
收尧合成尧分解和分泌或排泄等活動冤遥

傳統中醫學認爲院精氣是構成人體的基本物質袁
也是人體生長尧發育和各種功能活動的物質基礎袁是
先天之精和後天之精的合稱遥 先天之精渊可指精子和
卵子中的DNA或從父母獲得的DNA袁 也可指DNA所
攜帶的信息袁甚或可指精子和卵子冤源于父母袁是胚
胎發育的原始物質袁也是生殖之精遥 後天之精源于脾
胃化生的水谷之精氣以及臟腑代謝平衡後的剩餘精
氣遥 二者來源不同袁但共同維持人體的生命活動和生
殖能力遥 人的生尧長尧壯尧老尧死都與腎中精氣密切相
關遥 腎中精氣還具有育陰和生陽的雙重作用遥 其中袁
能對各組織各臟腑起滋養尧濡潤作用的部分渊雌激素
等冤叫腎陰尧元陰或眞陰遥 能對各組織各臟腑起推動尧
溫煦作用的部分渊雄激素尧ATP Hb等冤叫腎陽尧元陽
或眞陽遥 腎陰和腎陽相互依存尧相互制約和相互協調
而常保持平衡袁 且共同維持其他各臟腑陰陽的相對
平衡遥

顯然袁 這些認識與前邊介紹的精氣概念完全吻
合遥 不僅如此袁現代醫學硏究的結果也已證明袁人體
的生尧長尧壯尧老尧死以及體熱渊體陽冤尧體液渊體陰冤的
生成和變化等生命活動袁雖由新陳代謝機能活動渊即
廣義精氣之活動冤來維持袁但是袁都主要是在下丘腦-
垂體-性腺系統釋放的激素的激發與調控下進行的袁
即主要是由腎中之精氣渊即狹義之精氣冤來激發和調
控的遥 精子和卵子以及胎兒都是在水谷精微的滋養
下和母體的以下丘腦-垂體激素 渊即腎中之精氣冤爲
主的內分泌激素的激發與調控下袁生育而成的曰出生
後的嬰兒又是在水谷精微的滋養下和自體的以下丘
腦-垂體激素渊如生長素等冤爲主的內分泌激素的激
發與調控下袁生長髮育爲成熟體的曰同樣袁人體的衰
老和非病性死亡也是因機體的這種激發和調控作用
的衰竭所致渊有學説認爲下丘腦尧垂體尧腎上腺好似
機體的野生物鍾冶袁是調節衰老過程的主要場所曰雄激
素盛者陽剛氣盛袁雌激素盛者陰柔氣盛遥
1.2.3主納氣

此功能實質上應該是指袁功能之腎渊吸氣肌的吸
氣機能冤具有主導攝納吸入清氣活動的作用遥 吸氣靠
吸氣肌的吸氣機能活動袁 呼氣主要靠肺的彈性回縮
活動袁這是醫學常識遥

傳統中醫學認爲院 腎的攝納作用有助于肺氣的
肅降袁即袁吸氣主要是靠腎的攝納作用袁呼氣則主要
是靠肺的宣發作用遥 腎的納氣功能袁是腎主生藏功能
在呼吸運動中的具體表現袁 也是以腎中精氣爲基礎
的遥納氣正常袁呼吸就均匀和調遥如果納氣功能減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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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納無權袁就會動則氣喘袁呼多吸少(淺吸幾次後深
吸一次)遥

中醫學曾把吸氣肌的吸氣機能活動歸于血肉之
腎的原因可能如下院渊1冤吸氣過程是一種被感覺爲從
上向下和有腰部肌肉收縮活動參與的主動性過程袁
而腰爲腎所主遥 渊2冤血肉之腎強盛時袁吸氣機能就強
盛遥渊3冤吸氣強度與機體衰老度相平行遥渊4冤由肺部原
因引起的氣喘渊所謂的肺性氣喘冤與由年老體衰或久
病體衰所致的氣喘渊所謂的腎性氣喘冤袁在其表現和
醫治方面都有所不同袁 肺性氣喘主要表現爲呼氣困
難性喘袁腎性氣喘主要表現爲吸氣困難性喘遥
1.2.4 主骨生髓充腦

此功能實質上應該是指袁 腎中的精氣有促進骨
髓資生尧 骨骼生長髮育以及中樞神經組織生成的作
用遥

傳統中醫學認爲院腎中精氣可以化生爲髓袁而髓
居于骨腔中袁可滋養骨骼遥 腎中精氣充盛袁骨髓就豐
滿而骨骼強健遥 如果腎中精氣虧虛袁則骨髓空虛袁骨
軟或發育不全遥 齒爲骨之餘袁其生長和堅固同樣依賴
于腎中精氣的滋養遥 腎中精氣充盛袁則牙齒堅固曰腎
中精氣不足袁則牙齒鬆動袁甚至早落遥 腦爲髓海袁髓有
骨髓尧脊髓尧腦髓之分袁脊髓通于腦袁腦爲髓聚而成袁
其功能是精神意識等活動遥 旣爲髓海袁就需依賴腎中
精氣不斷化生和滋養遥 腎中精氣充足袁腦髓充盈袁則
精神充沛袁動作靈活遥 如果腎中精氣虧少袁髓海失養袁
則頭昏耳鳴袁腰酸腿軟骨痛袁腦也健忘失眠遥

從現代醫學可知袁腎中精氣渊生長激素尧促紅細
胞素尧同化激素或雄激素等袁確是維持或激發與調控
骨髓資生尧 骨骼生長髮育以及中樞神經組織生成等
活動的物質遥
1.2.5 開竅于耳尧司二陰
渊1冤開竅于耳

此功能實質上應該是指袁腎臟生藏精氣的狀况袁
對於耳的代謝活動和聽覺功能有明顯的影響作用袁
往往可從聽覺表現和變化來判斷腎臟的狀况遥

傳統中醫學認爲院耳是聽覺器官袁其功能正常與
否袁依賴于腎中精氣的充養遥 腎中精氣充盈袁髓海得
養袁則聽覺靈敏遥 如果腎中精氣虛衰袁髓海失養 袁則
聽力減退袁甚至耳聾失聰遥

例如袁 因腎臟生藏精氣的活動失調而出現虛火
上炎時袁可因局部缺氧和CO2增多袁在腦部渊包括耳
部在內冤會出現血管擴張尧溫度升高等變化袁結果可
導致袁 聽覺感受器和聽覺中樞的興奮性與敏感性升
高袁機體出現耳鳴袁久而耳聾失聰遥

需要説清楚的是袁 聽覺的狀况和變化是由多種
因素決定或引起的袁 不只是由腎中精氣的狀况決定
或引起遥

渊2冤司二陰
此功能實質上應該是指袁血肉之腎的活動狀况袁

決定着排尿的狀况袁 影響着排便的性狀和外生殖器
的活動狀况遥

二陰是指前陰渊外生殖器冤和後陰渊肛門冤遥
傳統中醫學認爲院排尿由膀胱所主袁但須依賴腎

的氣化遥 如果腎的氣化失常袁就會出現尿頻尧尿失禁袁
或出現尿少尧尿閉遥 排糞由大腸所主袁也必須依賴腎
的氣化遥 如果腎陰不足袁則津枯便秘曰腎陽虛損袁則便
軟或泄瀉曰腎失封藏袁則肛腸久瀉滑脫遥

例如袁 內腎泌尿功能障礙和垂體分泌的利尿素
不足時袁會出現尿少尧尿閉曰垂體分泌的抗利尿素不
足時袁會出現尿頻尧尿失禁曰腎中之精氣激發的體熱
不足時袁渊因皮膚蒸發水液的能力減弱袁 特別是在夜
晩冤會出現夜尿頻多尧便軟或五更泄瀉遥 腎陽不足時袁
外生殖器難舉遥

咱附暂命門説
命門是中醫學家們爲了強調臟腑的某種重要性

時提出的一種看法袁眞正的命門體是不存在的遥 故袁
命門應該是指袁腎臟具有自然開起渊即生育冤和關閉
生命的作用袁好比生命之門遥

因爲院生命袁是由睾丸和卵巢産生的精子和卵子
之結合體袁是在水谷精微的滋養下袁以及在母體的下
丘腦-垂體激素渊即腎中之精氣冤爲主的內分泌激素
的激發與調控下袁生育而成的曰人體的老死也是因機
體自身的這種激發和調控作用的衰竭所致遥

自然袁命門之火袁就應該是指維持生命活動所需
的體熱袁 也就是指腎臟激發機體新陳代謝機能活動
所産生的體熱遥 命門之水袁就應該是指維持生命活動
所需的水袁 也就是指腎臟激發機體新陳代謝機能活
動時所需的水以及內腎所排泄之水遥
2 討論

對五臟説的現代化探討袁 可使我們洞悉五臟的
功能體之性和中醫學的象本位之性遥 所謂的象本位袁
就是指袁從實踐方面來看袁中醫診斷所要獲知的結果
和中醫論治所要依據的事實袁 實質上都是眞實的病
候袁即都是確證和穩定性渊階段性冤的病象曰從理論方
面來看袁 包括臟腑學説這一理論核心在內的中醫學
各學説袁 實質上都是象學説遥 臟腑學説就是藏象學
説遥

象本位之性這一特點不僅全面尧 深刻和精準地
反映出中醫學與西醫學的本質區別曰而且還表明袁傳
統中醫學不可能是一門精細準的學問袁 中醫學的現
代化也不可能做到旣準又精細袁 傳統中醫學中存在
這樣那樣的謬誤在所難免曰然而袁從其形成和內涵來
看袁傳統中醫學仍基本上是一門科學遥 人們都知道傳
統中醫學源于臨床實踐且又經過長期臨床實踐的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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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醫學心説的現代化

1.1 心臟的本質和特性
中醫學中的心臟實質上是一由血肉之心 渊心器

官冤和神明之心渊大腦的功能冤所構成的抽象性和功
能性之體遥 其中的血肉之心位于上焦胸腔之內遥
1.2 心臟的功能
1.2.1 心爲君主之官袁主神明

此功能實質上應該是指袁 神明之心爲人體生命
活動的主宰袁在臟腑之中居于首要地位袁所有的一切
精神尧意識和思維等活動都歸于它遥 故有心爲君主之
官之説遥

神袁狹義上講袁是指大腦的精神尧意識和思維等
活動及其表現袁廣義上講袁是指大腦意識支控下的生
命活動渊主要是行爲活動冤及其表現遥

我們祖先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原初是撲素唯物
的袁他們常把不可思意的現象稱之爲神秘現象袁簡稱
爲神遥自然袁大腦的思維意識活動之表現或大腦意識
支控下的全身活動之表現也就被看成成神遥

顯然袁 傳統中醫學把神歸于血肉之心所主是一
錯判袁正是這一錯判把心推到了君主之官的位置渊大
腦本應是主宰冤遥 可以説袁感覺錯位是錯判的根本原
因遥 人們總感覺到思維和心理等活動在心區內進行袁
還感到精神紊亂時常見伴有心律異常 渊罕見伴有其
它贜器機能紊亂冤袁故有心爲神之居之説遥
1.2.2 心主血脈袁其華在面

此功能是指袁 血液在血脈中的運行 渊即血液循
環冤主要是靠血肉之心的收縮活動來推動袁血肉之心
推動血液在血脈中運行的狀况往往可從面色上反映
出來遥

故袁心氣旺盛渊心的收縮機能強而有力冤袁脈管
渊血管冤暢通袁血液充盈袁面色就紅活光潤袁脈搏也和
緩有力遥 心氣不足袁脈道不利袁血液虧虛袁勢必造成血

行不暢或血管空虛袁 症見面色淡白無華尧 脈細弱無
力曰甚者可致氣血瘀滯尧血脈受阻袁症見面色靑紫尧脈
澀不暢尧或結或代遥
1.2.3 主汗液

此功能是指心主汗液的生成遥
從生理生化學可知袁汗爲血所化生袁從前可知心

主血脈袁故説心主汗是比較客觀的遥
自然也就袁心氣虛渊心收縮弱冤時袁易自汗曰心陰

虛渊水和血不足冤時袁易盜汗曰津虧血少時袁易見汗源
不足曰相反袁汗出過多時袁容易傷津耗血袁出現心悸尧
氣短尧乏力等袁嚴重的還會耗散心氣袁症見大汗淋灕尧
陽氣亡脫遥
1.2.4 心開竅于舌

是指舌爲心之外應或外候袁 即指心主血脈之活
動以及心神活動之變化常可以從舌的變化反映出
來遥

故袁心氣血充盈袁可見舌色紅活光潤尧舌體活動
自如曰心血不足袁則舌質淡白無津曰心火上炎袁則舌紅
生瘡曰心血瘀阻袁則舌質紫暗或見瘀斑曰熱入心包或
痰迷心竅袁則見舌體蠕動或伸卷障礙遥

中醫認爲心經有一支別絡上行袁直接相連于舌袁
從而使心臟的氣血上通于舌袁 並使心臟的活動通過
舌的變化反映出來遥 顯然袁這一看法是不正確的袁因
爲院渊1冤一支別絡把血肉之心與舌聯絡了起來袁那么袁
也把神明之心與舌聯絡起來了嗎钥 渊2冤旣然有固定的
經絡聯繫袁 那爲什么不是心臟所有的病都可以在舌
上反映出來呢钥 渊3冤其實袁心和血管活動的狀况或變
化袁不光可從舌的變化反映出來袁而且還可從面色等
方面的變化反映出來遥 本人的觀點是心與舌之間的
聯繫多是一種功能狀態相關聯性之聯繫遥
1.3 心氣尧心血尧心神之間的關係

此處袁心氣是指心的機能活動袁心血是指受心臟

中醫學心説的現代化及自汗盜汗機理探析

李志剛 陝西楡林農校渊楡林 719000冤

煉遥
中醫學過去之所以曾被某些學者們誤認爲是僞

科學袁就在于它抽象尧經驗尧感性和有許多不科學性
甚或玄學性的認知袁 以及人們還難以看出它的本質
和揭示出它的科學內涵遥

五臟説的現代化會使學者們堅信袁 中醫學理論
不可能也不能被現代化的想法是枉顧事實和無能力

的表現遥 毫無疑問袁凡是科學的東西袁最終都是相通
的曰 中醫學理論的現代化是保留傳統中醫學認知方
式和認知特色的現代化遥

由於中醫學理論體系是以臟腑學説袁 特別是以
五臟學説爲核心的理論體系袁故袁可以説五臟學説的
現代化已爲整個中醫學理論體系的現代化奠定了堅
實的基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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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動的血液渊有效血液循環之中的血液冤袁心神
是指大腦的意識機能活動遥 心血可被看成是心陰袁心
氣和心神可被看成是心陽遥

顯然袁心氣尧心血尧心神三者之間的關係袁實質上
就是有效血液循環與大腦功能之間的關係遥 其表現
爲院心氣推動心血濡養心神袁心神調控心氣推動心血
運行遥 故心的氣血充盈袁則神識清晰袁反應敏捷袁精神
充沛曰如果心的氣血不足袁則見心悸尧驚恐尧失眠尧神
志不清等曰如果血熱擾心渊熱興奮大腦冤袁或痰火擾心
渊痰可阻滯呼吸而造成缺氧袁高熱可引起大腦興奮冤袁
則見狂奔亂走或痴獃昏迷遥

中醫學非常重視心血尧心氣尧心神三者之間的關
係袁在臨床上治療心神紊亂的各種病證時袁總是從心
氣尧心血尧火渊熱冤尧痰火等方面下手袁從本論治遥 下邊
舉一例來説明遥

有一神經衰弱的病患者袁 因失眠到過多個大城
市的多家醫院就醫袁其結果是療效甚微遥 有一日遇到
某醫家就醫袁被辨證爲患心脾氣血兩虛之證袁被給開
了幾服歸脾湯袁結果用之後療效顯著遥 爲什么幾劑歸
脾湯就能把病者的病證解除钥 本作者認爲歸脾湯能
改善腦的供血袁 進而能改善患者腦內的相對缺氧尧
co2等的積聚渊這些都是大腦持續興奮的根源冤等異
常環境狀况袁 並且還能改善患者的消化吸收功能和
營養供給狀况袁從而能從根本上解除失眠病症遥

説到此袁筆者想要順便説一説的是院臨床硏究可
使我們得知袁腦溫升高尧腦環境和腦營養不良以及精
神緊張等袁可致持續失眠渊其實袁頑固性失眠有時也
可能是因頑固性心理障礙所致冤曰反過來袁失眠會加
強耗氧和加重二氧化碳積留袁 進而引起組織胺等物
質釋出腦血管外而致腦血管擴張袁 最後導致腦局部
血液循環障礙 渊故有頑固性失眠時腦多瘀血之説冤遥
臨床實踐又使我們得知袁 治療頑固性失眠症時有效
和常取用的治則治法是院辯證論治爲本袁活血化瘀爲
重點袁對症治療爲輔袁必要時兼心療遥 很多人都會得
到過這樣的經驗袁臨睡前袁深呼吸尧放鬆和轉移思想
等可輔助治療失眠症 渊深呼吸只所以可輔助治療失
眠症袁 就在于它能通過加強血液循環而改善腦的環
境和營養狀况冤遥

渊附冤心包説
心包又叫心包絡遥 在理論上袁心包就是指血肉之

心外邊的包膜袁他的功能是保護心遥 然而袁在實踐中袁
心包難有所指遥 因爲傳統中醫學認爲神昏尧口噤尧譫
語是邪陷心包所致遥

顯然袁 多個機體部位的多種疾病 渊如肺炎高燒
等冤時都可出現神昏尧口噤尧譫語遥 神昏尧口噤尧譫語是
大腦機能活動紊亂時的表現遥 這就是説袁中醫學理論
上所説的心包與臨床實踐中所説的心包不是一回

事袁臨床實踐中所指的心包是難以找到的心包遥
很明顯袁上述局面應歸罪于陰陽學説的亂用遥 古

醫家們認爲院神之居捨在心袁白天神出心捨活動袁故
大腦清醒袁 夜晩神回心捨安息袁 故大腦處于睡眠狀
態袁興奮狂躁是神外出作亂袁失眠是神夜不歸宿袁可
因心血不足而夜不歸宿渊好比女人牽拉不住男人袁因
爲血爲陰常存於心捨袁神爲陽晝出夜歸冤袁也可因其
他原因而夜不歸宿袁神白天不能正常外出活動渊即神
昏尧口噤尧譫語等狀態時冤是邪閉阻心竅所致袁心包旣
爲心之保護體袁自然就爲心之門竅袁自然邪閉阻心竅
也就是指邪陷心包遥
2 自汗和盜汗的機

2.1 自汗和盜汗機理
現代醫學硏究表明袁當環境溫度爲攝氏20-30益

時袁機體僅僅通過調節皮膚血管的口徑和血流量袁改
變皮膚溫度袁 控制散熱量來維持體熱平衡袁 也就是
説袁僅僅通過輻射尧對流和蒸發等方式散熱曰還表明袁
正常人在安靜的情况下袁當環境溫度達到25-30益時
開始出汗袁進行勞動或體育運動時袁氣溫雖在20益以
下袁也可産生發汗袁且發汗量往往較多袁也就是説袁機
體産熱或積熱過多時袁 會通過發汗來加強散熱以維
持體溫平衡曰還表明袁高血溫或皮溫感受器傳來的熱
信息袁刺激發汗中樞時袁可使汗腺分泌活動加強而引
起大量出汗遥

顯然袁出汗是一種植物神經調控性活動袁並且袁
機體在環境溫度低於25益時出汗袁 多預示着機體處
于非健康狀態遥 由於中醫學認爲病性出汗可有自汗
和盜汗兩種表現袁 以及由於西醫學中的不明原因原
發性出汗可歸屬於中醫學中的自汗和盜汗之中袁故袁
本文探究的自汗和盜汗的機理也就是不明原因原發
性病性出汗機理遥

筆者以自汗和盜汗的本質和表現特點等爲客觀
依據袁 應用相關的生理學知識對其進行客觀地分析
和某種形式地硏究之後袁 得出瞭如下所述的機理性
認知遥
2.1.1 自汗機理

自汗主要見于肺衛不固或氣虛之時遥 此時袁從其
表現和治療來看袁渊包括呼吸肌和皮肌在內的冤 骨骼
肌的緊張度與收縮力減弱袁 從而使得汗孔鬆弛開放
和呼吸性血液循環機能減弱袁 進而使得肌膚處血流
減慢尧 以輻射和蒸發等方式進行的散熱機能活動減
弱以及水液積留遥 故袁只要稍一渊進食行走等冤活動袁
機體就會以出汗方式增強散熱和排出積留的水液遥

除了氣虛時易見自汗證外袁陽虛尧心血虛尧營衛
不和及血瘀等時也可見自汗證遥 同樣袁從表現和治療
看袁陽虛證候的特點是寒像渊體溫偏低冤伴有不同程
度的氣虛和陽氣不升渊體溫分布不匀或內斂冤之象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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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百年來袁人類生産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袁知
識呈現爆炸性的增長袁人們物質生活的日趨豐富曰以
此同時相伴而來的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承受的金社
會尧經濟尧知識壓力也越來越大遥 而減壓的時間尧方式
越來越少袁甚至很多減壓方式本身就是另一種負荷袁
如叶黃帝內經曳反對的野以酒爲漿袁以妄爲常冶卻成了
很多人的排遣方式遥 以此伴隨而來的抑鬱症及抑鬱
情緒呈現着逐年上昇的趨勢遥 特別是心血管疾病合
併抑鬱袁明顯影響該類疾病的發生尧發展尧預後遥 因此

合併精神心理障礙的認識尧診斷尧干預是必要的遥
相關資料顯示院 抑鬱症患者的心血管病發病率

高於正常人群曰 心血管病患者合併抑鬱症者則病死
率上昇曰兩者互爲惡化因素遥
1 抑鬱症的診斷標準院

抑鬱症是一種以精神抑鬱爲主要特徵的心理疾
病遥 據國際疾病分類第10版的標準袁抑鬱症的診斷需
要符合下列條件院核心症狀院渊1冤抑鬱心境曰渊2冤喪失
興趣或愉快感曰渊3冤精力不足或過度疲勞遥 附加症狀院

心血管疾病合併抑鬱症的中西醫藥硏究現狀

邱岳明1 陳文鑫2尧3 葉靖3 指導院劉德桓3

1.福建中醫藥大學袁福建 福州 350003曰2.福建省泉州市醫藥硏究所曰3.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市中醫院

心血虛的本質是有效血液循環量不足兼心收縮力減
弱渊氣虛冤遥 氣虛和有效血液循環量不足會使輻射尧對
流和蒸發等方式的散熱機能活動減弱袁 從而使機體
易於出汗曰陽氣不升則會導致出汗多發生在陰囊處遥
同樣袁從表現和治療看袁營衛不和的本質是植物神經
功能紊亂袁其活動機理爲院首先袁肌膚及肌膚處的血
管緊縮袁使的血液難以向肌膚處輸布渊即所謂地衛強
營弱冤袁以及熱難以輻射和蒸發等方式散發而漸積于
體內曰接着袁機體出現發熱袁發熱又會使肌膚及肌膚
處的血管漸復松舒狀態以及使機體開始出汗曰汗後袁
機體體溫下降甚至出現怕冷袁 肌膚及肌膚處的血管
也又開始緊縮袁如此往復遥 陳氏曾用加味血府逐瘀湯
治西醫診爲植物神經功能紊亂的自汗證收到良好效
果4表明袁 血瘀也可引起植物神經功能紊亂而致自
汗遥
2.1.2 盜汗機理

盜汗多見于陰虛時遥 陰虛時袁機體的水液會相對
不足渊從表現可知冤袁産熱機能活動會相對增強渊現代
硏究也表明陰虛時N+-K+-ATP酶活性增高袁即也支
持此處的直覺分析性看法冤遥 在白天袁由於機體可通
過加強血液循環機能活動和調節血管收縮活動來加
強輻射和蒸發等方式的散熱機能活動袁故袁機體不易
出汗遥 然而袁在夜晩袁由於機體處于休息狀態袁血液循
環機能活動比白天明顯減弱袁汗孔也處于放鬆狀態袁
而産熱雖比白天減少卻仍高於平時夜晩袁故袁機體會
因發熱而引起交感神經興奮袁進而引起出汗遥

除了陰虛時易見盜汗證外袁 心血虛和血瘀等時
也可見盜汗證遥 心血虛時因可伴有缺水和發熱袁故也

可見盜汗證遥 呂氏用血府逐瘀湯治愈1例黎明出汗的
患者表明血瘀時同樣可見盜汗遥
2.2 探究出自汗和盜汗機理的意議

自汗和盜汗可以説是一種體態失常渊體虛等冤時
的調適性反應活動袁雖説它們對機體旣有益渊散熱尧
排泄和減輕體虛時的心臟負擔冤又有害渊可造成水分
和礦物質掉失冤袁但是袁一般對機體的危害性很小遥 對
機體的眞正危害應該説來自于引起自汗和盜汗的氣
虛和陰虛等遥 故袁治療不明原因原發性病性出汗時袁
宜用中醫方法袁 且應以治療導致病性出汗的體虛等
爲根本遥

此外袁 從上述機理可推知體虛易感冒的根本原
因袁並不是機體免疫力下降袁因爲體虛時發生的感冒
多是非上呼吸道感染性感冒袁應該是氣虛和陰虛等遥
故袁 西醫用增強機體免疫的辦法來預防感冒是不科
學和不可取的袁 應採取補氣或滋陰等辦法來預防體
虛感冒遥

上述這些認知就是探究出自汗和盜汗機理的意
議遥
3 討論

中醫學心説等學説的現代化袁 不僅可使人們確
信中醫學基本上是一門科學袁 而且使傳統中醫學説
變成爲易於學習和易於掌握的理論學説遥 自汗和盜
汗機理的探析則可使人們認識到袁 中醫學中有許多
未被知曉的機制有待我們探究袁 只有把他們探究清
楚了才可制定出更合理和更有效的治療法則和措
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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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冤自信心喪失和自卑曰渊2冤自責或自罪曰渊3冤自殺想
法或行爲曰渊4冤 思維或注意能力降低曰渊5冤 激越或遲
滯曰渊6冤睡眠障礙曰渊7冤食慾和體重改變遥 若病人存在
核心症狀中的至少2條袁上述症狀中至少4條袁即符合
抑鬱症的症狀學標準遥 在此基礎上袁若病人符合嚴重
程度標準渊有主觀的痛苦或社會能力減退冤和時間標
準渊2周以上冤袁即可嚴重診斷抑鬱症遥

第7版內科學心血管神經症在循環系統疾病目
録下增加了一節心血管神經症袁 對以往臨床上無器
質性心臟病而又可見心血管疾病症狀患者的診斷提
供了診斷依據遥 但在臨床實踐中常可見到心血管疾
病的患者有明顯的的器質性心臟病的基礎又有相關
的情志方面的問題遥
2 心血管疾病與抑鬱症的現代醫學硏究院

抑鬱症對心血管疾病的影響的機制目前還不十
分確切袁目前相關硏究結果提示院抑鬱症是心血管疾
病病理生理進展中的一個獨立高危因素遥 在對血脂
異常尧高血壓尧糖尿病患者流行病學調查中發現袁三
者中的抑鬱症發病率明顯高於普通人群袁 糖尿病患
者中伴抑鬱症的發生率爲33%袁國內有人對100例高
血壓患者進行了情緒障礙調查遥 結果顯示62%患者
有明顯焦慮袁82%患者有不同程度的抑鬱袁嚴重的情
緒障礙極不利于高血壓的治療和康復遥 何柳平等對
260例不穩定型心絞痛患者PCI術後運用漢米爾頓抑
鬱量表進行評分袁按評分分爲抑鬱組和非抑鬱組袁半
年後隨訪心血管疾病發生率袁結果表明UAP患者PCI
術後並發抑鬱發生率爲30%抑鬱組心血管事件
渊UAP袁非致死性心肌梗塞袁室性心動過速袁心源性猝
死冤發生率顯著高於非抑鬱組遥 左室射血分數尧6min
步行距離顯著低於非抑鬱組遥 近來袁在抑鬱症的神經
生化尧神經內分泌和神經解剖方面有諸多進展袁這些
進展也許有助于解釋爲何抑鬱症可增加血管疾病的
發病危險遥 下丘腦尧垂體尧腎上腺皮質渊HPA冤軸是包
括應激反應在內的生理調節系統遥 許多硏究均證明袁
重症抑鬱症未經治療的患者中腎上腺皮質功能亢
進尧血中皮質醇升高袁進而導致高膽固醇血症尧高三
酰甘油血症及高血壓袁 而這兩者均是動脈粥樣硬化
的高位因素遥 此外袁類固醇介導的血管內皮細胞和內
膜損傷袁損傷正常修復能力袁對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
也存在影響遥 HPA軸活性增強可使血漿中去甲腎上
腺素渊NE冤濃度增加袁對心臟尧血管産生影響而導致
心血管疾病的發生曰 而抑鬱症患者的交感腎上腺活
性增強可使血漿中兒茶酚胺升高袁導致血管收縮袁血
小板活性增強袁心率增快袁血壓升高遥 通過對血小板
的直接作用影響循環血小板的功能院 有學者觀察了
12例抑鬱症患者和8例正常人袁發現抑鬱症患者血小
板激活基線高於正常人遥 而另外的硏究則發現抑鬱

症患者體內血小板活性和聚集力增加袁 易發生血栓
形成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發生曰 有硏究稱抑鬱症和
心血管疾病有共同的相關基因袁載脂蛋白4等位基因
是目前的一個發現袁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硏究遥
3 中醫對心血管疾病合併抑鬱症的認識遥

中醫學雖然沒有抑鬱症病名袁 但對於抑鬱症相
關內容的描述早已有之袁 其關於抑鬱症的病因尧症
狀尧治療等方面相關的記載也相當豐富袁叶素問窑靈蘭
秘典論曳言院野心者君主之官袁神明出焉冶遥 而如果過于
憂愁思慮袁憂鬱不解則會損及心神袁即叶素問窑本病
論曳 所説院野人憂愁思慮即傷心冶曰叶素問窑疏五過論曳院
野嘗貴後賤袁雖不中邪袁病從內生袁名日脫營遥 嘗富後
貧袁名日失精噎噎暴樂暴苦袁始樂後苦袁皆傷精氣袁精
氣竭絶袁形體毀沮噎噎故貴脫勢袁雖不中邪袁精神內
傷袁身必敗亡冶從社會學的角度描述了不良生活時間
對精神和軀體健康的影響遥 與現代心理疾病硏究的
結果在病因學尧症狀學方面有很多相似的的地方遥 甚
至在叶靈樞窑癲狂篇曳記載到院野狂始生袁先自悲也冶袁説
明在兩千多年前我國古代醫家已經觀察到了躁狂抑
鬱雙相障礙的表現遥 張仲景亦言院野至若情志之郁袁則
總由乎心袁此因郁而病也冶袁指出心在情志病的中的
重要地位遥 叶傷寒雜病論曳 描述百合病的的症狀院
野噎噎意欲食復不能食袁常默默袁欲臥不能臥袁欲行不
能行袁欲飲食袁或有美食袁或有不聞食臭時袁如寒無
寒袁如熱無熱冶袁從中可以看到與抑鬱症的表現有很
多相似的地方袁 由此而創立的百合地黃湯在抑鬱症
的治療中仍具有一定臨床意義遥 此外袁叶傷寒雜病論曳
中的半夏厚樸湯尧甘麥大棗湯尧小柴胡湯仍是現在中
醫藥治療抑鬱症辨證治療中的常用方遥
4 治療院
4.1 西醫治療

黃承光等發現在心血管疾病伴抑鬱症患者中運
用黛力新治療袁其療效高尧不良反應小尧安全有效遥 黛
力新主要是通過提高突觸間隙多巴胺尧 去甲腎上腺
素及5一羥色胺等神經遞質含量袁從而改善抑鬱和焦
慮症狀遥 顔洋等人運用賽樂特渊選擇性5援羥色胺再攝
取抑製劑冤治療40例心血管疾病並發抑鬱症患者院賽
樂特治療心血管疾病中並發抑鬱症狀的總療效院痊
癒60援0豫袁顯效25援0豫袁有效10援0豫遥 常鵬等對215例心
血管疾病患者調查發現袁 抑鬱症的患病率爲12援1%袁
而女性明顯更爲常見袁經應用賽樂特20mg口服袁每日
1次袁療程4周後袁抑鬱評分明顯下降袁差異具有統計
學意義袁而對其中43例冠心病患者亞組分析發現院伴
抑鬱症與不伴抑鬱症的患者在心絞痛發作次數尧心
絞痛發作持續時間尧ST段壓低導聯數尧硝酸甘油用量
以及室性期前收縮和肌鈣蛋白I含量間比較袁差異均
有統計學意義遥 鄭麗珠等對室性心律失常合併抑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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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加用百憂解進行治療袁結果表明院治療6周渊P=
0袁012冤及12周渊P<0援001冤後袁觀察組抑鬱程度顯著優
于對照組曰與治療前比較袁對照組治療後6周無顯著
差異袁治療12周有差異渊P=0援03冤袁觀察組治療後6周
渊P<0援001冤及12周渊P<0援001冤抑鬱情况均顯著改善曰治
療12周後與6周後比較袁對照組無差異袁觀察組抑鬱
情况進一步改善渊P<0袁001冤遥兩組間心律失常發生情
况對比袁抗抑鬱治療6周和12周觀察組均顯著優于對
照組渊P<0援001冤遥 觀察組6個月後隨訪結果顯示心律
失常的發生明顯少于對照組渊P<0援001冤遥 楊季明在百
憂解治療心血管疾病伴焦慮抑鬱患者時發現袁 經百
憂解治療後焦慮抑鬱症狀有了顯著改善袁第2周起焦
慮抑鬱症狀及其因子即有明顯改善袁第4周時焦慮抑
鬱症狀有50豫以上減輕袁但百憂解會出現食慾減退尧
噁心尧腹脹等消化系統症狀的副作用遥 趙小麗等在運
用心理干預治療心血管疾病並發焦慮抑鬱症狀方面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袁 在2050例心血管病患者中並發
有焦慮抑鬱症狀者佔56%曰其常表現爲類似心絞痛尧
左心衰竭症狀袁可並發有心律失常曰高血壓病並發有
焦慮抑鬱患者對血壓升高的耐受性差袁 動態血壓檢
查以非勺型改變者居多曰 單純使用心血管藥物治療
效果欠佳袁心理干預袁焦慮抑鬱症狀嚴重者結合抗焦
慮抑鬱藥物療效顯著遥 但也有學者認爲對於此類的
病人袁單純抗焦慮抑鬱的藥物治療優於心理治療袁儘
管抗焦慮抑鬱藥物的運用對心血管不良事件和死亡
率的影響尙無定論遥
4.2 中醫治療

中醫臨床辨證治療抑鬱症多從肝郁入手袁 周啓
昌等則認爲可以分爲肝氣鬱結尧 氣郁化火尧 氣滯痰
郁尧氣血虧虛尧肝腎陰虛尧脾腎陽虛6種證型遥 彭麗莉尧
史大卓等對395例原發性高血壓病合併抑鬱症患者
進行中醫證候要素的分布規律及特點的硏究發現院
原發性高血壓病伴抑鬱的患者中醫證候要素具有多
樣性袁以血瘀尧火渊熱冤尧氣滯尧濕濁尧血虛尧氣虛尧痰濁尧
陰虛尧陽虛組合出現較爲多見袁血瘀出現頻率最高曰
原發性高血壓病不伴抑鬱患者火渊熱冤尧痰濁尧陰虛尧
陽虛尧氣滯尧血瘀尧濕濁尧氣虛尧血虛組合較爲常見袁火
渊熱冤爲最常見遥 和原發性高血壓病不伴抑鬱患者相
比袁 原發性高血壓病伴抑鬱患者辨證以氣滯血瘀型
最爲常見遥 黃世敬在關於血管性抑鬱症的治療方面
提出以培元開郁貫穿始終袁以益氣開郁尧溫陽開郁尧
養血開郁尧滋陰開郁爲四個主要方面袁取得了一定的

療效遥 針刺治療中風後抑鬱症在臨床上也進行了一
系列的硏究袁趙氏以醒腦開竅尧調神解郁爲治則治療
本症袁取穴人中尧內關尧三陰交等遥 內關應用提揷捻轉
瀉法1分鐘袁人中應用雀啄灸瀉法1分鐘袁三陰交提揷
補法1分鐘袁每日針刺2次遥 治療50例袁治愈8例袁顯效
13例袁有效22例袁無效7例袁總有效43例遥 申鵬飛等將
PSD病人分爲口服西藥對照組和醒腦開竅針法針刺
組袁針刺組選穴內關尧水溝尧百會尧印堂尧陰交遥 同時設
置對照組口服阿咪替林遥 結果針刺組有效率72.8%袁
西藥組有效率56.6%遥 表明針刺治療PSD能醒神開
竅尧調神解郁遥 一方面促進受損腦組織的修復曰另一
方面促進腦內5原羥色胺渊5原HT冤和脊髓內去甲腎上
腺素的大量釋放遥 丁舟等自擬安神解郁湯袁治療28例
腦卒中後抑鬱症袁也取得交滿意的效果遥 馬雲枝等發
現中風後抑鬱症以4種證型多見袁 方選柴胡疏肝散尧
順氣導痰湯尧 歸脾湯合甘麥大棗湯化裁尧 右歸飲加
減袁煎汁分上下午溫服袁治療PSD病人100例袁總有效
率爲57.8%袁體現了中醫辨證施治的重要性遥
5 結語

心血管疾病由於其患者主體人群年齡較高尧病
程較長尧 長期服藥尧 以及一系列社會生活方面的因
素袁使得該患者群體當中具有較高的抑鬱症發病率袁
在對基礎疾病的充分治療外袁 還應及時的發現並發
的神經精神方面的症狀袁及時的做出診斷袁合理的選
擇中尧西藥袁同時可配合適當的心理干預遥 目前雖然
有相關的流行病學調查表明院 心血管病病人抑鬱症
的發病率明顯高於正常人群遥 但缺乏大樣本的硏究袁
各個硏究的數據有較大的差異性遥 在心血管疾病和
抑鬱症的相關性方面已經進行了多年的硏究袁 取得
了一系列的進展袁下丘腦尧垂體尧腎上腺皮質渊HPA冤
軸作爲重點硏究的方向袁 在解釋心血管和抑鬱症相
關機制方面也尙未完善袁 最近在基因方面也進行了
相關的探索性硏究袁 但距離完整的闡述二者的相關
性仍有相當長的路要走遥 臨床治療對該類疾病的治
療袁 多采取治療心血管疾病的藥物+抗抑鬱藥物或+
心理治療的模式袁取得了一定的療效袁治療手段仍略
顯單一遥 中醫由於其特有的辯證體系袁對心血管疾病
的相關臨床表現和抑鬱症的臨床症狀的兼雜袁 可以
基于一個基礎的病機袁但缺乏統一的臨床標準袁往往
具有醫家本人的辯證特點遥 二者夾雜的臨床型的硏
究較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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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醫幾十年袁 中醫寒熱溫涼辨證病例少説也有
20萬袁卻經常被患家一句野我的病屬冷還是熱钥 冶野該
吃涼性還是熱性食物钥 冶話問難了遥 簡單回答野寒冶或
野熱冶都不符合實際袁做更多的解釋袁病家反而聽得
野雲里霧里冶遥 食物尧藥物成分複雜尧作用機理複雜豈
止是寒熱溫涼渊平冤四性所能概括浴 野寒熱溫涼冶作爲
藥性機理解釋局限性顯而易見袁是淘汰钥 補充钥 還是
進一步探討其內在科學依據钥 在思考這些問題時袁自
然聯想到中醫歷史上門派學説之爭遥

李杲尧朱震亨尧張介賓在學術上也算有淵源的師
生關係袁他們相繼始而崇拜袁繼而又獨創一説袁是什
么原因令他們在理論上這種合合分分呢钥

李杲院眞氣又名元氣袁非胃氣不能滋之曰脾胃之
氣旣傷袁而元氣也不能充袁而諸病之所由生也遥 後天
飲食不節尧勞役過度尧精神刺激皆能在人體內損耗元
氣並産生陰火袁 而先天元氣不足也能促進體內産生
陰火袁一旦陰火出現袁在人體內就會産生野火與元氣
不兩立袁一勝則一負冶病機現象袁即元氣足就有野氣食
少火袁少火生氣冶生理現象袁元氣不足就有野壯火食
氣冶尧野壯火散氣冶等病理現象遥 在他的用藥中就自然
強調人參尧黃芪尧當歸等補益元氣遥

朱震亨院野見河間尧戴人尧東垣尧海藏諸書袁始悟濕
熱相火爲病甚多冶遥 以至認爲野人之一身袁陰不足而陽
有餘冶遥 旣言野人非此火尧不能有生冶袁又認爲野相火易
起噎噎煎熬眞陰袁陰虛則病冶袁認同李杲野相火元氣之
賊冶袁野氣有餘便是火冶等看似矛盾之處遥 治療上也是
旣有矛盾又有可取之處袁如野人虛火盛狂者袁以生薑
湯與之袁若投冰水正治袁立死冶袁野凡火盛者袁不可驟用
涼藥袁必兼溫散冶袁野陰虛證本難治袁用四物湯加炒黃
柏袁降火補陰冶遥 當歸尧生地尧熟地使用頻率頗高袁龜
板尧白芍尧知母尧黃柏尧山栀子也常常使用遥 其嘅嘆野陰
虛證本難治冶袁概與他對陰虛證在認識與治療上的矛
盾與缺陷不無關係遥

張介賓院五臟爲人身之本袁腎爲五臟之本袁命門
爲腎之本袁陰精爲命門之本遥 精藏于此渊命門冤袁是爲
陰中之水曰氣化于此袁是爲陰中之火遥 倡野陽非有餘袁
陰常不足冶袁認爲凡陰陽諸病變袁當責之于並具水火
的命門袁而創立左歸丸渊飲冤尧右歸丸渊飲冤遥 至此袁對人
體內陰陽對立尧互根尧消長尧轉化四特性認識已臻完
備和成熟遥 對熟地尧枸杞尧人參尧黃芪尧當歸尧鹿角膠尧

龜板膠尧菟絲子等運用頗爲成熟遥
早在叶內經曳就認識到野陰平陽秘冶是健康之體浴

我們認識到陰陽偏頗是疾病本質袁 因而需要利用藥
性之偏去糾正它遥 但若因此而認爲作爲有生命的植
物藥或動物藥自身不存在陰平陽秘袁 只有寒熱溫涼
之偏性袁或無陰陽之性的所謂平性袁那我們的認識就
存在缺陷遥 其實袁一藥有兩性袁尤其是血肉有情之品袁
前人已有認識袁 但卻始終朦朦朧朧袁 或不敢提出而
已遥 如認爲人參秉天地之靈性袁大補元氣袁益氣生津曰
枸杞爲冬天之日曰張介賓嘅嘆熟地院大補血衰袁滋培
腎水袁塡精髓袁益眞陰袁專補腎中元氣袁野孰謂陽之能
生袁而陰之不能長也冶曰鹿茸補腎陽袁益精血等等遥 它
們旣補元氣腎陽袁又補陰血精津袁若非兼具陰陽兩性
之藥袁能做到嗎钥 與其認爲是陽得陰則生袁陰得陽則
長袁還不如直接承認它們是陰陽雙料藥遥 補益藥是這
樣袁解表藥中的麻黃尧柴胡尧薄荷也莫不如此袁它們入
涼藥則涼袁入熱藥則熱袁用藥有兩性説袁比用去性存
用説更行的通遥 以藥有兩性説解李杲尧朱震亨尧張介
賓學説袁 我們就會發現他們説的其實就是一個問題
的不同側面袁只是象盲人摸象袁各説其是罷了遥

臨床應用的皮質激素如強的松袁 少量應用消炎
抗過敏袁表現出滋陰降火作用曰大劑量使用治療哮喘
和抗休克表現爲溫陽補氣救逆作用曰 長期應用則顯
現濕熱虛火尧氣陰傷耗的野壯火食氣冶尧野相火元氣之
賊冶之徵遥 在溫熱病症某些階段袁葡萄糖曾是養陰生
津佳品袁但在糖尿病人身上袁即使爲陰虛燥熱證型袁
依然如火澆油袁熱性徒現袁此種現象即使搬出野甘膩
助濕熱冶説仍不能解之遥 阿司匹林在抗血凝和鎮痛方
面顯現熱性袁退熱和致胃痛表現爲性涼遥 這是一藥兩
性在現代合成藥物上的充分體現遥

小時候因爲貧窮袁 先天不足袁 又是後天營養匱
乏袁癰瘡癤腫皆患袁咽炎尧鼻炎不斷袁稍有飲食不愼如
吃些魚尧蝦尧蟹尧肉等發物袁或是寒溫不適袁更是災難
接踵袁肚痛腹瀉尧膚癢流膿尧發燒咽痛四季不斷袁苦不
堪言遥 父母尧醫生尧鄰里親朋有説是衛生習慣不好袁有
説是不懂飲食禁忌袁有説是不懂寒溫調適袁似乎都有
道理袁其實不然遥 長大後念了中醫袁知道是體質偏頗袁
陰虛火熱之體曰念了西醫袁知道是細菌感染尧過敏等曰
當了幾年醫生之後袁 方纔悟出這旣是一個朱震亨陰
虛火熱之體袁也是張介賓元氣不足之人袁更是李杲脾

一藥兩性與李杲尧朱震亨尧張介賓學説見解

平潭縣中醫院 楊際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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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東垣在叶蘭室密藏曳卷上所闡述的野中滿腹脹
門冶袁在臨床上較爲常見袁主要臨床症候是院脘腹脹
滿袁滿悶不適袁納差袁厭食袁或有浮腫袁少尿袁以野諸腹
脹大冶爲臨床特徵遥 不同于野胃脘痛尧心腹痞門冶袁後者
以野痛冶袁野痞冶爲臨床特點遥

野中滿腹脹冶病因病機袁不外乎寒袁濕袁熱之變化遥
叶經曳雲院腹脘滿脹袁支膈胠脅袁下厥上冒袁過在太陰陽
明袁乃寒濕郁遏也遥或曰院諸腹脹大皆屬熱者何也钥此
乃病機總辭遥 假令外傷風寒有餘之邪袁自表傳里袁寒
變爲熱袁而作胃實腹滿遥 這已明確指出總病機爲院在
于外傷寒濕之邪袁 入里化熱遥 故病機辨證分爲寒濕
熱袁分清主症及兼證而施診遥 結合現代醫學袁臨床中
滿腹脹者袁應先B超排除肝膽胰脾佔位性病變袁並檢
查電子胃鏡排除消化道腫瘤尧常規檢查幽門螺桿菌遥
筆者臨床發現院大多數以野中滿腹脹冶爲主要臨床症
狀來求診者袁以幽門螺桿菌感染最爲常見袁正如李東
垣所言野此乃八益之邪袁有餘之證袁自天外而入遥 冶此
處所指天外之邪袁應是幽門螺桿菌感染袁臨床常見爲
濕邪之象遥 臨床常見另一病因爲膽汁反流性胃炎袁蓋
因膽汁損傷胃黏膜而出現中滿腹脹袁 膽汁屬苦寒之
物袁臨床表現初期爲寒症袁若寒變爲熱袁出現熱象遥 故

臨床應辨證施診遥
野中滿腹脹冶治則治法院應按如前述分清寒濕熱

及其兼證袁然後加以辨證施診遥 爲方便臨床診治袁筆
者將其分爲野中滿寒脹冶尧野中滿濕脹冶尧野中滿熱脹冶來
診治遥 寒脹以野中滿分消湯冶去野川烏袁畢澄茄等冶遥 擬
方如下院 澤瀉6g 黃連6g 黨參6g 靑皮6g 當
歸6g 麻黃3g 柴胡6g 干姜6g 益智仁10g
半夏10g 茯苓10g 木香10g 升麻10g 黃茋15g
吳茱萸3g 厚樸15g 草豆蔻仁10g 黃柏6g
上方水500ml煎至300ml溫服遥 野中滿濕脹冶者袁以半夏
厚樸湯合參苓白術散加減袁 擬方如下院 半夏15g
厚樸15g 紫蘇15g 茯苓15g 生薑6g 黨參10g
桔梗10g 砂仁10g 薏苡仁20g上方水500ml煎至
300ml溫服遥 野中滿熱脹冶者袁以野中滿分消丸冶合清胃
散加減袁擬方如下院白術15g 黨參15g 炙甘草6g
砂仁10g 黃苓15g 黃連6g 枳實10g 厚樸10g
生地15g 牡丹皮10g 升麻6g上方水500ml煎至
300ml涼服遥若出現兼證袁應隨診加減遥若有幽門螺桿
菌感染袁應按規範清除幽門螺桿菌後袁再施予中藥診
治袁療效更佳遥

野中滿腹脹冶是臨床常見病袁參照李東垣之脾胃

新析叶蘭室密藏曳之野中滿腹脹門冶

惠安县中医院 莊新民 張燕娥

胃內傷袁陰火內生之人袁正所謂野橫看成嶺側成峰冶罷
了遥 旣有先天元氣不足袁又有後天脾胃虛弱袁倉稟不
充袁産生出營養不良袁菌群失調袁衛外不固袁病原微生
物感染和新陳代謝失常綜合徵遥 一味使用西藥抗生
素尧抗過敏袁或中藥滋陰瀉火尧清熱解毒袁都是治標不
治本袁用藥辨證雖然都對袁也只是一時緩解袁周而復
始曰要是用上不對勁的抗生素袁或清熱解毒藥袁則更
添傷腸害胃袁肚痛腹瀉遥 抗過敏藥一吃袁則昏昏欲睡尧
渾身沒勁遥 直至服了人參尧熟地尧鷄尧鴨尧蛋尧奶袁以及
新鮮水果後袁野陰火冶尧野虛火冶竟都不治而治袁一消百
了遥 疔癤癰瘡沒了袁鼻炎尧咽炎沒了袁感冒明顯少了袁
至此袁方解了心頭種種疑問遥 陰虛內熱與濕熱尧元氣
虧虛尧脾胃氣虛尧衛外不固等無需辨證地在血肉有情
之品尧補益脾胃之藥以及滋陰之性的果奶調養下袁在
自然成長過程中袁自然達到陰平陽秘健康態遥

內科常見的各種感染尧炎症袁與其説是病原微生
物感染袁不如説是野陰陽失調冶遥 那些慢性上呼吸道感
染尧慢性支氣管炎尧慢性膽囊炎尧慢性泌尿道感染尧慢

性胃腸炎等等袁那一種不是內環境平衡失調袁元精虧
虛袁那野陽非有餘尧陰常不足冶正是最好的注解袁陰火
渊或濕熱相火尧內傷之火尧內熱尧氣虛發熱等等冤內擾袁
終成野壯火食氣尧壯火散氣冶尧野火與元氣不兩立袁一勝
則一負冶遥 無論是李杲補中益氣湯尧聖愈湯尧升陽除濕
湯袁朱震亨大補陰丸尧丹栀逍遙丸袁還是張介賓的左
歸丸渊陰冤尧右歸丸渊陰冤袁都離不開參尧芪尧地尧歸尧術尧
柴的配合遥 瀉陰火與補元氣渊參尧芪補氣而消火袁氣火
皆陽冤袁除濕與補元精渊歸尧地滋補陰血而除濕袁陰血
與濕皆陰冤袁一藥兩性在這其中體現的淋灕盡致遥 他
們治病保健的終極目標都是調整人體內環境袁 令其
恢復平衡袁與自然和諧遥 由於每個人身上平衡點不一
樣尧走向和諧的途徑不一袁這就有了野補中益氣冶尧野滋
陰降火渊瀉火滋陰冤冶尧野培補命門冶等方法遥 曾以單味
熟地劫痰袁也曾以一味黃芪退熱袁成功的案例令人欣
喜若狂袁有如醍醐貫頂遥 正確理解一藥兩性有助于理
解熟地野補腎攝津冶尧黃芪野甘溫除熱冶以及肉桂尧吳茱
萸尧干姜野引火歸元冶等學説遥

理論探討 67



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生命研究已步入高科技手段和分子水平的时
代袁 然而袁 至今人们仍未能搞清楚穴位和经络是什
么袁穴位和经络的活动机制是什么样遥 纠其原因袁笔
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遥 一是学者们的思维保守袁缺
乏开创性曰 二是穴位定位不准袁 真假经络混淆分不
清遥 前者会使学者们难以找到恰当的切入点和研究
方法进行研究袁 也难从已获知的客观事实当中灵光
一现袁洞悟出真蒂来遥 后者则会使学者们的研究结果
可真可假和研究结论难以统一遥 自然袁穴位和经络的
本质与性能以及经络的活动机制就难以被搞清楚袁
甚至袁 有人提出揭示性或突破性的学说也难被大家
理解和认可遥 不仅如此袁当穴位定位不准时袁针灸治
疗也难以得到应有的疗效遥 故袁笔者感到有必要再拟
稿袁从穴位定位方法谈起袁就穴位和经络研究谈一谈
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遥
1 确立科学和准确的穴位定位方法是当务之急

凡熟知解剖学知识的学者们都应该知道袁 构成
体或结构体在人体中是有规律成比例分布的遥 也就
是说袁 如果人体的某一长骨上有一小嵴突地话袁那
么袁不管这一长骨来于何种体形或何身高的人体袁小
嵴突都会位于长骨的同一比例处袁 多不会位于同一
尺寸处渊距某一端冤遥

然而袁中医家们实际采用的穴位定位方法袁往往
是一个穴位一个固定尺寸的 野尺寸定位法冶袁 因此袁
用它们来定位穴位时准确性很可能不高遥 此外袁对于
斜刺进针的穴位而言袁 进针口处不一定就是真正的
穴位处袁然而袁在传统中医学中此处就被认定为是穴
位处袁自然袁取此处的切片观察时袁观察到的情况不
一定是反映真正穴位处的情况遥 同样袁需要进针深的
穴位袁 真正的穴位部位很可能只在一定的深度处袁
故袁同一进针尺寸进针治病时袁在两个胖瘦不同的人
身上可怕难以取得同样的疗效曰 且在不同的深度取
切片观察时袁观察到的情况也可能不一样遥 更况袁某
些穴位的分布还会因人而发生移位遥

可见袁 要提高针灸疗效和保证针研结果的可靠

性和一致性袁寻找和使用更科学更准确的渊真冤穴位
定位方法势在必行遥 本作者认为可用下述程序和方
法确立或寻找遥

渊1冤选定一定数量的不同体形或不同身高的敏
感受试者遥 渊2冤再选定一定数量的具有代表性且分散
于各经上的受试穴位遥 渊3冤测出每个受试穴位处及其
周围处的导电性能袁 并依据测试结果将测试点分成
三组遥 第一组是由袁既是良导电点又是野尺寸定位法冶
所确定之点的那些点袁所组成的测试点组袁可称之为
重真穴位点组曰第二组是由袁是良导电点但不是野尺
寸定位法冶 所确定之点的那些点袁 所组成的测试点
组袁可称之为良导点组曰第三组是由袁是野尺寸定位
法冶所确定之点但不是良导电点的那些点袁所组成的
测试点组袁可称之为尺寸穴位点组遥 渊4冤观察并比较
各测试点在针刺时的反应表现 渊气感和感传等表
现冤遥 从总体上看袁如果良导点组的反应表现与重真
穴位点组的反应表现相同或更相近袁 则良导点处为
真正的穴位处袁野仪测定位法冶 是更科学更准确的穴
位定位方法遥 反之袁如果尺寸穴位点组的反应表现与
重真穴位点组的反应表现相同或更相近袁 则尺寸穴
位点处是真正的穴位处袁野尺寸定位法冶 仍是科学和
准确的穴位定位方法遥 渊5冤观察并比较各组点处的切
片渊受试者为动物时冤遥 从总体上看袁如果良导点处的
形态结构与重真穴位点处的形态结构相同或更相
近袁则良导点处为真正的穴位处袁野仪测定位法冶是更
科学更准确的穴位定位方法遥 反之袁如果尺寸穴位点
处的形态结构与重真穴位点处的形态结构相同或更
相近袁 则尺寸穴位点处是真正的穴位处袁野尺寸定位
法冶仍是科学和准确的穴位定位方法遥 注意袁比较须
在皮下组织范围内进行袁因为穴位多可能在皮下处遥
渊6冤如果良导点处被证实为真正的穴位处地话袁再在
机体上选定一参照系袁 并用数学方法确立出各个穴
位的比例位置袁从而也可建立起野比例定位法冶遥

显然袁采用上述程序和方法袁不仅可确立起更科
学更准确的渊真冤穴位定位方法袁而且还可顺便研究

穴位經絡硏究之感想

陝西楡林農校 李志剛渊719000冤

診治特點袁結合現代醫學的硏究成果袁則不誤診而有
良好療效遥

渊作者簡介院莊新民袁男袁出生於1968年12月遥 1991年畢業

于福建中醫學院遥 本科學歷袁惠安縣中醫院內科副主任醫師尧

內科副主任尧急診科主任尧市醫學會消化內科分會常委尧市醫

學 會 消 化 內 鏡分 會 常 委 袁 電 話 院87171717袁15359521717袁
zxm7171717@163.com袁3621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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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真穴位的共同本质尧 共同结构基础和共同生理
特性遥

其实袁 我们还可再通过特定的实验性研究搞清
楚穴位的导电性能和经络的感传性能受不受情绪等
因素的影响袁穴位的活性部位是在何种组织水平处曰
并找到排除情绪等因素干扰的测定穴位部位和活性
组织层的仪测性方法遥 本作者认为袁穴位的活性部位
多可能在肌肉或肌组织水平袁 因为只有在此水平穴
位处与非穴位处在导电性能尧 感传性能和活性结构
等方面可能有明显差异遥
2 分清真假经络方可形成统一和客观的经络认知

无庸置疑袁 古人发现经络的方法不外乎为院渊1冤
通过感传现象或经络活动现象发现经络曰渊2冤通过穴
位的分布和主治发现经络 渊在针疗实践中觉察到有
相同或相似主治的穴位连成一线冤曰渊3冤 通过解剖观
察发现经络渊剖解人体时可看到血管和肌肉等冤曰渊4冤
通过特异功能渊自我反观冤发现经络遥

显然袁 通过第一种方式发现的经络是真经络的
可能性为百分之百曰 通过第二种方式发现的经络是
真经络的可能性难确定曰 通过第三种方式发现的经
络只可能是血管等渊假经络冤曰通过第四种方式发现
的经络是真经络的可能性为微乎其微遥 请问袁谁真的
听到过或何医学资料记载到过某人能看到经络钥 精
密仪器也看不到的东西特异功能者能看到吗钥 如果
有特异功能存在袁B超尧CT尧 核磁共振等仪器还有必
要创生出来吗钥 此外袁虽说通过感传现象发现的经络
是真经络的可能性为百分之百袁然而袁没有资料表明
所有的经络都能产生感传现象曰并且袁有学者们还会
认为不能产生感传现象的经络不一定就不具有感传
性能袁 感传性能也许还可通过实验发现的一些其他
现象渊听到沿经络移动的空声和流水声等现象冤来确
认遥 总之袁因方法的缘故袁古人发现的经络可能有真
也有假袁有虚也有实渊或许袁有些穴位也可能是不具
有高敏感或高兴奋性的假穴位遥 例如血针穴位袁他们
本身的功用很可能只是便于安全适量地放血袁 但由
于放血可引起血压和局域性血流的变化袁 而血压的
变化又可作为刺激因素再刺激压力感受器袁 从而引
起进一步的反应袁 故血针穴位也表现出象真穴位一
样的特性和功效遥 可是袁毕竟针刺血针穴位时不会引
起气感和感传袁所以袁严格地讲袁它们不能算是真穴
位冤袁那条是真或实袁那条是假或虚袁需通过研究来确
认遥

如果把真经络和假经络都当成是相同的经络来
研究袁结果必然是袁由于得不到客观和统一的认识而
无法搞清楚经络是什么和经络的活动机制是什么
样袁甚至袁有人搞清楚了也难以被大家认可遥

说到此处袁需要顺便说一说的是袁虽然传统中医

学中没有关于神经尧皮肤尧肌肉和血管等构成体的学
说内容袁 但实际上传统中医学中的经络体系包含有
这些构成体遥 可以说袁表现为沿经络线路传递的反应
性活动渊多为神经反射性活动或肌肉收缩性活动冤形
成了真经脉和真大络渊功能体系冤袁承载十二经脉的
肌肉形成了十二经筋袁 十二经脉投射到皮肤的部位
形成了十二皮部袁众多细小血管形成了孙络和浮络遥

众多细小血管之所以在此处被笔者认定为是孙
络和浮络袁是因为院渊1冤针灸刺激通过传递的神经反
射活动袁 可引起经脉处的肌肉或肌组织出现舒缩反
应活动袁 进而可引起经脉处血管中的血流活动发生
变化袁而经脉处血管中血流活动的变化袁由于连通的
原因袁 又可通过众多细小血管向它处扩散遥 这就是
说袁 针灸刺激既能引起经脉处出现感传活动和血流
活动的变化袁 又能引起众多细小血管中的血液流动
的被动性变化遥 渊2冤如果细小血管不是孙络和浮络袁
那什么是孙络和浮络袁难道说他们是不存在的吗袁蓄
积卫气尧抗御外邪的络脉功能可怎么去实现渊因为卫
气实际上就是指免疫活性物质和细胞袁 它们就主要
存在于血液之中冤钥 渊3冤在全身只有血管可连成网袁任
何其他结构和任何功能都不可能连成网袁 而细小血
管恰是血管中的联络之体渊系冤遥

再袁从叶穴位经络探秘说曳一文可判定院渊1冤十二
经脉和十五大络可能都是真经络袁 也可能只有一些
是真经络遥 渊2冤十二经筋尧十二皮部以及孙络和浮络
都不是真经络袁 因为袁 十二经筋本身不具有感传性
能袁 所表现出的感传性能实际上是一种被动性的性
能曰十二皮部既不参与经络活动袁更无感传性能曰孙
络和浮络多完全无有感传性能袁 即使少数有也为被
动性的遥 他们之所以都被传统中医学看成是经络袁就
在于袁十二经筋是十二经脉的载体或效应器官渊这大
概就是十二经脉之气结聚散络于肌肉或肌腱之含义
吧冤袁 十二经筋活动是十二经脉活动的组成部分曰十
二皮部则可将由十二经脉活动所产生的一些感传现
象渊发红尧发白和发热等现象冤表现于外曰而孙络和浮
络则既能蓄积卫气又多附带性地参与真经络的活动
渊但它们的活动不应该算是真经络活动的组成部
分冤遥 事实已表明相关神经体系是真经络的关键性结
构基础袁但它们不是经络袁那上析的经络又怎么可能
是真经络钥 毋庸置疑袁真正的经络只是或只能被看成
是一以特定的针刺反应活动为纽带袁 且有一定的结
构基础或由多种组织结构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参
与的抽象体渊系冤或功能体渊系冤遥
3 搞清楚经络与脏腑之间的络属关系是怎样的一
种关系

虽说络属关系是感传关系的延续袁 络属表现是
感传现象的变换遥 但传统中医学所描述的各种络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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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未必都是直接感传性络属关系遥 例如袁如果将有
研究证明针刺大肠经上的穴位所产生的针气或神经
冲动袁通过感传只能直接引起呼吸肌的活动变化渊呼
吸活动增强等变化冤袁而胃肠的活动变化须由呼吸肌
的活动变化间接引起袁那么袁大肠经与大肠的关系就
不是直接感传性络属关系遥 而且袁络属关系也可能有
真有假袁从野中医肝脾说的现代化与湿可滞气和伤气
机理探析冶一文知袁脾脏是由消化特别是吸收等功能
构成的功能体袁与脾器官无任何关系曰肝脏则是由血
肉之肝渊肝器官冤和多处可见到的渊植物冤神经性之肝
渊植物神经调节功能冤构成的抽象之体袁这样的脏腑
怎么由一条经络去络属浴 如果络属关系搞不清楚袁针
灸治疗脏腑疾病的机制也就难以搞清楚遥
4 搞清楚了外周神经在经络处的分布规律之后方

能彻底明白经络的功能体性
从野穴位经络探秘说冶一文又可知袁经络活动实

质上是一种连锁有序的反射性神经活动袁 其连锁性
和有序性与相关神经的外周分布规律及中枢联系规
律渊即突触联系规律冤密切相关连遥

虽然袁 目前的研究手段无法使我们搞清楚中枢
的神经联系规律袁 但完全能使我们搞清楚外周的神
经分布规律遥 故袁研究者们还应该搞清楚支配经络处
的外周神经分布规律遥 相关外周神经的末梢分布处
一定就是经络通过处或气感活动行运处遥

在结束本文之时袁笔者想要顺便说一说的是院正
因为经络是一看不见摸不着的功能体系袁所以袁现代
学者们一直未能发现它的存在曰 传统学者们则把它
想的神乎其神袁说的玄乎其玄遥 其后果就是袁自己也
搞不清楚袁对别人的真知卓见也质疑袁总是认为别人
的分析不够深入和充分袁认知依据不够充足袁学说不
够精细遥 他们忘了袁科学研究的基本技巧是袁化繁从
简袁去伪存真袁变繁琐为条理袁变深奥为浅显遥 也忘
了袁 现代经络学还处在待建阶段袁 没有浅显哪来深
奥遥

最后袁笔者坚信袁当我们把上述问题都一一解决
了之后袁我们就一定易于达成共识袁就一定会说穴位
和经络原来如此袁经络的活动机制原来那样遥

今天袁生命科学研究已步入了分子水平时代袁然
而袁 我们却仍然不清楚穴位和经络是什么以及经络
活动的机制是什么样遥 其实袁依据我们今天已获得的
相关知识和相关研究资料等科学事实而言袁 可以说
我们应该清楚了遥 穴位尧经络和针灸功效等袁都不可
能是超越现知结构和现知生理机能的野东西冶遥 那么袁
为什么我们现在仍然不清楚呢钥 本作者认为袁不清楚
的原因主要是袁研究者们的思维还缺乏开创性袁以及
他们对穴位和经络等的本质还认识不清楚袁 在他们
的思维体系中不曾有过功能体这样的概念和思维遥

真正的穴位和经络同笔者发现或提出的呼吸性
循环机制体渊系冤渊见叶中医学肺说的现代化与呼吸性
循环的被发现曳 一文冤 等一样袁 不是独立的结构体
渊系冤袁而是有一定结构基础的功能体渊系冤遥 所以袁笔
者认为袁研究穴位和经络时袁应该在具体分析和具体
研究的基础上袁 善于应用创造性的思维去推论和总
结相关事实或资料袁 从中得出科学结论遥 正因为如
此袁 作者才拿出如下之说并呈献出来请大家来讨论
和进一步验证遥
一尧穴位的结构特征和活动机制
渊一冤穴位的结构特征和本质

穴位袁原本是指对针灸刺激敏感袁并在刺激时或
刺激后袁能出现气感或产生疗效的躯体部位袁后被中
医学家们抽象为注入经气的部位遥

只有在受到针刺时穴位才会出现气感活动这一
事实尧 穴位电生理学方面的研究结果以及后边介绍
的感传方式测试实验结果袁 都表明穴位确是具有较
高敏感性或较高兴奋性的躯体位点遥

而穴位局部解剖学方面的研究结果和现代解剖
生理学方面的知识则又清清楚楚地表明袁 与非穴位
处相比袁穴位是神经分支和感受器渊如肌梭腱梭冤等
神经性或神经副属性结构的分布有差异性的部位袁
正是这一差异性导致了穴位具有较高的敏感性或较
高的兴奋性遥

之后的整个分析和论证更表明袁 穴位无需要有
什么特殊的结构袁仅需要有特定的差异性袁就完全能
在受到针灸刺激时和刺激后引起气感和特定的疗
效遥

故可以说袁 穴位是一有一定结构基础但没有相
对应的特殊和独立性结构的功能体渊或点冤遥

例如院日本学者中谷曾用12伏直流电通过人体袁
发现皮肤上存在特别高的良导点袁 它们的位置与穴

穴位和經絡探密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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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位置吻合曰 上海第一医院专家的解剖学研究曾发
现百分之九十六的穴位与神经有关曰 后述的感传方
式测试实验结果现表明穴位处与非穴位处对针灸等
刺激的敏感性确有差异遥

需要说明的是袁 尽管有些穴位处有血管和淋巴
管通过袁但它们都不是穴位的活性结构渊因为它们本
身没有感受刺激和引起效应的活性袁 这是解剖生理
学常识冤袁只有它们旁边和其上的感受器等神经副属
性结构才是穴位的活性结构遥
渊二冤气感的产生机制
1 气感的概念和本质

气感袁 是指针灸刺激引起的穴位甚或经络处的
酸尧胀尧麻等感觉遥

作为专业常识袁显然得气渊有反应冤时才会出现
的气感与针刺在未得气时直接引起的触压感不是同
一性质的感觉袁它是一种反应之感袁并且能对针灸这
样的物理性刺激产生酸胀麻感性生理反应的组织只
可能是骨骼肌和血管等上的平滑肌等组织袁 产生的
反应只可能是舒缩反应遥 这些常识和之后介绍的穴
位注射抗胆碱药实验结果及神经阻断实验结果都更
会使我们确认袁气感实质上就是一种反应活动之感遥
2 气感的产生机制
渊1冤麻感的产生机制

应用神经反射活动和局部活性物 渊如组胺尧PG
等冤之活性等方面的知识袁对气感产生原因方面的研
究结果进行客观地分析和推论之后袁 我们可得出如
下所述的气感产生机制遥

A直接产生机制
很简单袁可表述为院压迫性地针刺穴位处的神经

分支等寅导致正常的感觉性神经冲动传导活动减
弱寅经脑皮层分析后袁即可引起麻感遥

B间接产生机制
对针灸刺激敏感的人袁 针灸时除了会在针刺穴

位处感觉到麻以外袁 也会在与针刺穴位同经的或有
感传关系的其它部位渊特别是穴位冤处感觉到麻遥 此
时麻感的产生机制可表述为院 针刺某个穴位处寅反
射性地引起针刺穴位处和与针刺穴位同经的或有感
传关系的其它部位处的肌肉强烈收缩寅压迫局部的
神经分支和血管 渊也可直接反射性地引起局部血管
收缩袁注意袁血管收缩可致缺氧冤寅导致正常的感觉
性神经冲动传导活动减弱袁从而引起麻感遥

介绍到此处袁有个问题必会产生出来袁就是为什
么只有针刺穴位处时袁才会引起气感活动袁且只会引
起针刺穴位处和与针刺穴位同经的或有感传关系的
其它部位处产生气感活动袁 而不会引起它经处和非
经处也产生气感活动钥

显然袁 原因在于支配有感传关系的各部位的神

经处于同脊髓节段或在中枢中有密切的突触联系遥
渊2冤胀感的产生机制

胀感是压或拉穴位处的肌梭袁 反射性地引起针
刺穴位处和与针刺穴位有感传关系的其它部位处的
肌肉收缩鼓胀袁鼓胀又刺激触压觉感受器时袁机体产
生的一种感觉曰或是针灸刺激血管渊感受器冤袁反射性
地引起针刺穴位处和与针刺穴位有感传关系的其它
部位处的血管扩张时产生的一种感觉遥 具体机制就
不在此叙述了遥
渊3冤酸感的产生机制

酸感是针灸刺激引起肌肉紧缩或引起局部乳酸
形成增多时机体所产生的一种感觉遥 详机也不在此
叙述了遥
渊4冤痛感的产生机制

痛感是针直接刺激穴位处的游离神经末梢时机
体产生的感觉曰 也可能是因针刺损伤组织细胞和血
管袁或引起局部组织缺氧袁进而引起钾离子尧缓激肽尧
组胺尧PG等外渗于局部时产生的感觉袁详机也不叙述
了遥
渊5冤经络路径空感和流水声感的产生机制

有学者做实验得知袁刺激穴位处时袁会在刺激穴
位所在的经络路径上引起空感和流水声感遥 此二现
象产生的机制应该是院 刺激有序地引起经络各处的
肌肉收缩时袁会引起其处的肌组织绷紧尧振动甚或与
周围组织之间形成较大的间隙袁 也会引起组织液有
序和快速地进出组织间隙袁 从而引起空感和流水声
感遥

此外袁 肌肉和血管等的活动也可引起人体在经
络处产生热流感等针刺效应感遥
二尧经络的结构特征和活动机制
渊一冤经络的结构特征与本质

经络袁原本是指气感的传递路线袁后被中医学家
们抽象为运行气血尧 联络上下内外和脏腑肢节的通
道遥 故袁中医学一直认为袁经络是有其特殊对应结构
的实体遥

然而袁循经感传现象尧经络局部形态结构比较解
剖学方面的研究结果以及本文前后论述的气感的本
质和产生机制尧 感传方式测试实验结果尧野支配同经
的或有感传关系的各部位处的神经处于同脊髓节
段冶等事实却清清楚楚地表明袁虽然在经络路径上袁
除了有穴位可能存在之外袁 再无有什么特殊的结构
存在曰但是同经络上的各个部位或穴位之间袁穴位与
相关的脏腑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有序的相关联性袁
且这种相关联性首先和主要是通过有序传递的神经
反射活动所确立的渊当然袁体液调节等性的活动也有
时可能辅助确立冤遥 故具有独特性渊即感传性冤和实用
意义的真正经络袁应该是指针灸刺激引起的尧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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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经络线路传递的尧可感知的反应性活动渊多为神经
反射性活动或肌肉收缩性活动冤袁是一功能体渊系冤遥
不具有感传性能的那些活动或组织结构不是真正的
经络袁只应该被看成是虚拟的或假的经络遥 显然袁如
果把这些经络也列入真正的经络体系之中袁 不仅无
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袁而且还会造成学者们认识混乱袁
研究茫然袁从而难以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遥

到此本文可以说袁野第三结构系统冶 是不存在
的遥 请问袁在生命科学已步入分子研究和全面发展时
代的今天袁 找到了应该说比分子大的特殊穴位结构
体和特殊经络结构体渊即感传通道冤以及特殊的感传
物质了吗钥 也可以肯定地说袁经络不等同于神经袁经
络系统不等同于神经系统遥 渊1冤在任一经络处都不存
在有一条贯穿其处的神经遥 渊2冤如果经络等同于神经
分支或干地话袁那么神经分支或干上的任一位点渊即
经络上的所有点冤都应该是穴位袁因为神经分支或干
上任一位点处的结构和性能都是相同的遥 然而袁实际
上不是所有的点都是穴位遥
渊二冤感传的基本产生机制
1 感传的概念和本质

感传袁 原是指针灸刺激引起的气感循经传递之
现象遥 然而袁既然气感实质上是一种反应活动之感袁
反应活动的传递须靠神经系统的活动来实现袁 那么
感传通常也就是一种传递的神经反射性效应活动之
感遥
2尧感传的基本产生机制
渊1冤 确立感传产生机制的客观依据

笔者认为袁 以下介绍的那些实验结果可为确立
感传产生机制的主要和客观依据遥

A感传方式测试实验及其结果在针刺某一穴位
产生感传现象的情况下袁 再用油笔尖刺激该穴位所
在经络线及其周围处袁 可明显地区分出敏感点和不
敏感点袁 通过比对发现各敏感点基本上与同经上的
各穴位点相对应遥 此实验表明感传只在由相关联的
穴位所连起来的线路上进行袁 并且在穴位处气感最
明显遥

B感传速度测试实验结果有实验测得,躯体神经
的传导速度是100m/s袁而实际的感传速度只有0.1m/s
渊是躯体神经传导速度的千分之一冤遥 此实验结果表
明袁感传表面上看仅是在四肢躯干上呈线性传行袁与
神经活动不相关袁 然而实际上它是在四肢躯干与中
枢之间呈曲折性传行袁 与神经反射活动过程完全相
吻合遥

C穴位注射抗胆碱药实验及其结果在敏感受试
者的某一穴位处注射抗胆碱药和抗茁尧琢-受体药袁然
后待注射液刚消散且无压迫感之时针刺同经络上的
任一它穴位袁结果注射药处无有气感出现袁其它处无

有或只有弱的气感出现遥 此实验表明在四肢躯干处
感传过程必为神经性或神经反射性传递活动过程遥

D神经阻断实验及其结果当与经络活动有关的
神经通路的一部分受到阻滞尧切断或破坏后袁气感尧
感传和针刺效应就相应的不再出现遥 此实验结果表
明气感和感传确都是通过神经活动及其传递来实现
的遥
渊2冤感传的基本产生机制

有研究得出针灸作用的传入途径是院 感受器寅
传入神经寅中枢曰针灸作用的传出途径是院渊1冤神经
反射性通路尧渊2冤神经反射性通路寅体液性通路渊显
然袁 体液性通路只可能出现在腺器官到终效应器官
之间冤遥 从这一研究结果可知袁感传活动基本上是一
种神经反射性活动袁 在四肢躯干处感传活动完全就
是一种神经反射性活动遥 再从神经系统的结构和生
理特点又可知神经性活动可有直接性和渐进性两种
扩散形式渊也不外乎有这两种形式冤袁故感传的基本
产生机制就应该是下边将要介绍的那样机制遥

A 递性传递机制说所确立的机制 渊渐进性感传
机制冤

递性传递机制说可用简要路线图表示如下院
针灸刺激某个穴位处寅通过第一次神经反射袁

引起受刺穴位处及其相邻穴位处产生气感性活动
渊即神经反射性效应活动冤寅相邻穴位处的肌肉收缩
及肌腱伸拉等气感性活动袁作为新的刺激源渊能被感
觉到的就是刺激袁这是常识冤寅再刺激相邻穴位处寅
通过下一次神经反射袁 再引起下一相邻穴位处接着
产生气感性活动遥 如此反复袁就可实现整个感传遥

B 一次性传递机制说所确立的机制 渊直接性感
传机制冤

一次性传递机制说也可用简要路线图表示如
下院

针灸刺激某个穴位处寅直接和间接引起的神经
冲动传入中枢后袁通过运动中枢的有序传递袁一次性
地反射引起同经的多个部位处产生效应性或气感性
活动袁从而实现整个感传渊通常冤曰或通过感觉中枢的
有序定程扩散袁就此实现整个感传渊在特殊情况下的
特殊部位冤遥
3 感传活动的中枢部位

从前面的分析与论证已知袁 感传活动是一种以
神经反射活动为基础和为主的活动遥 从临床实践和
亲身体验又可得知感传活动也是一种可受可不受意
识活动和情感活动参与或影响的传递性神经活动袁
故袁参与感传活动的基本中枢应该是在脊髓遥 在脊髓
或脑中必存在着某种有序性的突触联系遥

再顺便说一下袁 作者认为牵涉痛不仅与同脊髓
节段有关袁还很可能与感传活动有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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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针灸治病基本机制假说
应用解剖生理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和本文前边

已形成的机制说袁 本文又提出下边这样的针灸治病
基本机制假说遥
1 汇聚机制假说渊兴奋性调节机制假说冤

针灸刺激特定的穴位袁引起的针气渊即引起的神
经反射性效应活动冤袁直接渊特别是当刺激经外穴时冤
或通过感传袁 使病证部位原有的神经反射性效应活
动增强袁进而使其原有的生理机能活动加强袁从而使
因虚弱而紊乱的渊即衰弱的冤生理机能活动逐渐得以
恢复正常和使病证部位的血液循环得以改善袁 最终
达到显著缓解或治愈病证的目的袁 这就是汇聚机制
假说遥

本假说所描述的机制袁 实质上就是把针灸刺激
引起的兴奋性效应活动袁 直接或通过感传传送到病
证部位的机制遥 它适用于调节感觉和运动两神经系
统的活动袁 可用于升血压和治疗诸肌器官功能衰弱
等病症遥
2 分散机制假说和转换机制假说渊抑制性调节机制
假说冤
渊1冤分散机制假说

针灸刺激特定的穴位袁引起的神经冲动或针气袁
通过感传袁 会在中枢中的某个病性神经冲动或某个
正常神经冲动的周围袁形成多个干扰性神经冲动袁从
而减弱或抑制病证部位的病性神经冲动或正常部位
的原有神经冲动袁 进而使紊乱的生理机能活动逐渐
恢复正常袁或使原有的感觉明显减弱袁以及使病证部
位的血液循环得以改善袁 最终达到显著缓解或治愈
病证的目的袁或达到麻醉的目的袁这就是分散机制假
说遥

此假说所描述的机制适用于调节感觉神经系统
的活动袁可用于止痛尧消炎和麻醉等治疗遥
渊2冤转换机制假说

针灸刺激特定的穴位袁引起的神经冲动或针气袁
直接或通过感传袁 使得支配病证部位的抑制性内脏
运动神经渊如院交感神经对于肺支气管平滑肌来说是
抑制性神经袁具有扩张支气管的作用曰迷走神经对于
心肌来说是抑制性神经袁可抑制心脏的收缩活动冤兴
奋袁 从而抑制病证部位原有的病理性机能活动和改
善病证部位的血液循环袁 最终达到显著缓解或治愈
病证的目的遥 这就是转换机制假说遥

或袁针灸刺激特定的穴位袁引起的神经冲动或针
气袁直接或在感传过程中袁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内的抑
制性突触袁 抑制病证部位原有的兴奋性神经的反射
活动袁 从而使病证部位紊乱的生理机能活动得以逐
渐恢复正常和使病证部位的血液循环得以改善袁最
终达到显著缓解或治愈病证的目的遥 这也是转换机

制假说遥
转换机制假说所描述的机制适用于调节运动神

经系统的活动袁 可用于降血压和治疗痉挛等功能亢
奋性病症遥
3 引血下行机制说渊间接性调节机制说冤

针灸刺激某些穴位袁引起的针气通过感传袁可进
一步引起感传部位的血管扩张袁从而吸引他部位渊特
别是头部冤血管中的血液向其处转布袁最后得到缓解
或解除他部位的充血袁进而得到治疗目的遥

引血下行机制可用于头等部位的一些病症袁如
可用于醒神尧开窍和安眠等治疗遥

由于针灸所治病证的复杂多样性以及选穴配方
的多样化袁故袁针灸治疗具体病证时袁往往是通过上
述的多个基本机制共同来实现其治疗目的的遥
四尧结束语

对生命的研究已步入了分子时代袁 然而人们仍
未发现与穴位和经络相对应的独立性结构体 渊系冤袁
这一事实表明袁穴位和经络体渊系冤绝不可能以独立
性结构体渊系冤的形式存在遥 经络现象和现代经络研
究结果等事实却表明袁 穴位和经络确是以某种形式
客观存在的遥 本文的整个论证和分析更进一步以事
实表明袁 人体现有结构所具有的功能不仅完全可兼
撑起穴位与经络之活动袁 而且的确也兼撑起了他们
的活动遥 一句话袁穴位和经络作为功能体渊系冤是客观
存在的遥 既然现有结构能够承担起穴位和经络之活
动袁那又有何必要再进化生成新的结构体系袁这不就
是进化规律吗钥

显然袁 由整个上述内容所构成的新的经络学基
础理论体系袁 是在对所有的相关事实进行全面细致
地分析尧推理和论证以及创造性地总结之后形成的袁
是与所有的相关事实和研究结果完全相吻合的袁以
及与现代医学理论体系相承接和相融合的理论体
系遥 该理论体系的灵魂是功能体说袁其轴心或主体是
神经反射活动传递说渊由本文首次提出冤遥 笔者坚信袁
本理论体系不仅能解释清楚与感传活动有关的任何
现象和任何疑问袁 而且还能指导科研工作者们沿着
正确的途径和采取正确的方法从事针研工作遥 总之袁
经络活动就是以神经反射活动为主体活动袁以肌肉尧
体液或内分泌尧 血管等的活动为效应活动或后续活
动的活动曰经络学实质上就是神经分支学遥

渊作者单位院陕西榆林农校袁地址院陕西榆林西沙

春光巷13排3号 渊719000冤袁e-mail:holiday123@yeah.
net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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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野藥食同源冶指袁許多食物即藥物袁它們之間並無
絶對的分界線袁古代醫學家將中藥的野四性冶尧野五味冶
理論運用到食物之中袁認爲每種食物也具有野四性冶尧
野五味冶遥 而西藥由於多數爲提煉或合成的化學藥品袁
一般不兼備食品功能袁 關於食品保健方面則專門設
立爲營養學袁屬於生命科學的一個分支袁探討各類營
養素如蛋白質尧脂類尧碳水化合物尧維生素尧無機鹽尧
水與膳食纖維等與健康的關係遥 據相關文獻統計袁作
爲醫學科硏袁西醫除了個別病種袁一般不考慮食物對
科硏結果的影響遥

然而袁 由於幾千來中醫客觀存在的藥食同源理
論與實踐袁中醫科硏就目前狀况來講袁其對中醫科硏
結果的影響尙未引起相關硏究人員的充分重視遥

自古以來中國中醫學就有野藥食同源冶理論袁認
爲中藥與食物是同時起源的遥 叶淮南子窑修務訓曳稱院
野神農嘗百草之滋味袁水泉之甘苦袁令民知所避就遥 當
此之時袁一日而遇七十毒遥 冶可見神農時代藥與食不
分袁無毒者可就袁有毒者當避遥 叶黃帝內經太素曳一書
中則寫道院野空腹食之爲食物袁 患者食之爲藥物冶袁反
映出野藥食同源冶的思想遥 隨着經驗的積累袁藥食才開
始分化遥 在使用火後袁人們開始食熟食袁烹調加工技
術才逐漸發展起來遥 在食與藥開始分化的同時袁食療
與藥療也逐漸區分遥 叶內經曳對食療有非常卓越的理
論袁如野大毒治病袁十去其六曰常毒治病袁十去其七曰小
毒治病袁十去其八曰無毒治病袁十去其九曰谷肉果菜袁
食養盡之袁無使過之袁傷其正也冶袁這可稱爲最早的食
療原則遥

由此可見袁在中醫藥學的傳統之中袁論藥與食的
關係是旣有同處袁亦有異處遥 但從發展過程來看袁遠
古時代是同源的袁後經幾千年的發展袁藥食分化袁若
再往今後的前景看袁也可能返樸歸眞袁以食爲藥袁以
食代藥遥

中醫藥學還有一種概念是院所有的動植物尧礦物
質等也都是屬於中藥的範疇遥 而可供人類飲食的食
物袁同樣來源于自然界的動物尧植物及部分礦物質袁
因此袁中藥和食物的來源是相同的遥 其中的大部分東
西袁旣有治病的作用袁同樣也能當作飲食之用袁叫做
藥食兩用遥 由於它們都有治病功能袁所以藥物和食物
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楚遥 可見中藥是一個非常大的藥

物概念遥 因此嚴格地説袁在中醫藥中袁藥物和食物是
不分的袁是相對而言的院藥物也是食物袁而食物也是
藥物曰食物的副作用小袁而藥物的副作用大遥

中藥多屬天然藥物袁包括植物尧動物和礦物袁比
如橘子尧粳米尧赤小豆尧龍眼肉尧山楂尧烏梅尧核桃尧杏
仁尧飴糖尧花椒尧小茴香尧桂皮尧砂仁尧南瓜子尧蜂蜜等
等袁它們旣屬於中藥袁有良好的治病療效袁又是大家
經常吃的富有營養的可口食品遥 知道了中藥和飲食
物的來源和作用以及二者之間的密切關係袁 我們就
不難理解藥食同源的説法了遥

中藥的治療藥效強袁 也就是人們常説的 野藥勁
大冶袁用藥正確時袁效果突出袁而用藥不當時袁容易出
現較明顯的副作用曰 而食物的治療效果不及中藥那
樣突出和迅速袁配食不當袁也不至於立刻産生不良的
結果遥 但不可忽視的是袁藥物雖然作用強但一般不會
經常吃袁食物雖然作用弱但天天都離不了遥 我們的日
常飲食袁除供應必需的營養物質外袁還會因食物的性
能作用或多或少的對身體平衡和生理功能産生有利
或不利的影響袁日積月累袁從量變到質變袁這種影響
作用就變得非常明顯遥 從這個意義上講袁它們並不亞
于中藥的作用遥 因此中醫認爲合理調配飲食袁長期服
用袁也會起到藥物所不能達到的效果遥

對應體質上之寒熱袁虛實袁藥渊食冤物也分成院渊1冤
補瀉性質院補性的藥渊食冤物可以增強人的抵抗力袁增
加元氣袁適合虛弱體質者食用袁而實證體質者服用則
反易造成便秘袁汗排不出袁病毒積存於體內袁引起高
血壓袁發炎袁中毒等不良症狀曰瀉性藥渊食冤物則可協
助將病毒由體內排出之作用袁 可改善實證體質者之
便秘袁充血袁發炎等症狀袁而體質虛弱者則可能會因
食用過多而造成下痢袁身體更虛弱袁降低對病毒之抵
抗力遥 渊2冤溫涼性質院溫性藥渊食冤物可以使身體産生
熱能袁增加活力袁改善其已衰退袁萎縮袁貧血之身體機
能袁 若熱性體質者食用則會産生興奮過度或機能亢
進袁而造成失眠袁紅腫袁充血袁便秘之情形曰而涼性藥
渊食冤物則可使精神有鎮靜效果袁身體有清涼及消炎
之作用袁可以改善已呈亢進之機能袁炎症袁興奮性袁充
血性袁消除不眠袁腫脹袁炎症等症狀袁若寒性體質者過
度食用則會使冷症及貧血之症狀更嚴重遥 日常食用
蔬果中袁溫性食物如韭菜袁葱袁大蒜袁辣椒袁姜袁胡椒等

藥食同源對中醫科硏的影響

福建省泉州醫學高等專科學校 渊362000冤 余瓊瓊

福建省泉州醫藥硏究所 渊362000冤 蘇 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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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爲後天之本袁 氣血生化之源袁 氣機升降樞
紐袁在人體生命活動中佔有重要地位袁與一切疾病發
生有密切關係袁故有野四季脾旺不受邪冶之説遥 脾主運
化水谷袁胃主受納腐熟袁其功能相當于消化系統袁涉
及消化尧吸收尧代謝等功能遥

根據脾胃生理功能袁脾和胃袁一臟一腑袁互相依
存袁互相制約袁有着脾惡濕尧胃惡燥袁脾宜升尧胃宜降袁
脾主運化尧胃主納谷的特點袁而濕與燥尧升與降尧腐熟
與運化是矛盾對立統一遥 正常脾胃功能是這矛盾的
統一對立之中袁取得動態平衡的結果袁失去平衡則病
生遥 故治以調節臟腑平衡袁達到野陰平陽秘袁精神乃
治冶 的目的遥 具體治法中的用藥應注重以下四個方
面遥
1 燥濕與滋潤同用

脾主燥袁得陽則運袁胃主潤袁得陰自安遥 臨床注重
野燥濕溫陽化之袁滋陰潤降柔之冶的原則遥 燥濕以蒼
術尧半夏尧厚樸尧砂仁尧白蔻爲主曰滋潤則取鳳凰衣尧白
芍尧沙參尧玉蝴蝶尧石斛之品遥 如對糖尿病者配用蒼術
與元參一燥一潤治之曰抗潰瘍病復發用高麗參尧沙參
益氣養陰袁配砂仁尧半夏健脾燥濕袁佐以豬肚食療養
之曰 治萎縮性胃炎常用芍藥甘草湯加烏梅酸甘化陰
配六君子湯加田七尧元胡補脾化濕袁活血祛瘀療之曰

便秘由腸腑失潤引致者則取生白術尧枳實健脾行氣袁
配紫苑尧桔梗宣肺潤下袁開天氣以通地道遥
2 升降同施

脾主升清袁胃主降濁袁脾升則健袁胃降則和遥 若脾
氣失健不升袁胃氣失和不降袁濕尧痰尧瘀諸邪內生袁諸
症迭起袁當脾胃同治遥 治脾以燥藥升之袁治胃用潤藥
降之遥 升者常用升麻袁柴胡尧蒼術爲主曰其中升陽多選
黃芪尧白術尧防風曰升清則取葛根尧荷葉之屬曰降者當
以代赭石尧沉香尧枳實尧蘇梗尧白芍尧百合尧紫苑等遥 在
臨床上用四逆散加減治療胃腸病袁取枳實尧柴胡升降
並用曰白芍尧甘草剛柔相濟袁以疏肝和胃袁升清降濁袁
宣通郁滯袁達到以通爲補的目的袁治療肝胃不和尧氣
機不暢之慢性胃炎尧潰瘍病尧結腸炎尧功能性消化不
良遥 虛寒者加黨參尧白術尧肉桂尧干姜溫之曰濕盛者二
術燥之曰熱者袁蒲公英尧蛇舌草清之曰氣脹者袁佛手干尧
萊菔子消之曰氣逆者袁半夏尧代赭石降之曰瘀者田七尧
元胡活之袁無不隨心應手遥 對內科雜病亦多取此法袁
以柴胡尧 半夏疏肝和胃袁 配柿蒂苦澀降氣治呃逆諸
症曰以補中益氣湯加枳實尧半夏治中氣下陷尧臟器下
垂等症曰 以厚樸三物湯加大黃升降氣機治療急性腸
梗阻曰以升麻尧葛根與石膏清熱降火治胃火上冲之頭
痛尧牙痛曰以葛根與大黃尧半夏升清降濁治早期尿毒

治脾胃重在調節平衡

周來興1 周藝2

1.泉州市永春中醫院渊362610冤曰2.廈門市中醫院渊361009冤

辛辣調味料袁南瓜袁大頭菜袁荔枝袁番石榴袁木瓜等袁涼
性食物如芹菜袁菠菜袁白菜袁空心菜袁番茄袁蘿蔔袁絲
瓜袁苦瓜袁黃瓜袁海帶袁西瓜等袁平時可以選擇適合之
蔬果適量食用袁 但仍須注意任何一種食物不宜過度
或缺乏遥

此外袁近代有硏究表明院某些具有活血化瘀作用
的食品可能對心血管系統有影響如院酒袁甘苦辛溫袁
通血脈袁禦寒氣袁行藥勢曰紅糖袁甘溫袁補中益氣袁溫中
散寒袁和血散瘀遥 某些具有潤肺止咳作用的食品可能
對呼吸系統系統有影響如院梨子袁甘微酸寒袁生津止
渴袁潤肺止咳化痰遥 某些具有補腎健骨作用的食品可
能對骨傷科系統有影響袁如院牛肉袁甘平袁補脾胃益氣
血袁強壯筋骨曰螃蟹袁咸寒袁滋陰養血袁活血行淤袁消癰
散結袁續筋接骨遥 某些具有活血化瘀作用的食品可能
對婦産科系統有影響袁如院黃鱔袁甘溫袁補益氣血袁強
筋壯骨袁活血祛風遥 某些具有清熱解毒利水作用的食

品可能對泌尿系統有影響如院赤小豆袁性味甘平袁功
效清熱解毒袁利尿消腫袁健脾補血曰緑豆袁性味甘涼袁
功效清熱解毒袁清暑利尿袁清肝明目退翳遥 某些具有
活血止血作用的食品可能對血液系統有影響袁 如院
醋袁酸溫袁活血止血袁降壓遥 此外袁某些具有化痰作用
的食品對中醫痰證可能有影響袁如院蘿蔔袁辛甘尧涼袁
消食袁化痰寬中袁清熱解毒遥 生薑袁辛溫袁發表散寒袁溫
肺化痰袁和胃止嘔遥

基于以上分析袁 筆者認爲中醫科硏若以中醫辨
證做爲入選病例標準的臨床硏究袁 十分必要具體注
意實驗組與對照組病例平時食物中醫四氣五味屬性
的均衡袁 以免由於藥食同源的效應影響科硏結果的
準確性袁防止硏究工作中産生偏倚渊bias冤遥當然袁在中
醫科硏設計中做到百分之百排除藥食同源的影響是
很困難的袁但只要我們充分考慮到這一點袁將有助于
提高科硏質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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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遥
3 寒溫並治

脾爲陰臟多寒尧胃爲陽腑多熱袁野陽盛則熱袁陰盛
則寒冶袁兩者相互影響袁多呈寒熱錯雜的臨床表現袁治
當寒熱並治遥代表方以半夏瀉心湯爲主遥本人常用此
方加減治療慢性胃炎尧消化性潰瘍尧反復性口腔炎尧
白塞氏病遥 若寒偏重加肉桂渊去皮後下冤辛溫散寒尧健
胃溫中曰熱偏盛加蒲公英清熱消炎又不敗胃遥 又常用
吳茱與川連苦溫降火治口舌生瘡久不愈曰 半夏與蒲
公英尧黃芩溫清消痞除痞症袁桂枝與蒲公英溫通清熱
療潰瘍病曰 干姜與川連溫中通腑尧 清熱燥濕清結腸
炎曰生薑與佛手茶溫胃止嘔尧清熱消炎袁治療急慢性
胃腸炎遥
4 補通結合

胃以通爲補袁脾以運爲補袁故胃宜通不宜滯袁脾
宜升不宜瀉遥 代表方有六君子湯袁補中益氣湯袁參芩
白術散等遥 藥用白術與枳實袁一補一消袁通補合用治
療消化功能低下曰白術配內金袁高麗參配神曲健脾消

食治療消化不良曰白術與蒼術袁一健脾祛濕尧一燥濕
健脾袁補多運少則白術量多蒼術少袁運多補少則蒼術
量多而白術少袁 治療慢性肝炎袁 肝硬化之脾虛濕阻
症曰用四君子湯補氣健脾配田七尧佛手干理氣活血治
療消化性潰瘍曰用白術尧茯苓健脾益氣配柴胡尧丹參尧
郁金理氣活血通絡治療慢性肝炎渊肝郁脾虛型冤遥

脾胃病常年均可發生袁且無年齡尧性別之分袁與
人體稟賦尧飲食習慣尧七情相關遥 故治療上必須權衡
利弊袁分清輕重緩急袁無論是補是通袁是升是降袁是燥
是潤袁是溫是清袁必須審因辨證袁用之有度遥 則升之勿
亢袁降之勿陷袁燥之勿剛袁潤之勿膩袁溫之勿燥袁清之
勿寒袁以達野中和之道冶及野度冶字袁即陰陽平衡之理遥
同時還應注意疏肝尧宣肺袁補火生土及理氣活血之法
配入其中袁視病隨證而施治遥 尤其理氣活血是治胃病
中不可少一法之一袁應貫穿病之始終袁此乃胃爲多氣
多血之腑以及胃病多纏綿袁野久病必淤冶尧野久病入絡冶
之故也遥

目前普遍認爲亞健康狀態是指多種因素作用
下袁 導致機體的生理性改變袁 已具備了一些病理條
件袁早期症狀表現袁但是從臨床理化等生物學指標監
測中袁尙不具備疾病診斷標準的參考數據及結果袁是
處于健康渊第一狀態冤和疾病渊第二狀態冤之間的一種
過渡狀態袁 是從健康到疾病的一個量變到質變的準
備階段袁WHO稱其歸第三狀態或野灰色狀態冶袁也被
稱爲野不定陳述綜合徵冶遥

亞健康的表現院渊1冤功能性改變袁而不是器質性
渊2冤體徵改變袁但現有醫學技術不能發現病理改變遥
渊3冤生命質量差袁長期處于低健康水平遥 渊4冤慢性疾病
伴隨的病變部位之外的不健康體徵遥

亞健康是否發展爲嚴重器質性病變具有不確定
性遥 但是袁亞健康本身就是需要解決的問題遥 叶素問窑
藏氣法時論曳中所説野五穀爲養袁五果爲助袁五畜爲
益袁五菜爲充袁氣味合而服之袁以補益精氣冶袁當是對
合理飲食的極好指導遥

有八種人易野過勞死冶院一是有錢渊有勢冤的人袁特
別是只知道消費不知道保養的人袁凡事做遍袁死了無
怨遥 二是有事業心的忙渊急冤人袁特別是稱得上野工作
狂冶的人袁五分鐘也坐不住袁大多數的是不信任別人袁

持懷疑態度袁非得自己親自幹才放心袁但又統籌規劃
差遥三是有遺傳早亡血統又自以爲身體健康的人遥四
是搬弄是非的人袁有勢利眼袁自以爲會察言觀色袁胡
猜亂想袁心思不在正道上遥 東風大隨東風袁西風大隨
西風遥 這山望着那山高袁看不起這個袁瞧不起那個袁説
東家道西家袁蒐尋翻墻跳窗的事遥 夫妻一個嫌一個沒
出息袁怕有沒有外遇遥 同事之間一個瞧不起一個袁講
究同行是冤家袁見面是仇家遥 怕孩子學習不好袁怕將
來沒個好工作袁怕怕怕袁總是怕袁卻不怕説人長短袁眼
下干什么袁卻不清楚遥 五是私心太重的人袁看熱鬧袁心
里不健康袁靈魂扭曲遥 自以爲聰明的人袁祈福袁要神靈
給他服務袁去幹活遥 而祈福本意是奉獻袁好人一生平
安袁自己是好人壞人袁誰知道袁自欺欺人遥 養兒爲防
老袁光宗耀祖遥 有沒有個兒袁死了誰扛引魂干也袁沒個
人哭袁早早準備死衣渊壽衣冤修墳墓等等袁一代養一
代袁一代送一代遥 指望別人怎么樣的袁就像攔羊放牛袁
自己找食吃袁不培養袁不圈養遥 六是心眼多的人袁假象
頭腦靈袁點子多袁會想問題袁先有鷄還是先有蛋袁這種
人常疲勞不堪遥 七是缺乏安全感的人袁如杞人憂天袁
世界末日1997年袁1999年袁2012年什么的袁製造混亂袁
恐慌遥 從小敎育孩子袁這個不能幹袁那個不能幹袁要怕

治未病與亞健康

717500 陝西省志丹縣人民醫院藥劑科 劉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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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科經過近30年的探索袁 目前已發展爲一門
專門的臨床醫學專科袁具有應急性尧綜合性尧風險性
和不間斷性特點袁 在急危重病的救治以及突發公共
衛生事件和災害事件上發揮越來越重要作用遥 急診

科是醫院的重要窗口袁工作節奏快袁效率高袁爲了使
急診病人能夠得到快速有效的治療袁 必須打造一支
高效的工作團隊遥 隨着社會發展袁急診醫療護理安全
的要求與重視袁 急診學科的準入制度與自主型急診

質量控制項目量化管理在自主型急診科建設中的探討與實踐*

陳佳山1 黃繼義1 劉憲俊2 陳秋蓉3 葉傳勇4 鄭本端3

1.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同民分院 廈門 361101曰2.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市中醫院曰
3.福建省泉州市急救指揮中心曰4.福建省泉州市人民醫院

了袁惹不起么還躱不起遥 八是有嫉妒心的人袁把自認
爲比自己強的人搞垮袁就是阻攔了自己發展的遥 恐嚇
人袁給人設圈套袁喊怕怕遥 不學好袁向壞人學袁越學越
壞遥

所謂亞健康是 野介于健康與疾病之間的一種生
理功能低下的狀態冶遥 實際上就是我們常説的野慢性
疲勞綜合症冶遥 是指人體雖然沒有發病袁但身體或器
官中已經有危害因子或危害因素的存在袁發生代償袁
但沒有病理變化袁不被認可會成病遥 這些危害因子或
危害因素袁就像是埋伏在人體中的定時炸彈袁隨時可
能爆炸曰或是潜伏在身體中的毒瘤袁緩慢地侵害着肌
體袁如不及時清除袁就可導致發病遥 總之要野法于陰
陽袁合於術數袁飲食有節袁起居有常袁不妄作勞冶遥 以適
合個體爲度袁以野陰陽平和冶爲法遥 清代叶世補齋醫書曳
認爲院野疾尧病二字袁世每連稱遥 然今人之所謂病袁古人
但稱爲疾袁必其疾之加甚袁始謂之病袁病可通言疾袁疾
不可遽言病遥

叶內經曳野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袁不致已亂治
未亂袁此之謂也遥 冶謂人于已疾之後袁未病之先袁即當
早爲之藥遥 疾而不治袁日以加甚袁病甚而藥袁藥已無
及遥 未至於病袁即宜藥之袁此則叶內經曳未病之旨袁豈謂
投藥于無疾之人哉钥 其實質在于未病先防袁 欲病救
蔭袁已病防轉袁病盛防危袁新愈防復等方面遥 可是聖人
有幾個袁能活幾年遥

以野疾尧病尧疾病冶古今詞義異同理解野治未病冶含
義遥 野無疾冶袁健康人曰初患爲野疾冶渊臨床前期冤曰疾甚爲
野病冶袁患病遥 野治未病冶不是指野無疾冶的健康人使用藥
物治療遥 由於漢字歷史變化袁所謂的方言袁簡化字等袁
音義有所不同袁要詳加甄別遥

唐代大醫家孫思邈是位極重視治未病的醫家袁
他比較科學地將疾病分爲野未病冶尧野欲病冶尧野已病冶三
個層次袁野上醫醫未病之病袁中醫醫欲病之病袁下醫醫
已病之病冶遥 他吿誡人們要野消未起之患袁治病之疾袁
醫之于無事之前冶遥 他論治未病主要從養生防病和欲

病早治着眼袁所著叶千金要方曳中載有一整套養生延
年的方法和措施袁很有實用價値遥 野養生有五難袁名利
不去爲一難曰喜怒不除爲二難曰聲色不去爲三難曰滋
味不絶爲四難袁神慮精散爲五難冶遥 他還積極推廣養
生功法袁 認爲經常適當的勞作運動袁 能促進身心健
康遥

葛洪提出要除六害院一曰薄名利袁二曰禁聲色袁
三曰廉財物袁四曰損滋味袁五曰除佞妄袁六曰去詛嫉遥
他明確吿誡人們院野夫善養生者袁先除六害袁然後可延
駐千百年遥 冶

有一則不知眞假的故事講袁 魏文王問扁鵲院野你
們家兄弟三人袁都精于醫術袁到底哪一位最好呢钥 冶扁
鵲回答説院野大哥最好袁二哥次之袁我最差遥 冶文王又
問院野那爲什么你最出名钥 冶 扁鵲回答説院野我大哥治
病袁是治病情于未發作之前袁由於一般人不知道他事
先能鏟除病因袁所以他的名氣無法傳出袁只有我們家
的人才知道遥 我二哥治病袁是治病情于初起之時袁一
般人以爲他只能治一些輕微的小病袁 所以他的名氣
只傳于鄉里遥 而我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嚴重之時袁一般
人見我紮針袁動手術袁開刀縫合等等看在眼里袁馬上
見效袁就認爲我的醫術高明袁到處傳揚袁名氣遍及天
下遥 冶文王説院野你説的好極了遥 冶

七情六欲袁 工作生活袁 並不是個人能安排的了
的遥 防盜門窗袁治安尧養老院尧幼兒園的建設遥 打不還
手袁駡不還口袁不能有正義遥 給不法分子蒙上頭袁不公
開姓名袁不讓人知道遥 對受害人則讓知道袁好讓不法
分子知道是誰揭發尧吿發的袁好去修理遥 治未病袁保
健袁看不到即時效果袁所以就有人要消滅中醫遥 即病
看得見表情袁看得到傷口等等袁又是清洗袁按摩袁上
藥袁包紮袁立見功效袁所以人看好西醫袁科學技術含量
高遥

渊作者簡介院劉雲袁男遥 理論家遥 護士遥 全國名醫理事會硏

究員袁理事遥 中國紀實文學硏究會會員等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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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建設已迫在眉睫遥 但我們由於在急診質量控制上
的量化指標比較模糊或照搬其它學科的質控標準經
常出現野水土不服冶袁大大制約了急診管理的量化管
理袁 進而影響了急診醫療護理的質量評估及其人才
的規範化培養袁導致了野急診不急冶的現象袁埋下了急
診安全隱患袁 不利于急診科的可持續發展遥 我們自
2010年對急診科建設採用質量控制項目量化管理袁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袁現彙報小結如下遥
1 資料與方法

1.1 本硏究通過對2009年度野九率一零冶渊即急診處
方合格率尧急診病歷合格率尧危重病人搶救成功率尧
觀察病歷甲級率尧急診入院待診率尧急診入尧出院符
合率尧觀察病人三日確診率尧急救藥品物品完好率尧
嚴重差錯發生率尧 全年玉級以上責任醫療事故發生
率爲零冤的急診質量控制項目進行總結遥 在2010年度
開始實施新急診質量控制量化管理項目 渊即淤急診
醫療尧護理制度的的遵從率曰于醫療尧護理文件記録
合格率曰盂急診出尧入院診斷符合率袁三日確診率袁危
重病搶救成功率曰疑難尧死亡病例討論情况曰榆工作
態度尧職業道德曰虞工作量狀况曰愚醫院感染尧合理用
藥檢查袁急診傳染病漏報率曰舆科硏狀况袁論文尧著作
發表袁臨床帶敎尧講座袁個人相關專業的繼續敎育情
况袁急診搶救技術培訓與掌握情况測試曰余急診護理
是否參與急診全過程袁各類急診患者的候診時間袁急
診醫囑執行等候時間曰 搶救設備尧 搶救藥品的完好
率曰 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或群體災害事件的預案與
演練情况曰逾急診醫療尧護理服務的社會滿意度與急
診醫療尧護理服務的安全情况冤急診服務糾紛尧事故
率渊溝通交流能力等冤進行比較袁評價急診醫療護理
質量控制變化袁探索急診醫生尧急診護士的規範化培
養與管理遥
1.2 對2009年1月到2009年12月各協作醫院急診科
與2010年1月到2010年12月各協作醫院急診科分別
按本硏究的10個指標進行逐月統計 渊各項目進行量
化評分袁缺項者該項爲零分冤尧反饋尧改進遥 並對各協
作醫院急診科醫生尧 護士固定比例數袁 急診分診情
况袁是否有獨立的挂號收費尧急診藥房尧急診檢驗袁人
均急診費用渊含檢查費尧藥品費冤與轉歸等進行逐月
統計與年度統計遥
1.3 統計分析院淤統計描述院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
差進行描述曰于統計推斷院計量資料採用t檢驗袁計數
資料採用X2檢驗曰 盂統計數據整理後用SPSS10.0處
理遥
2 結果

2009年度與2010年度按本硏究的10個指標進行
比較分別爲院急診醫療尧護理制度的的遵從率75.6%尧
98.2%曰醫療尧護理文件記録合格率89.1%尧97.6%曰急

診出尧入院診斷符合率88.3%尧96.5%曰危重病搶救成
功率87.2尧93.9%曰 工作量較2009年度增加16.8%渊以
上統計分析P掖0.05业曰工作態度尧職業道德袁醫院感
染尧合理用藥檢查袁急診傳染病漏報率袁科硏狀况袁論
文尧著作發表袁臨床帶敎尧講座袁個人相關專業的繼續
敎育情况袁急診搶救技術培訓與掌握情况測試袁急診
護理是否參與急診全過程袁 各類急診患者的候診時
間袁急診醫囑執行等候時間曰搶救設備尧搶救藥品的
完好率曰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或群體災害事件的預案
與演練情况曰急診醫療尧護理服務的社會滿意度與急
診醫療尧護理服務的安全情况冤急診服務糾紛尧事故
率冤袁溝通交流能力等指標均有好轉遥 各協作醫院急
診科醫生尧護士固定比例數分別爲32%與90%袁人均
急診費用渊含檢查費尧藥品費冤較2009年下降9%遥
3 討論

目前在國際上有多種急診救治模式袁 其中主要
有院渊1冤英美模式院主要急診方式是野把傷病員快速送
到醫院冶曰渊2冤法德模式院主要急診方式是野把醫院帶
到傷病員家中冶遥 渊3冤國內模式院淤通道型院可不配醫
師或僅有醫師領導曰 于院前急救型院 屬社會公益性
質袁由急救員完成曰盂半自主型院有監護室或正規住
院病房袁完成部分救治和收治工作曰榆完全自主型院
有自己醫師隊伍袁有特有收治範圍袁有正規的收治病
房遥 隨着急診學科理論的發展與實踐袁急診學科內涵
包括急診佈局尧硬件與軟件建設發展迅速遥 美國在急
診住院醫生培養項目與護理參與急診全過程曰 新加
坡在急診佈局曰 台灣地區重視急診病人的意見和建
議曰2004年衛生部批準北京市衛生局開展急診專科
醫師培養試點工作曰2009年衛生部又出台了野急診科
建設與管理指南冶遥 所有這些對自主型急診科建設均
有重大的借鑒遥 但是袁如何使急診質量控制項目旣科
學又全面袁旣具操作性尧又具系統性硏究尙較缺乏袁
因此袁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急診科建設的健康發展遥

作爲一個專門的臨床醫學專科袁半自主型尧完全
自主型是一個完整急診學科的發展方向遥 而急診工
作首先是醫療安全袁 醫療安全是衡量醫療質量的重
要指標袁也是醫患矛盾的導火索遥 據上海長征醫院統
計袁 在急診環節發生醫療糾紛佔全院醫療糾紛的
40%以上袁 急診醫療糾紛中因醫療衛生技術水平引
發的糾紛佔5.9%耀15%遥 因此袁在急診醫生尧護士培養
中突出急診臨床思維尧急診臨床路徑尧急診人文與急
診工作環節的科學化尧制度化尧精細化尧人文化管理
至關重要遥 急診的工作環節可分爲院淤分診環節院多
數醫院急診分診一般爲護士或挂號員袁 由於醫學知
識有限很難十分準確分診袁可依賴接診環節彌補曰于
接診環節院 到急診就診的病人90%以上在該環節就
診袁此環節的醫療風險最大袁最易發生漏診尧誤診尧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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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袁又是質量控制的盲點遥 由於就診病人多袁時間緊袁
加上接診基本上是野單兵作戰冶袁缺乏上級醫生指導尧
幫助和監督袁如果醫生臨床經驗有限袁可能把危重病
人當作輕症放走袁又沒有後續的觀察袁診斷與治療不
能驗證袁個人很難總結提高遥 這就給急診首診醫生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袁要保證急診工作質量袁首診醫生必
須有很強的診斷尧鑒別診斷尧判斷和處理危重病情能
力袁在日常急診工作中袁引入急診臨床路徑與總結急
診臨床思維方法是很有益處的遥 新加坡國立中央醫
院急診科規定院急診病人的血氧飽和度尧血糖尧血壓尧
心率均爲常規檢查項目袁血氧飽和度小於94%尧低血
糖或低血壓或有胸部症狀者袁一律送入重病區袁由護
士直接給予吸氧並報吿醫生曰 國內急診病人衛生部
正擬按病情野分級冶就診曰盂搶救環節院多數醫院搶救
室都按排高年資醫生當班或搶救時有高年資醫生參
加和指導搶救袁並有一定輔助檢查與完整搶救記録袁
因此袁該環節漏診尧誤診相對小袁醫療風險相對較小曰
榆留觀環節院 診斷不明的病例通過留觀可以觀察疾
病的演變過程和治療反應進一步明確診斷袁 只要按
要求作好交接班尧 按規定觀察病情變化袁 提高責任
心袁該環節醫療質量容易控制遥 可見袁急診工作的風
險和難度都很大袁不但需要嚴肅認眞的作風袁在上述
環節質量控制上需要科學管理方法遥 爲此袁 我們從
2010年實施了新的急診質量控制量化管理項目袁針

對急診工作特點袁 我們從急診核心制度與急診文化
建設着手袁旣有約束機制尧又有激勵機制袁形成良好尧
有序的竟爭氛圍袁 改變了旣往急診隊伍不穩定的局
面袁 急診醫生尧 護士固定率均達到自主型急診科標
準遥 而且袁各家醫院都有急診專業的主任醫師晉陞袁
每年都有急診科硏課題中標與急診論文發表袁 每三
年有急診科硏成果奬與急診專著出版遥 近年來隨着
疾病模式演變袁醫院評價更注意社會屬性袁本項目又
引入急診服務的社會滿意度進行評價袁 細節決定成
敗袁倡導大家樹立主人翁意識袁提高職業道德袁端正
工作態度袁上善若水袁志在高遠袁關注患方的生理尧心
理尧社會需求的社會屬性袁避免因吿知尧服務尧技術不
到位引發的醫療糾紛遥 通過二年的探索袁急診工作量
與社會滿意度持續升高袁 病人的平均費用與醫患糾
紛均有下降遥

總之袁該頂目從個人職業操守尧制度尧技術尧安
全尧溝通尧科硏尧敎學與工作量等層面完善質量管理
體系袁並與個人績效尧學習尧晉陞尧聘任尧評先等挂鈎遥
不用揚鞭自奮蹄袁通過量化標準尧量化方案的實踐袁
爲自主型急診科實現科學發展尧 內涵發展尧 特色發
展尧和諧發展提供了堅實保障袁力促院前急救尧急診
醫學與危重病醫學一體化建設遥

渊通信作者院陳佳山 chenjs120@163.com 13375956889

慢性疲勞綜合徵 渊Chornic fatigue syndrome袁
CFS冤是一種在當代快節奏生活方式下機體出現的以
長期極度疲勞爲突出表現袁以疲勞尧低熱渊或自覺發
熱冤尧咽喉痛尧肌痛尧關節痛尧頭痛尧注意力不易集中尧
記憶力差尧 睡眠障礙和抑鬱等非特異性表現爲主的
綜合徵遥 隨着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袁在快
節奏的現代社會袁激烈的競爭袁越來越大的工作和學
習壓力和不規律的飲食作息習慣袁造成CFS的患病率
呈逐年上昇趨勢遥 然而袁現代醫學目前對CFS的病因
和發病機制尙不十分清楚袁診斷又缺乏特異性指標袁
所以對於CFS臨床上還缺乏根本性的治療方法袁療效
也仍不理想遥 因此袁越來越多的學者致力于CFS的中
醫硏究袁探討CFS的中醫病證概念及病因病機袁運用
中藥尧針灸尧按摩等方法治療CFS袁取得了較好療效遥

現從中醫五臟辨證論治方面袁就近年來CFS中醫方面
的硏究進行綜述如下遥
1 CFS的診斷標準及現代醫學認識

CFS的診斷標準目前包括美國CDC標準尧澳大利
亞標準尧日本標準尧英國標準遥 被國內外醫學界公認
是1994年CDC修訂的CFS診斷標準袁 也是當前診斷
CFS的金標準遥其標準如下院渊1冤臨床不能解釋的持續
或反復發作的慢性疲勞袁 該疲勞是最近獲得的或有
明確的開始時間袁不是持續用力的結果袁經休息後不
能明顯緩解袁導致工作尧敎育尧社會或個人活動水平
較前有明顯的下降遥 渊2冤在下述的症狀中同時出現4
項或4項以上袁且這些症狀己經持續存在或反復發作
6個月或更長的時間袁但不應該早于疲勞院淤短期記
憶力或集中注意力明顯下降曰于咽痛曰盂頸部或腋下

中醫五臟論治慢性疲勞綜合徵的硏究述評*

陳文鑫1尧2 蘇齊1 劉德桓2 蔡煉1 劉秋蘭1尧2 邱岳明3

1.福建省泉州市醫藥硏究所 福建 泉州 362000曰2.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市中醫院曰3.福建中醫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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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結腫大尧觸痛曰榆肌肉痛曰虞沒有紅腫的多關節
的疼痛曰愚一種類型新尧程度重的頭痛曰舆睡眠後仍
不能解乏曰余運動後的疲勞持續超過24h遥

迄今爲止袁現代醫學對CFS的病因硏究還不完全
清楚遥 不同領域的專家從不同的角度出發袁希望藉助
本領域特有的理論和方法探索CFS發生的機制袁依此
陸續出現了 野病毒感染冶尧野免疫系統異常冶尧野內分泌
系統異常冶和野代謝異常冶等學説遥 這些學説都曾得到
一些實驗事實或臨床病例的支持遥 但是總體而言袁
CFS與病毒感染尧免疫系統和內分泌系統活動異常之
間的直接因果關係仍不能肯定袁 同時也存在一些相
互矛盾的報道遥 雖然CFS病因至今不明袁但可以肯定
的是精神症狀是主要的袁且心理和社會因素對CFS有
重要影響遥 一方面袁CFS患者的許多症狀是精神和心
理性的袁如睡眠尧注意尧記憶尧情緒等袁這此都必須通
過患者的自我報吿或精神尧心理測量加以診斷曰另一
方面袁許多客觀尧生理的症狀在臨床檢查中往往呈陰
性結果袁因此也必須通過主觀感覺加以描述和分析遥
所以袁2003年國際CFS硏究小組對1994年美國CDC標
準中含混不清的詞句進行瞭解釋及修訂了原排除標
準袁並推薦使用相關量表來評價疲勞及伴隨症狀遥 現
在CFS硏究者傾向於CFS是多種病因綜合作用的結
果遥 認爲可能與病毒感染尧免疫功能異常尧抑鬱等精
神因素尧神經內分泌異常尧營養代謝障礙等因素密切
相關遥
2 中醫對CFS的認識

中醫並無CFS的病名袁但中醫學對野疲勞冶的認
識袁在叶黃帝內經曳中就有詳細論述袁叶素問窑宣明五
氣曳中關於野五勞冶的記載指出野久視傷血袁久臥傷氣袁
久坐傷肉袁久立傷骨袁久行傷筋遥 冶勞則氣耗袁勞則氣
傷袁 認爲各種活動過度均可引起疲勞遥 叶靈樞窑大惑
論曳雲野故神勞則魂魄散尧志意亂遥 冶指出思慮過度可
導致疲勞遥 叶素問窑舉痛論曳野有所勞倦袁 形氣衰少冶曰
叶素問窑四時刺逆從論曳院野夏刺經脈遥 血氣乃竭遥 令人
解欹冶袁指出氣血不足是産生疲勞的基礎遥 疲勞作爲
中醫臨床中常見的症狀袁 在中醫古籍中常被描述爲
野懈怠冶尧野懈惰冶尧野四肢勞倦冶尧野四肢不舉冶及野四肢不
欲動冶等袁在現代中醫臨床中多用野周身乏力冶尧野四肢
倦怠冶尧野神疲乏力冶 等描述遥 如叶素問窑示從容論曳指
出院野肝虛腎虛脾虛袁皆令人體重煩冤冶袁張仲景在叶金
匱要略曳中所論的百合病尧臟躁病袁叶景岳全書曳中所
述的眩暈袁以及歷代醫家有所發揮的郁證尧虛勞等袁
其病因尧病機尧症狀乃至治療都與CFS有某些相似之
處遥CFS大致可歸屬於中醫野懈怠冶尧野臟躁冶尧野虛勞冶等
範疇遥

中醫認爲疲勞的病因有外感袁有內傷袁有內外相
合而致遥 外感包括風尧寒尧暑尧濕等袁其中以暑尧濕爲

多袁外感暑熱傷氣尧傷津袁以致體倦身熱袁汗多脈虛曰
外感濕邪袁損傷陽氣袁多表現爲周身困重袁四肢倦怠遥
內傷包括飲食尧勞倦尧七情等袁其中以過勞最爲常見袁
包括勞力袁勞神和房勞過度遥 本病成因多因先天稟賦
不足袁後天攝生調養不當袁加之勞心尧勞力過度等諸
多因素所致遥 今時之人或因節奏緊張袁 不能按時飲
食袁或因飲酒過度袁偏食生冷袁辛辣尧油膩之物曰飲食
無度尧情志刺激尧勞欲太過尧起居失常袁這些不良的生
活習慣是導致疲勞發生的主要的原因之一遥
3 中醫五臟與CFS的關係

五臟袁代表人體的五個生理系統袁此系統通過經
脈的絡屬溝通和氣血的流貫相互聯繫遥 五臟機能的
協調共濟袁相互爲用袁是維持人體生理平衡的重要保
證遥 此外袁五臟的生理活動與精神情志密切相關遥 人
的精神活動屬人體整體生命機能的體現袁 與五臟的
生理功能正常與否密切相關遥 人的精神活動由五臟
精氣化生和充養袁如叶靈樞窑本神曳説院野肝藏血袁血捨
魂噎噎脾藏營袁營捨意噎噎心藏脈袁脈捨神噎噎肺藏
氣袁氣捨魄噎噎腎藏精袁精捨志遥 冶叶素問窑陰陽應象大
論曳説院野人有五臟化五氣袁以生喜怒悲憂恐遥 冶而情志
過激袁又反傷五臟精氣袁叶素問窑陰陽應象大論曳亦有
雲院野怒傷肝冶袁野喜傷心冶袁野思傷脾冶袁野憂傷肺冶袁野恐傷
腎冶遥

CFS以慢性疲勞爲主症袁同時伴有低熱尧頭痛尧咽
喉痛尧肌痛尧神經精神症狀等非特異性症狀遥 叶景岳全
書窑虛損曳雲院野不知自覺而務從勉強袁則一應妄作妄
爲袁皆能致損遥 冶叶醫家四要窑病機約論曳曰院野曲運神機
則勞心袁盡心謀慮則勞肝袁意外過敏則勞脾袁遇事憂
則勞肺袁色欲過度則勞腎遥 冶可見袁古代醫家已意識到
五臟功能失調是導致慢性疲勞的主要原因遥 目前也
已有學者提出CFS是一種多臟器尧多系統功能失調的
疾病袁其病位涉及五臟遥
4 從五臟辨證論治CFS
4.1 從心辨證論治

心主血脈袁心氣充沛袁血液充盈氣血充足袁臟腑
器官袁四肢百骸袁肌肉皮毛就能得到充足濡養遥 若心
氣尧心血不足袁則容易産生疲勞袁如叶諸病源候論曳述
野虛勞之人袁血氣衰竭袁陰陽俱虛冶袁可見虛損的本質
實際都是氣血的虛衰遥 老年人容易疲勞的原因就是
生理性氣血的虛衰袁叶素問窑上古天眞論曳記載野六十
歲袁心氣始衰袁苦悲憂袁血氣懈惰袁故好臥冶遥 叶素問窑靈
蘭秘典論曳説院野心者噎噎神明出焉遥 冶心藏神袁主宰人
體生命活動和精神意識思維情志遥 中醫的野心冶包括
大腦的精神思維活動在內袁 而CFS的重要表現中袁心
理疲憊與之密切相關遥 CFS常見的精神倦怠尧情緒低
沉尧失眠多夢尧工作注意力不集中尧記憶力減退袁或見
心煩意亂等症都可視爲野心神冶失常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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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盧氏臨床觀察袁 將CFS基本病機概括爲虛與
郁袁病位涉及心尧肝尧脾尧腎四臟袁最終均累及心神袁出
現神經精神症狀袁在治療上在以補爲主袁疏補結合袁
輔以清心火尧養心神尧通心脈之法袁常能收到良好效
果袁可達到調氣機尧理臟腑尧補虛損尧平陰陽袁恢復身
體健康的目的遥 明代醫家張景岳強調心與虛損的關
係袁認爲院野凡勞傷虛損袁五臟各有所主袁而惟心臟最
多冶袁因爲野喜傷心冶尧野驚氣本與心冶尧野思本乎心冶尧野怒
生於心冶遥 基于上述理論胡氏認爲院思慮過度袁陰血暗
耗袁虛火擾心爲其主要病機袁病屬野本虛標實冶之證袁
治療應養陰尧清心兼顧袁標本兼治袁自擬清心養陰湯
治療袁顯效率爲爲96.4%袁明顯優于歸脾丸治療的對
照組的55.2%遥
4.2 從肝辨證論治

肝主疏泄袁具有疏通尧條達尧升發尧暢泄等生理功
能遥 肝氣鬱結袁氣機不暢袁則情緒抑鬱袁臨床表現爲明
顯的情緒障礙袁包括抑鬱尧焦慮尧情緒不穩及易激惹遥
同時袁肝主藏血袁有貯藏和調節血液的功能袁肝又主
筋遥 野肝受血而能視袁足受血而能步袁掌受血而能臥袁
指受血而能攝冶袁如肝藏血功能減退袁無法濡養筋脈袁
則筋脈拘急袁肢體麻木袁常表現爲反復疲勞乏力遥 趙
氏認爲CFS病涉五臟袁尤以肝爲要遥肝可通過主疏泄尧
主筋尧藏血以及經絡循行多種途徑導致CFS援故在辨
證上袁 要充分考慮肝的作用袁 並配合適當的心理疏
導袁效果滿意遥 陳氏在臨證時發現袁本病患者多性格
內向尧善思慮袁多靜息尧少活動袁與肝氣虛弱袁疏泄無
權袁木不疏土有關遥 並結合自己的臨床體會袁擬補肝
消疲湯治療袁療效顯著遥 彭氏採用疏肝解郁湯治療32
例CFS袁臨床總有效率達93.75%遥叶千金要方窑七竅門曳
中曰院野其讀書尧博弈等過度用目者袁名日肝勞遥 冶叶黃
帝內經窑宣明五氣篇曳雲院野久視傷血冶袁肝血虧虛在視
疲勞的病機中起主要作用袁 段氏採用補肝湯治療視
疲勞綜合徵30例袁療效顯著遥
4.3 從脾辨證論治

脾主肌肉及四肢袁脾運失常則生化無權袁可見肌
肉四肢無力遥 按藏象理論袁疲勞與脾臟有直接關係遥
脾爲氣血生化之源袁 化源不足袁 氣血清陽無以實肢
體袁則睏倦乏力遥 此外袁脾喜燥惡濕袁脾氣健旺袁運化
水液功能正常袁水精四布袁自然無痰飲停聚遥 若脾氣
虛衰袁運化水液功能障礙袁痰飲水濕內生袁又反過來
困遏脾氣遥 即所謂野脾生濕冶袁野濕困脾冶遥 氣血受濕則
濡滯袁濡滯則肢體筋脈尧關節尧肌肉尧經脈痹阻不通袁
不通則痛遥

鄧氏認爲形體勞倦則脾病袁脾失健運爲CFS之根
本袁應以補中益氣湯爲主袁調補脾胃袁生陽益氣袁輔以
氣陰雙補的生脈散和化氣調陰陽的桂枝湯辨證加減
治療袁見效快且療效穩固遥 高氏借鑒中醫辨治脾胃內

傷病的方法治療CFS袁將其辨證分型爲院脾肺氣虛型
治當補脾益肺袁方用補中益氣湯加減曰心脾兩虛型治
當健脾養心袁方用歸脾湯加味曰肝脾不調證治當健脾
疏肝袁方用柴胡疏肝散加香砂六君子湯曰脾腎陽虛型
治當補腎溫脾袁方用金匱腎氣丸加昧曰脾虛濕阻型治
當健脾祛濕袁方用升陽益胃湯加減遥 曹氏運用歸脾湯
加減治療CFS患者45例袁顯效l7例袁有效24例袁無效4
例袁顯效率爲37豫-38豫袁總有效率爲91.1豫遥 奚氏在
一般治療渊如改善生活方式袁合理膳食袁戒除煙酒曰適
寒溫袁和喜怒袁起居有常袁勞逸結合袁預防感冒曰調節
工作和生活壓力冤的基礎上袁運用益氣健脾法袁採用
升陷湯加減治療本病袁取得較滿意療效遥
4.4 從肺辨證論治

肺主氣袁有硏究顯示氣虛與CFS關係最大遥 肺虛
則上氣不足袁常表現爲神疲體倦遥 肺氣虛袁衛表不固袁
邪易入侵袁首先犯肺袁客于咽喉袁故見咽痛遥 若肺主氣
功能失常袁則清氣吸入減少袁宗氣生成不足袁導致一
身之氣衰少遥 氣虛袁不能上輸清竅袁榮養頭目袁故而頭
痛遥 因此袁在CFS的患者中袁常見有咽痛尧新發頭痛等
伴隨症狀遥陳氏認爲CFS的症狀袁主證以疲勞爲主袁呈
現一派肺氣不足和其他臟器功能受到連累的表象袁
主要病機應爲野肺氣不足袁陽不勝陰袁五臟氣爭袁陰陽
不和冶袁治療CFS應把補益肺氣袁兼理其它臟腑氣機作
爲主要治療原則袁擬取參芪桔草湯渊北沙參尧黃芪尧桔
梗尧甘草尧桑葉尧枇杷葉尧麥芽尧香附冤治療CFS患者近
百例袁均取得較好療效遥
4.5 從腎辨證論治

腎主骨尧生髓袁腎氣通于腦袁腎精充足袁則精力旺
盛曰勞欲過度袁傷腎陰腎陽遥CFS患者的發病相當一部
分是由於腦力活動過度袁精神情志刺激袁而致腦神耗
傷過度袁不能正常地主持調節心神袁進而出現神疲乏
力的表現遥 腎爲先天之本袁早在叶素問窑上古天眞論曳
中就記述了腎精從充盛到消耗對人體五臟六腑的影
響遥 野五臟皆衰袁筋骨解墮冶袁則産生疲勞遥 叶靈樞窑筋
脈曳在野腎足少陰之脈冶中也有野痿尧厥尧嗜臥冶的疲勞
症狀遥 腎袁作強之官袁腎氣充足袁則強于勞作袁腎氣不
足袁則不耐勞作袁出現腰酸尧背痛等慢性疲勞症狀遥 周
氏認爲腎虛是CFS的病機之根本袁補腎實爲CFS治本
之法袁應貫穿于全程治療中袁治療時補腎宜以滋陰塡
精爲主袁可選用六味地黃丸等遥 並將補腎法之功總結
爲四種院一者可培補腎之精氣袁有助于增強體質曰二
者可調整腎之陰陽袁使之協調共濟袁維持和調節臟腑
正常功能曰三者肝腎同源袁補腎可以養肝袁滋水涵木袁
能防止疾病演變曰四者脾主肌肉四肢袁脾虛在CFS病
理過程中亦起作用袁脾腎分爲先後天之本袁補益先天
有助于激發後天促進疾病康復遥
4.6 從五臟相關辨證論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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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中醫藥治療慢性病還可以袁 急症還是要靠西醫
西藥袁這是人們普遍的看法遥 産生這種偏見的原因大
概有兩個院一個是對中醫藥的瞭解不多袁甚至完全不
瞭解曰一個是中醫本身不能自強自立袁硏究不深袁猶

如叶靈樞曳所言院野言不可治者袁未得其術也冶袁中醫本
身沒有很好地掌握急救的醫療技術遥 爲了消除這一
偏見袁本人不揣愚拙袁想談一點個人看法袁不對之外
懇請諸位批評指敎遥

中醫藥在急救醫學中的作用和地位

漳州市中醫院急診科 洪炳根

叶素問窑示從容論曳指出:野肝虛脾虛袁皆令人體重
煩冤遥 冶可見袁肝脾與肢體活動尧肌肉力量有直接關
係遥 現代硏究亦證實袁肝脾功能正常與否袁直接關係
到運動中能量代謝的變化袁 肝脾氣化功能與運動應
激中的免疫調節有關遥 朱氏採用疏肝解郁袁健脾益氣
之法袁自擬野消疲湯冶渊組成院人參袁靈芝袁黃芪袁白術袁
陳皮袁當歸袁白芍袁玫瑰花袁合歡皮袁郁金冤治療56例肝
郁脾虛型CFS袁有效率爲96.4豫遥宋氏採用柴胡疏肝散
合歸脾湯治療50例CFS袁也取得較好療效遥

脾爲後天之本袁腎爲先天之本遥 脾腎兩臟先天後
天相互資生遥 按中醫藏象學説袁軀體的乏力及易疲勞
與脾腎有直接的關係遥 叶素問窑太陰陽明論曳雲:野今脾
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袁 四支不得稟水谷氣袁 氣日以
衰袁脈道不利袁筋骨肌肉袁皆無氣以生袁故不用焉遥 冶
叶素問窑藏氣法時論曳有言:野腎病者身重遥 冶叶素問窑平
人氣象論曳説院野尺脈緩澀袁謂之解矣安臥遥 冶叶素問窑玉
機眞藏論曳説院野冬脈者腎也噎噎太過則令人解矣遥 冶
而且叶靈樞窑經脈曳中野腎足少陰之脈噎噎是主腎所生
病冶也有野嗜臥冶等疲勞症狀遥 脾腎兩臟精虛則未老先
衰袁易見頭暈耳鳴尧神疲乏力遥 腰爲腎之府袁脾主肌
肉袁腎虛腰府失養袁脾虛肌肉不用袁則易出現腰膝酸
軟袁行走無力遥 CFS患者常見的頭暈耳鳴尧腰膝酸軟尧
神疲乏力等證候袁 與脾腎兩虛密切相關遥 曹氏認爲
CFS的病位在肝尧脾尧腎三臟袁其病機不外虛實兩端袁
且多虛實並見袁虛爲臟腑虛損袁以脾腎虧虛爲主袁實
證責之于肝袁以肝郁氣滯血瘀爲要袁並提出野補脾益
腎瀉肝冶爲CFS的治療大法遥 卞氏認爲CFS多由稟賦
薄弱袁體質不強或煩勞過度袁或飲食不節袁或起居無
常袁或大病久病之後失于調理袁或誤治失治損耗精氣
導致臟腑氣血陰陽虧虛袁日久不復而成遥 最終損及五
臟袁耗傷氣血袁心肝脾腎氣化功能的不足是導致CFS
發生的內在和根本原因袁據其硏製補腎安神膠囊袁具
有養心安神袁益氣健脾袁滋補肝腎等作用袁在臨床上
治療1630例CFS袁治愈1250例袁顯效218例袁好轉162
例袁總有效率達100豫遥 孫氏以野正氣存內袁邪不可干冶
的中醫觀點袁結合現代醫學CFS與免疫系統功能的關

係假説袁 指出人體的機能活動及其抵禦和消除有害
因素的作用總稱爲正氣袁正氣與肺尧脾尧腎密切相關袁
而正氣又有免疫系統的功能袁所以肺尧脾尧腎與免疫
關係密切遥 因此袁進一步闡述CFS的主要病機爲肺脾
腎三臟的虛損袁其中又以腎虛爲主遥 當肺失宣降尧脾
失運化尧氣血生化之源不足袁全身肌肉四肢失于濡養
則體倦乏力曰腰爲腎之府袁腎精虧虛則腰膝酸軟曰腎
之精華不能上達于腦袁致腦海空虛則健忘曰陰虧于下
陽亢于上故頭暈昏沉腦轉耳鳴曰 氣血不足袁 心失所
養袁心腎不交袁水火失濟則心悸尧少寐尧失眠尧多夢遥 而
CFS又與應激的關係密切袁 主要表現爲情志方面袁這
與肝的調暢作用有關遥 因此袁認爲CFS的發生在于煩
勞過度尧情志不暢尧先天稟賦不足或大病之後失于調
養袁導致肺尧脾尧腎三臟虛損袁肝氣郁滯遥 從而袁以補腎
健脾益氣養血尧 疏肝解郁爲組方原則制定了腦腎康
膠囊袁經觀察治療354例CFS患者袁顯效178例袁有效
148例袁無效28例袁顯效率50.3豫袁總有效率92.1豫遥
5 問題與展望

CFS的病因和病機尙未明瞭袁 中醫從整體觀念尧
辨證施治的角度出發袁辨證求因具有很大優勢遥 中醫
的辨證論治不僅對CFS各系統的症狀非常適用袁可以
幫助機體恢復正常功能袁 而且能夠預防CFS的發生袁
是目前治療CFS較爲理想的方法遥 但也存在一些問
題院如尙未制定CFS的中醫診斷分型標準袁辨證分型
繁雜曰對治療效果沒有統一的評定標準袁僅採用量表
進行評判袁人爲的因素較多袁缺乏客觀的評價標準曰
治療手段上臨床報道較多袁 臨床觀察處于較初級的
階段袁缺乏有效的評價手段和機制探討遥 因此袁今後
應當儘可能開展大樣本的CFS流行病學調查袁 瞭解
CFS在中國人群分布情况袁以制定符合中國實際病例
診斷尧分型標準和統一的客觀的療效評價標準等遥 同
時袁全面系統地對中醫歷代古籍尧名家醫案及現代中
醫圖書尧期刋進行整理總結袁進一步認識和探討CFS
的中醫病因病機袁 並發掘更有效的治療手段和方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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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從中醫藥的歷史看中醫的搶救技術及其內涵院
我們現在臨床上常用的一些搶救方法和手段袁

在祖國醫學里早就可見其雛形遥
1 心肺復甦術

在祖國醫學四大經典之一的叶傷寒雜病論曳就有
野氣法冶尧野搗其胸冶中的記載袁如叶雜療法第十三條曳院
野救自縊死噎噎心下若溫者噎噎袁徐徐抱解袁不得截
繩遥 上下安被臥之袁一人以腳踏其雙肩袁手少挽其發袁
常弦弦袁勿縱之曰一人以手按據胸上袁數動之曰一人摩
擦臂脛袁屈伸之遥 噎噎冶

葛氏叶時後備急方曳描述更詳院野自縊死袁心下尙
微溫袁久猶要活方院徐徐抱解其繩袁不得斷之遥 懸其
發袁令足去地五寸許遥 塞兩鼻孔袁以蘆管內渊納冤其中
至咽袁令人噓渊吹冤之遥 有頃袁其中礱礱轉袁或是通氣
了遥 其舉手撈人袁當益堅提持袁更遞噓之噎噎冶這就是
人工呼吸胸外收臟按摩的最早描述遥

從以上可以看出袁 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經有了
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臟按摩的搶救方法袁當然袁隨着社
會的進步和科學的發展袁 現在已經發展到了同步呼
吸機尧心肺復甦儀袁心電除顫器噎噎遥 而作爲院前搶
救袁 人工呼吸及胸外按摩還是心肺復甦的重要搶救
手段遥
2 催吐出要要要洗胃術

吐法袁是叶傷寒雜病論曳的治療方法之一袁叶肘後
備急方曳對吐法亦有較詳細的描述遥 如野治卒腹痛方冶
所先的吐是院野食鹽一大把袁多飲水送之袁忽袁當吐袁即
差遥 冶鹽水探吐法至今臨床還有實用價値遥 吐法更是
金窑張從政治三大法之一袁他用瓜蒂散治寒頭曰用葱
根白豆湯治雜病頭痛曰 用獨聖散加茶末少許治痰食
證噎噎

宋代宋慈的法醫專著 叶洗冤集録曳窑叶救死方曳記
載院野砒霜服下未久者袁取鷄蛋一二十個袁打入碗內攪
匀袁入明礬三錢灌之遥吐則再灌袁吐盡便愈遥冶野服久砒
霜已入腹袁則不能吐出冶遥

這些記載袁實已包含了洗胃的初義遥
3 吸痰去

在叶種杏仙方曳中就有用棉紙做成細纖條紙栓揷
入喉中袁將痰引出的記載遥 此即袁野吸痰法冶的最早方
式袁現在用電動吸引器吸談袁當然先進了許多遥
4 灌腸法

叶傷寒雜病論曳院野陽明病袁自汗出袁若發汗袁小便
自利者袁此爲津液內竭袁雖硬不可攻之曰當須自欲大
便袁宜密煎導而通之遥 若土瓜根及大豬膽汁袁皆可爲
導遥 冶這就是最早的外用通便法袁現在發展成甘油栓袁
開塞露袁時一步爲清潔洗腸袁保留灌腸袁利索灌腸劑袁
大黃粉灌腸法袁中藥灌腸袁結腸透析法遥 這都是灌腸
法的發展遥

5 導尿術
孫思邈是世界上第一個使用導尿術的醫家遥 叶千

金要方窑胞囊論曳載院野凢尿不在胞中袁爲胞屈僻袁津液
不通袁以葱葉除其頭袁內渊納冤陰莖也中袁深三寸袁策用
口吹之袁胞脹津液得通便愈遥 冶這便是最早的導尿法遥
現在我們用橡膠導尿管尧硅膠管尧金屬管尧雙腔氣囊
導管袁當然是科學發展的結果遥
6 腹穿術

叶靈樞窑四時氣篇曳載院野徒疒袁先取環谷下三寸袁
以鈹針針之遥 已刺而筩之而內之袁入而腹之袁以盡其
水袁必渊畢冤堅束之遥束緩則煩悗袁束急則安靜遥間日一
次袁疒盡乃止遥 冶

意思是説對患腹水症的病人袁 可以在腹壁臍上
部位用一種大的針穿制袁然後套進一個筒針袁放入腹
腔把腹水放出來遥 繼而將腹部束緊袁這樣病人就安靜
舒適了遥 這是腹腔穿刺放腹水的最早記載遥

從以上這些搶救方法的描述可以説明袁 即使沒
有西醫的傳入袁 中醫在搶救重急症亦有各種手段和
方法袁隨着社會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袁亦完全可能發
展到現今的水平遥 反過來講現今所用的搶救方法袁並
不能完全歸屬於西醫療法袁而是共有的袁西醫能用袁
中醫亦能用遥 何况科學技術本身並沒有階級性袁只要
對搶救病人有利又何必分中醫西醫呢钥浴 國家中醫藥
管理局對示範中醫院就明文規定袁 必須具備十大件
渊超聲霧化吸入尧電子煎藥機尧心電圖機尧監護儀尧除
顫器尧呼吸機尧吸痰器尧洗胃機尧給02裝置尧電針儀冤遥
十大件渊胸穿尧腰穿尧腹穿尧骨穿尧導尿尧灌腸尧鼻飼尧靜
切尧氣切尧接生冤也説明瞭這一點遥 中醫不但可以用袁
而必須要會用遥
二尧 中醫持有的搶救方法
1 自古以有袁 針灸就被當作治療急症的重要手段遥
目前我們應用針刺治療急症袁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院
1.1 治療各種疼痛院根據疼痛的部位和性質取穴袁用
毫針針刺袁多和瀉法遥 例如院牙痛針內關袁頰車袁頭痛
針太陽尧外關袁胸脅痛針內關尧期門尧行間袁腹 痛針天
樞袁足三里噎噎
1.2 治療小兒急驚風院針刺人中尧大椎尧合谷尧十宣
噎噎
1.3 治療暈劂院針刺人中尧合谷袁足三里渊這方面袁針
灸科醫師比我懂得更多袁我是班門弄斧了遥 冤
2 放血

是指針刺出血袁或用三棱針急刺出血袁與西醫的
放血療法不同袁也是中醫重要的急救手段之一袁臨床
常用于院
2.1 治療中風閉證院人中尧百會尧涌泉尧十宣袁急刺出
血遥
2.2 治療外感高熱院合谷尧曲池尧大椎尧合谷尧曲池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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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袁挑刺出血遥
3 艾灸

艾灸有艾炷灸尧艾條灸尧隔姜灸尧隔鹽灸尧隔蒜
灸尧溫針數種袁具有溫經通陽的作用袁這也是中醫特
有急救手段袁臨床常用于院
3.1 治療藥物反應所致之寒戰院艾灸大椎穴遥
3.2 治療劂脫證院隔姜灸神劂尧關元尧百會遥
3.3 治療霍亂吐瀉院隔蒜灸神劂尧天樞尧內關尧足三
里遥
3.4 治療虛寒腹痛院艾灸神劂尧中脘尧關元尧足三里遥
4 刮痧

痧證是以突然頭暈頭痛尧脘腹脹悶袁絞痛尧欲吐
不吐袁欲瀉不瀉袁中肢攣急袁甚至昏劂袁唇甲靑紫袁或
于肘窩尧腘窩尧頸前兩旁常見靑紫痧筋爲臨床特徵的
一種內科急症遥 多系感受四時不正之氣或爲穢濁邪
毒所犯袁致使氣機閉塞袁氣血瘀滯而發遥

刮痧也是中醫特有的治療方法院 可用手指直接
抓按某一部位皮膚稱抓痧遥 也可用銀元尧銅錢尧湯匙
刮之袁講究的用羚羊用或水牛角做成刮匙進行刮袁應
根據病情尧分別部位尧刮至局部皮膚泛紅隆起或顯示
紫黑色痧點爲止稱爲刮痧院用毫針或三棱針袁挑刺某
一部位袁擠出惡血袁稱爲挑痧遥 刮痧療法應用得好確
有立竿見影之效袁是其他療法和藥物難以替代的遥 以
前我林惠診工醫師治本病最有經驗袁著有專書袁詳細
大家可參閲叶按摩與抓痧曳一書遥
5 藥敷

即是根據病情配備處方袁 將藥硏成細不加酒或
醋或油或茶或生理鹽水或冷開水敷患處或某一特定
部位遥 這方面臨床上應用得非常廣泛袁而用急症的大
概有以下幾方面院
5.1 用于止痛

白胡椒未適量敷臍可治寒性腹痛袁 消炎止痛高
敷局部治局部疼痛袁敷心尖亦可緩解心絞痛遥
5.2 用于水腫止痛

外科的退癀散傷科袁傷的活血化淤散渊桃仁生川
烏尧生草烏玄胡各1份袁枝予尧地龍尧乳香袁沒藥各半傷
半傷硏粉備用冤袁消腫止痛散渊血竭尧香附尧薑黃尧黃
柏尧冰片冤都屬於這一類遥
5.3 用于平喘

肺炎高外都肺兪穴尧定喘穴治療小兒急性肺炎袁
喘息性氣管炎遥
5.4 用于漢衄

用白芨粉和鷄蛋清搗敷印堂穴治鼻衄袁 或用吳
茱萸硏未加醋敷足心亦治鼻衄遥
5.5 治闌尾炎周圍膿腫袁腹膜炎症包塊院

大蒜袁芒硝搗成糊狀敷于腫塊錶皮上袁敷前先用
凡士林塗上一層袁 每次敷貼30耀50分鐘袁 每日敷3耀4

次袁3天後改爲每日敷2次即可袁 一般敷4耀7天即可收
效遥
6 焠法

7尧 這也是中醫特有的急救手法袁就是用紙燃條
或粗燈芯草袁微醮香油袁點燃灼之遥 若是辨證確切袁手
法又準確袁灼有爆袁主要用于痧證邪毒發于皮膚者遥

其它如煙燻法袁唷鼻法塞鼻法袁發泡法袁穴注法袁
點穴法袁鼻針尧耳針尧足針尧舌針尧電針等等袁就不再一
一累述了遥
三尧 中藥及中藥製劑在急救醫學上的運用

這方面的內容非常多袁要講的話袁三天三夜也進
不完袁我今天只是介紹向個代表性的藥物袁説明中藥
在急救醫學上佔有一席之地尧
1 丸劑

渊1冤益心丸
渊2冤速效救心丸
渊3冤麝香保心丸
渊4冤復方丹參滴丸
上述四藥對冠心病心絞痛都有確切的療效袁尤

其是麝香保心丸袁它緩解心絞痛的作用袁不比日本救
心丹差袁都是在六神丸的基礎上衍變而來的遥

渊5冤 珠貝定喘丸化痰止咳定喘袁 主治咳喘尧慢
支尧喘息性支氣管炎袁哮喘病遥

渊6冤雄黃解毒丸瀉下解毒平喘袁主治暴喘要要要成
人呼吸窘迫綜合證遥 我們沒有這個藥可用麻杏石甘
湯加一稔金或大小陷胸湯加減

渊7冤安宮牛黃丸用于高熱尧神昏尧抽搐及腦血管
意外要要要腦出血急性期袁具有清熱解毒袁開竅解痙袁
清心豁痰的作用遥

渊8冤香連丸清熱止痢袁行氣止痛曰用于腹痛腹瀉
痢疾遥

渊9冤正露丸芳香化濁尧行氣止痛袁用于腹痛腹脹袁
嘔吐尧泄瀉遥

渊10冤參桂烏梅丸安蛔止痛袁用于道蛔症袁效果確
切又安全遥
2 丹劑

1冤玉樞丹 解毒化濁尧理氣止痛尧可治腹瀉痢
疾尧喉風袁亦治膿毒血症遥

2冤紫雪丹 清熱鎮痙袁開竅通便袁用于高熱尧神
錯尧便秘遥

3冤救心丹 芳香開竅尧行氣活血尧通絡止痛袁用
于冠心病心絞痛袁其作用和麝香保心丸差不多袁但價
錢昂貴遥

4冤山海丹 活血化瘀袁通絡止痛袁用于冠心病尧
肺心病尧腦血管病遥

5冤眞龍心丹 益氣補心尧解郁定喘袁用於心悸氣
喘及憂思過度所致胸悶心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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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冤人丹 和胃解暑袁醒腦開竅袁用于中暑胸悶頭
暈脘腹脹悶遥
3 散劑

1冤 紫地寧血散 清熱涼血止血尧 用于各種出
血遥

2冤白芨粉 清熱收斂止血袁用于肺胃出血遥
3冤大黃粉 清熱通下袁化瘀生新袁用于肺胃出

血遥
4冤退癀散 清熱消腫止痛袁用于癰癤紅腫熱痛遥
5冤羚羊散 半肝熄風袁散血解毒袁用于高熱驚

癎尧頭痛尧眩暈遥
6冤琥珀驚風散 祛風化痰袁鎮驚安神袁小兒夜啼

驚跳疲乏高熱驚厥遥
7冤雲南白藥散 涼血止血止痛袁用于創傷出血

疼痛袁咳血尧吐血遥
8冤猴棗散 清熱化痰袁平喘止咳袁主治咳喘痰

粘遥
9冤珍珠粉 安神定驚袁解毒生肌袁明目消翳遥
10冤行軍散 解毒避穢袁理氣消脹袁主治中暑痧

症袁吐瀉腹痛腹脹遥
11冤 穩心顆粒院益氣養陰尧活血化瘀遥 主治各種

快速型心律失常遥
4 片劑

1冤藿香正氣片 發散風寒尧化濕和中袁用于風寒
型胃腸型感冒遥

2冤葛根芩連片 解表清里袁用于腸炎痢疾遥
3冤新癀片 清熱解毒袁散瘀消腫止痛袁用于外

傷腫痛袁無名腫毒袁膽囊炎袁風濕性關節炎遥
4冤片仔癀 清熱解毒袁消腫止痛袁用于各種炎症

性及癌性疼痛遥
5冤瓜霜退熱靈 清熱解毒袁開竅鎮靜袁用于高熱

驚厥抽搐袁咽喉腫痛等遥
6冤重感靈 清熱解毒開竅鎮靜袁用于重感及流

感高熱遥
7冤海珠喘息定 鎮咳平喘袁祛痰安神袁用于支氣

管哮喘袁喘息性氣管炎遥
8冤熱毒清片 清熱解毒袁消腫散結袁用于流行

性腮腺炎袁咽炎尧扁桃體炎尧上感等遥
9冤健胃片 健胃制酸袁理氣消脹袁用于胃痛吐

酸遥
10冤季得勝蛇藥片 清熱解毒袁消腫止痛袁主要

用于毒蛇咬傷袁可內服亦可外敷遥
5 注射液

1冤生脈注射液 益氣復脈袁藥理硏究具有擴張
血管袁增加冠脈血流量袁增加耐缺氧能力袁減輕內毒
素對機體的損害袁用於心梗袁心源性休克袁心律紊亂尧
心力衰竭等遥

2冤參附注射液 回陽救逆袁具有強心尧興奮呼吸
中樞作用袁用于冷休克遥

3冤大黃注射液 清熱止血袁臨床用于血小板減
少袁術後出血袁急性消化道出血袁急性胰腺炎等遥

4冤三七注射液 活血止血袁用于創傷及各種出
血性疼痛遥

5冤大蒜注射液 藥理硏究證明大蒜對霉菌及肺
炎雙球菌有抑製作用袁對耐靑金葡菌亦有效袁並有降
脂和抗血凝作用袁臨床用于隱球菌腦膜炎袁白色念珠
菌感染袁敗血症及其他深部霉菌感染袁亦用于動脈粥
樣硬化的預防袁口服製劑有伽利可袁便民藥櫃有藥遥

6冤川芎嗪注射液 活血化瘀袁通絡止痛袁臨床上
用于冠心病及腦血管疾病遥

7冤丹參注射液 活血化瘀袁用于冠心病尧心絞
痛尧心肌梗塞袁腦血管疾病遥

8冤柴胡注射液 解熱抗炎袁用于外感發熱袁我軍
解放戰爭時用于解熱袁 其解熱作用是通過網狀內皮
系統巨噬細胞的呑噬功能增加而奏效的遥

9冤雙黃連注射液 辛涼解表袁清熱解毒主治外
感風熱症遥

10冤 穿琥寧注射液 是穿心蓮內酯琥珀酸鹽的
滅菌溶液袁具有抗炎解毒作用袁用于肺炎尧流感尧腮腺
炎尧急性腸炎遥

11冤清開靈注射液 清熱解毒利膽袁用于肝炎袁
膽囊炎及病毒性疾病遥

12冤醒腦靜注射液 清熱鎮痙袁醒腦開竅用于高
熱尧昏迷尧驚厥尧中風尧中毒腦尧乙腦尧肝昏迷遥

13冤 枳實注射液 藥理硏究具有升壓和增強心
肌收縮力的作用袁用于各種休克遥 尧
6 氣霧劑

1冤復方丹參氣霧劑 活血化瘀袁理氣止痛袁用于
胸痹心痛遥

2冤洋金花氣霧劑 用于平喘袁用藥後2原5分鐘
起效袁維持3原4小時袁總有效率95.7豫遥

3冤熱參氣霧劑 用于支氣管哮喘袁用藥3原5分鐘
起效維持9個小時遥
7 口服液

1冤滋心陰口服液 滋補心陰袁活血止痛袁用於
心陰不足型胸悶心痛遥

2冤補心氣口服液 補益心氣袁理氣止痛袁用於心
氣虛損型的胸痹心痛遥

3冤抗病毒口服液 清熱祛濕袁涼血解毒用于病
毒感染性疾病遥

4冤小兒熱速清 清熱解毒袁瀉火利咽袁主治小兒
外感高熱尧頭痛尧咽痛等遥

5冤銀黃口服液 清熱解毒袁用于上感袁咽炎袁急
性扁桃體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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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冤烏金口服液 活血止血袁祛腐生肌袁用于胃尧
十二指腸潰瘍出血袁潰瘍性結腸炎袁高血壓病遥
8 中藥煎劑

1冤獨參湯 治療大出血尧暈厥尧血暈症遥
2冤參附龍牡救逆湯 治療陰陽兩衰袁虛脫症遥
3冤白虎湯 治療高熱尧熱厥症遥
4冤四逆散 治療氣機逆亂尧厥症遥
關於中藥湯劑袁 主要是辯證施用袁 但因是急重

症袁經過辯證袁處方尧抓藥尧煎藥袁耗費時間較多袁不大
適用于急救的處理原則袁所以臨床上用得較少袁這有
待于劑型改革遥
四尧應用中醫中藥搶救急危重症的臨床實踐

上面介紹了一些中醫藥的搶救手段和方法尧方
藥尧製劑遥 下面就本人應用中醫中藥搶救危急重症病
人的臨床點滴經驗袁簡要向大家彙報一下遥 舉幾個例
子吧院
1 痧症高熱

患孩袁15歲袁男性袁因高熱不退住我院袁三大常規
檢查均無異常袁入院按不明原因高熱處理袁中西藥均
上袁甚至用了安宮牛黃丸袁高熱仍然不退袁第四天查
房再仔細體檢袁除高熱神疲乏力袁無汗袁不思飲食外袁
亦無其他陽性體症袁刮其胸部袁抓其上臂袁均見有條
索狀隆起的痧筋袁 考慮爲中暑痧症袁 即給予抓痧治
療袁抓後局部均有黯紅色出血斑袁繼而全身出汗袁精
神頓爽袁高熱漸退袁飲食驟增袁次日未再發熱袁第三日
痊癒袁遂出院遥
2 癌性疼痛

患者袁李某袁男袁34歲袁系晩期肝癌患者袁全身皮
膚鞏膜深度黃疸袁右肋腫塊凸起袁右肋下腫塊15cm袁
質硬袁凹凸不平袁肌膚灼熱遥 消瘦袁整日整夜疼痛如刀
割袁度日如年袁但求早死遥 每夜需注射度冷丁方可入
睡袁醒後又疼痛如初遥 片仔癀服了幾粒亦無大效袁考
慮想用外敷的辦法試試袁 即退癀散加新癀片加鷄蛋
清外敷袁結果當晩未打杜冷丁竟安然入睡袁以後邊敷
7天未再疼痛遥 半月後因全身情况日趨惡化袁家屬要
求自動出院遥 外敷雖不能挽回其生命袁但在止痛方面
療效確是出人意料的遥

3 産後腹痛
一産婦袁腹痛袁西藥用瞭解痙止痛劑無效袁中醫

用了溫中行氣袁活血止痛法亦無效袁病已三天袁醫患
都感到爲難袁我建議用艾灸試試袁即給艾條溫灸小腹
部袁15分鐘後痛漸減袁半小時後疼痛全止袁安靜入睡遥
次日又灸半小時袁痛未再發遥
4 産後尿瀦留

這是婦産科經常遇到的病症袁 從中醫角度分析
其原因袁 乃是産時下身暴露受寒袁 加上用力耗氣所
致袁膀胱氣化失常袁婦産科用葱白灸結果取得了滿意
療效遥 這篇報道已刋登在叶福建中醫藥曳94年2期袁並
已被收入叶實用外治臨床大全曳遥
5 膽絞痛

膽囊炎膽石症常發生膽絞痛袁其痛難忍袁一般解
痙止痛劑常難奏效袁常需用毒麻藥方可止痛袁但反復
用又易上癮袁我用654原2穴注雙側陽陵泉穴袁常常能
夠起到滿意的止痛效果遥
6 哮喘持續狀態

湯伊伊袁女袁56歲袁哮喘1天袁經給O2袁靜滴氨茶碱袁
地塞米松袁抗生素袁氣霧劑等袁效果仍不佳袁喘息不得
臥袁 口唇紫紺袁 喉中痰鳴袁 雙肺哮鳴音袁 即用
VitK316mg穴注雙側肺兪穴和定喘穴袁 針後5分鐘哮
鳴則慢慢平息遥 渊這眞是估計不到冤遥

輸液反應引起的寒戰高熱袁艾灸大椎穴袁這內科
已經成了常規袁就不必再提了遥

至於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確定的高熱尧 中風尧心
痛尧急性胃痛尧血證尧厥脫六大科硏課題袁我們已經定
出了診療常規袁這里就不重複了袁哪位同志有興趣袁
可以到我們急診科借閲遥

總之袁我認爲對於急危重症的搶救治療袁不管西
醫亦好袁中醫亦好袁都各有自己的特點和優勢遥 搶救
病人袁辦法越多越好遥 我希望我們搞急診的同志袁不
但要很好地掌握中醫的搶救方法袁 也要很好地掌握
西醫的搶救方法袁使我們的搶救水平不斷提高遥 只要
我們齊心協力尧不懈努力袁這個目標是會實現的遥

謝謝大家浴
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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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桓敎授化瘀濁益肝腎思想的理論探討鄢

陳文鑫1 向成斌2 賴志雲3 胡稱心4 吳志陽5

1.福建省泉州市醫藥硏究所 福建 泉州 362000曰2.華僑大學醫院曰
3.福建省晉江市中醫院曰4.福建省南平市第二醫院曰5.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市中醫院

化瘀濁益肝腎思想是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
市中醫院劉德桓敎授根據中醫理論袁 結合多年臨床
經驗提出的治療高血壓病的中醫治則遥 經臨床試驗袁
此治法不僅能有效地降低血壓袁 而且能逆轉左心室
肥厚尧提高左心室舒張功能袁以及在提高患者的生活
質量等方面有明顯的療效袁 並在應用于高血壓合併
代謝綜合徵的硏究中具有降血脂的作用遥 在臨床上袁
化瘀濁益肝腎法還廣泛地運用於心腦疾病的治療袁
特別是對冠心病尧中風病尧高血壓心臟病尧高脂血症
等的治療袁具有顯著的療效遥 現將此治法思想總結如
下袁並進行理論探討遥
1 瘀濁的概念

瘀濁袁即血瘀尧痰濁袁亦可稱之爲痰瘀之濁邪遥 濁
者袁不清也遥 叶丹溪心法曳中載有野濁主濕熱尧有痰尧有
虛冶袁古人又謂其爲害清之邪氣遥 叶證治準繩曳曰院野痰
積旣久袁如溝渠壅遏淹久袁則倒流逆上袁瘀濁臭穢無
所不有袁若不疏決溝而欲澄治已壅之水而使清袁是無
理也冶遥 中醫傳統理論認爲袁瘀和痰均有廣義和狹義
之分遥 狹義的瘀袁即野瘀爲積血冶之義袁反映着血液的
運行不暢尧停滯尧留着尧瘀積于局部曰而廣義的瘀血概
念袁除了包括狹義之外袁還涉及血管的病變以及各種
病理産物的綜合性病變遥 痰的狹義概念袁一般是指肺
部滲出物和呼吸道的分泌物袁或咳咯而出袁或嘔惡而
出曰廣義的痰袁是由於機體氣機郁滯或陽氣衰微袁或
情志不暢袁不能正常地運化津液袁使體液停留積聚袁
逐步藴結而成遥 以此意義上來説袁廣義之痰包括痰尧
飲尧水尧濕四種形態遥

痰源于津袁瘀本于血袁生理上屬野津血同源冶遥 痰袁
叶內經曳 中多稱之爲 野飲冶尧野積水冶尧野汁沫冶尧野津液澀
滲冶尧野水冶尧野水濕冶等遥 如叶素問窑六元正紀大論篇曳説院
野太陰所至爲積飲否膈冶遥 張仲景提出痰飲理論袁並經
歷代醫家補充完善袁 把痰和飲之間從性質上區別開
來袁稠濁的稱爲痰袁清稀的稱爲飲遥 叶景岳全書窑卷三
十一曳中雲院野痰之與飲袁雖曰同類而實不同也遥 蓋飲
爲水液之屬噎噎此皆水谷之餘袁停積不行袁是即所謂
飲也袁若痰有不同于飲者袁飲清澈而痰稠濁冶遥 以此理
論認爲袁痰的概念是有形痰的概念袁是有形可見的呼
吸道分泌物袁胃腸道嘔吐尧腹瀉物袁現代認識可拓寬
到泌尿道尧生殖道排泄的炎性分泌物袁稱爲外痰曰臟

腑各種疾病的病理産物在體內停留積聚袁藴結而成袁
隨血及津液運行無處不到或停留皮下組織間液的稱
爲內飲遥 現代對痰飲理論新認識認爲古老中醫學的
痰飲理論和現代醫學的檢驗醫學理論完全相融合袁
痰飲理論範圍包括了檢驗醫學的全部內容曰 按痰飲
病理産物的性質特點袁分爲外痰尧內飲尧生理免疫功
能反應遥 瘀血袁叶黃帝內經曳稱之爲野凝血冶尧野惡血冶尧
野留血冶尧野菀陳冶等遥 如叶靈樞窑百病始生曳雲院野濕氣不
行袁凝血藴里而不散冶遥 自此袁歷代醫家結合自己的臨
證體會袁從不同方面發展了血瘀理論遥 特別是近現代
以來袁由於中西醫結合硏究工作的開展袁血瘀理論逐
漸完善並形成了活血化瘀學派遥 瘀血是人體血運不
暢或離經之血着而不去形成遥 從現代醫學角度理解
中醫野瘀血冶的概念應是院在一定的外因和內因條件
下袁由於機體心臟尧血管尧血液等袁發生組織學尧生理
生化尧 生物物理學的改變袁 致使血液流動緩慢或停
滯袁 或血液離開血管産生瘀積袁 血液由動態變爲靜
態袁這是血瘀的基本環節袁也是瘀血的共性遥 在病理
生理上表現爲血液循環障礙和受累組織的損害袁組
織器官的炎症尧水腫尧糜爛尧壞死尧硬化尧增生等繼發
性改變遥 故血瘀應包括血液停積尧血流不暢或停滯袁
血液循環障礙的發生尧 發展及其繼發變化的全部病
理過程遥
2 化瘀濁益肝腎思想的理論淵源

瘀濁爲病袁即痰瘀之濁邪致病袁病機繁雜袁病程
纏綿遥 痰者袁可隨氣機升降袁形成諸多疾病袁故有野百
病皆有痰作祟冶之説遥 瘀血袁不僅失去正常的血液濡
養作用袁而且影響全身或局部血液運行遥 痰與瘀血可
相互影響袁交錯爲患袁膠着難解袁形成頑疾遥 痰瘀爲
病袁歷代醫家均有論述袁如叶靈樞窑百病始生曳言院野若
內傷于憂怒尧則氣上逆尧氣上逆則輸不通袁濕氣不行袁
凝血藴里而不散袁 津液澀滲袁 著而不去袁 而積皆成
矣冶曰叶諸病源候論曳曰院野諸痰者袁此由血脈壅塞袁飲水
積聚而不消散袁故成痰也冶遥 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袁痰
瘀理論逐步完善袁 並較完整地提出了 野痰瘀相關學
説冶袁強調痰瘀同源尧同病尧同治的理念遥

痰瘀旣爲津血所化袁 津液和血的生成輸布或排
泄有賴于氣的氣化尧溫煦尧推動和固攝作用袁氣行則
血行袁氣止則血止袁氣行則水行袁氣滯則水滯袁故氣機

理論探討 87



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失常可致痰濁瘀血的産生遥 若氣機阻滯袁氣不行水袁
津液停聚袁 內生痰飲水濕曰 另一方面氣滯則血行不
利袁血行遲緩阻滯脈絡袁結成瘀血遥 若氣有虧虛則氣
化失職袁水濕運化失常袁津液凝聚藴而成痰曰氣虛則
運血無力袁停而成瘀遥 痰瘀爲患袁病種廣泛袁尤其在心
腦血管疾病中表現明顯遥 心腦血管疾病從病機的總
體上分析袁可有十餘種袁但主要有虛尧瘀尧風尧火尧寒尧
氣滯尧氣逆等袁論虛又有陰陽氣血之別遥 其基本病機
爲氣虛血瘀袁臨床證候以痰爲主症者居多遥 如原發性
高血壓袁屬於中醫野頭痛冶尧野眩暈冶範疇遥 朱丹溪提出
野無痰不作眩冶袁龔廷賢亦認爲野大凡頭眩者袁痰也冶袁
均強調了痰濁爲致眩暈之因遥 痰濁日久袁影響氣血運
行袁可致瘀血內停袁痰濁與瘀血交阻袁使血液運行不
暢而眩暈尧頭痛袁發爲高血壓遥 再如冠心病袁屬於中醫
野胸痹冶尧野心痛冶範疇遥 曹仁伯在叶繼志堂醫案窑痹氣
門曳 中提出院野胸痛徹背袁 是名胸痹要要要此痛不唯痰
濁袁且有瘀血袁立阻隔間冶曰秦景明在叶證因脈治曳中雲
野心痹之因要要要痰凝血滯冶曰 均説明瞭痰瘀是冠心病
發病的主要因素遥 硏究指出袁痰濁系脂質沉着袁瘀血
爲血細胞黏附袁痰瘀交阻而加重心脈痹阻袁故而痰瘀
交阻爲冠心病的重要病機遥 另外袁動脈粥樣硬化尧中
風渊腦梗塞尧腦出血冤尧心律失常等疾病均與痰瘀密切
相關遥 在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病過程中袁脂質代謝異常
是最重要的危險因素袁 而中風的發生與動脈粥樣硬
化尧高血壓尧高血脂及血液濃尧黏尧凝尧聚的傾向及微
循環障礙密切相關遥 高脂血症屬中醫野痰濁冶尧野瘀血冶
範疇袁與脾尧腎尧肝關係密切遥 脾腎虛衰均可致津液代
謝失常袁聚而爲痰袁痰阻血脈袁影響氣血運行袁導致血
瘀袁痰瘀積聚血中袁引發高脂血症曰肝失疏泄袁致臟腑
陰陽氣血失調袁從而生痰致瘀袁痰瘀互結脈絡袁導致
血脂異常曰痰濁尧瘀血爲高脂血症疾病演變過程中不
同階段的病理産物遥 心律失常屬中醫野心悸冶尧野怔忡冶
範疇遥 屬本虛標實之證袁虛者爲氣尧血尧陰尧陽虧虛袁心
失所養而發生驚悸袁標實爲痰火擾心尧水飲凌心尧心
血瘀阻袁使氣血運行不暢袁引起心悸遥 王清任叶醫林改
錯曳雲院野元氣旣虛必不能達于血管袁血管無氣袁必停
而留瘀遥 冶叶素問窑痹症曳曰院心痹者袁脈不通袁煩則心不
鼓遥 野叶醫宗金鑒曳雲院野脈沉弦細滑大小不匀袁皆痰氣
爲病冶袁 表明氣血虧虛是心律失常發病的根本原因袁
痰濁瘀血是心律失常的重要治病因素遥

瘀濁爲病袁可導致人體氣血津液代謝紊亂袁多臟
腑功能失調袁進而氣機阻滯袁痹塞脈道袁並相互影響袁
膠結難解致病情纏綿袁經久不愈袁特別與肝腎功能相
關遥 心腦血管疾病發病年齡大多數是在中年以後袁正
處在肝腎逐漸虧虛的階段袁 而此時性腺機能也開始
衰退遥 正如叶景岳全書曳所言院野虛邪之至袁害必歸陰袁
五臟之傷袁窮必及腎冶遥 腎者袁先天之本袁五臟六腑之

根本遥 腎元激發尧 維持了全身各系統正常的生理功
能袁 而各個系統活動的異常亦會影響到腎臟遥 腎主
水袁藏精袁主生殖尧生長尧發育袁主骨生髓充腦袁與肺尧
脾尧肝尧三焦尧膀胱尧小腸共同完成人體水液代謝袁中
醫腎的概念及作用涉及範圍超過西醫腎臟水液代
謝尧內分泌等功能袁因此中醫有野大腎臟冶之説袁其功
能不僅包括泌尿系統袁還包含了免疫系統尧內分泌系
統尧生殖系統尧心血管系統及遺傳學方面等內容遥 肝
主疏泄袁具有疏通尧條達尧升發尧暢泄等生理功能曰主
要表現在調節精神情志袁促進消化吸收袁以及維持氣
血尧津液的運行等方面遥 若肝失疏泄袁可致情志不暢袁
脾胃不和袁痰濁內生及氣滯血瘀遥肝藏血袁腎藏精遥肝
血需要腎精的滋養袁腎精又依賴于肝血的化生遥 中醫
稱之爲精血同源袁或肝腎同源遥 如果腎精虧損袁則會
導致肝血不足袁而肝血不足袁也會影響致腎精虧損遥
從而袁一榮俱榮袁一損俱損遥

因此袁化瘀濁益肝腎法有其充分的理論依據袁是
治療高血壓病尧中風尧冠心病尧高脂血症尧動脈粥樣硬
化等心腦血管疾病的有效方法遥 化瘀濁與益肝腎相
輔相成袁攻補兼施袁使精氣充袁陰陽復袁瘀濁去袁病乃
愈遥
3 化瘀濁益肝腎思想的辨證診斷

瘀濁致病廣泛袁再加之肝腎陰虛袁症狀複雜袁故
辨證診斷時尤以辨析痰瘀互結之舌診尧脈診爲重遥 舌
苔診痰袁舌質診瘀遥 痰瘀互結辨證野重在望舌冶袁凡有
痰濕尧痰濁內阻袁舌苔多爲白膩尧黃膩袁凡有血瘀袁舌
質多爲暗紅尧紫暗袁或有瘀斑尧瘀點袁紫暗舌色和膩苔
爲痰瘀互結證的辨證要點遥 在冠心病痰瘀互結證的
診斷中尤重苔膩質暗袁主張野但見舌膩質暗便是袁它
症不必悉具冶遥 痰瘀之舌象分別從舌苔和舌質反映袁
痰濁內藴則舌苔白厚腐濁曰痰熱內盛袁舌苔黃厚膩曰
舌絳紫而乾枯少津爲熱盛傷津尧氣血壅滯而生瘀等遥
痰瘀互結尧痰勝于瘀袁脈以滑或弦爲主曰其脈以澀爲
主則爲痰瘀互結尧瘀勝于痰遥
4 化瘀濁益肝腎思想的處方用藥理論

化瘀濁益肝腎思想以瘀濁清顆粒爲主方用藥袁
主要由水蛭4.5g袁遠志6g袁決明子12g袁巴戟天15g袁葛
根15g袁 澤瀉10g等藥物組成袁 使用的是中藥顆粒製
劑袁開水冲服袁每次一劑袁每日三次遥 方中以水蛭爲
君袁破血逐瘀遥 臣以遠志祛痰化濁袁與君藥配合以達
祛瘀濁之功效曰巴戟天陰陽雙補尧強陰益精袁以奏益
肝腎之功袁亦爲臣藥遥 佐以決明子袁入肝經除風熱袁益
腎精曰澤瀉入腎經袁能利小便袁瀉腎經火邪袁又能養五
臟袁益氣力袁起陰氣袁補虛損而止頭旋遥 葛根升陽止頭
痛項強袁引藥上行而爲使藥遥

水蛭是一味傳統的中藥袁 最早見于 叶神農本草
經曳袁性味鹹尧苦袁平袁歸肝經袁有破血逐瘀的功效袁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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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流動的組織液就是經絡冶一説不科學

陝西楡林農校 李志剛渊719000冤

2011年2月14日晩袁在央視10頻道探索尧發現欄
播出的叶解密皇帝內經渊三冤院經絡迷踪曳節目中袁中醫
科學院針灸硏究所的一位敎授説袁 通過他的實驗性
硏究他得出 野經絡就是流動的組織液或就是低阻抗
性組織通道冶遥 節目講解員還旁白説野他的學説震驚
了學術界袁並成爲當今最前沿之説冶遥 仔細分析了該
敎授所描述的實驗之後袁 筆者發現他的結論一點也

不科學袁具體理由如下院
1 組織液無處不有袁無處不在袁不僅存在于細胞

內袁也存在于細胞外袁經絡處有袁非經絡處也有遥 並
且袁在四肢和軀幹袁經絡處的組織液與非經絡處的組
織液在組成上沒有任何不同遥

2 任何部位的組織液都始終處于流動狀態之
中袁只是在平時流動微弱袁一般的檢測手段難以發覺

歷代醫家所重用遥 現代藥理硏究袁水蛭主含蛋白質尧
多種活性成分尧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等成分遥 具有較強
的抗凝血尧抗血栓形成尧溶解血栓的作用袁還具有降
血脂袁防止動脈粥樣硬化袁抗腫瘤及保腎等作用遥

遠志亦始載于叶神農本草經曳袁列爲上品袁苗名小
草遥 李時珍謂院野此草服之能益智強志袁 故有遠志之
稱冶遥 其味苦尧辛袁性溫袁歸心尧腎尧肺經袁具有安神益
智尧祛痰尧消腫之功效遥 現代硏究顯示袁遠志具有抗氧
化尧清除自由基尧保護神經細胞等作用遥

巴戟天在叶神農本草經曳中亦列爲上品袁且歷代
本草都有記載袁味甘尧辛袁性微溫袁歸肝腎經袁具有補
腎陽尧強筋骨尧祛風濕之功效袁是我國著名的野四大南
藥冶之一遥 現代硏究表明袁巴戟天的化學成分主要有
蒽醌類尧糖類尧氨基酸類尧環烯醚萜苷類尧脂類尧有機
酸類及微量元素等袁是一種傳統的補腎良藥袁具有抗
衰老尧增強免疫尧調節內分泌尧促進造血尧抗抑鬱尧抗
腫瘤尧抗炎及鎮痛等作用遥

決明子始載于叶本經曳袁性昧甘尧苦尧咸寒袁歸肝尧
腎尧大腸經袁具有清肝明目尧潤暢通便的作用遥 現代藥
理硏究表明袁決明子中含有葸醌類尧萘並-吡咯酮類尧
脂肪酸類尧氨基酸和無機元素袁具有降血脂尧降血壓
等活性袁尤其對高血壓尧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療效較
好遥

澤瀉始載于叶本經曳袁又名水瀉尧芒芋尧鵠瀉等袁明
朝李時珍叶本草綱目曳記載其具有野滲濕熱袁行痰飲袁
止嘔吐袁瀉痢袁疝痛袁腳氣冶的功效遥 其性味甘尧淡尧寒袁
歸腎尧膀胱經遥 具有利水尧滲濕尧泄熱之功效遥 澤瀉化
學成分以萜類爲主袁以三萜類成分爲其主要成分袁還
含有倍半萜及二萜類等成分曰 另含揮發油 (內含糖
醛)尧少量生物碱尧天門冬素尧植物甾醇尧植物甾醇苷尧
脂肪酸袁還含樹脂尧蛋白質和多種澱粉遥 澤瀉通過抗
血栓形成尧降低血脂尧降低血漿黏度尧具有抑制動脈
粥樣硬化斑塊形成的作用袁 達到抗動脈粥樣硬化的

功效袁起到延緩衰老袁防病延年的目的曰同時澤瀉還
具有利尿尧解痙尧保肝尧抗炎尧免疫調節尧降血糖等作
用遥

葛根始載于叶本經曳袁性涼袁味甘尧辛曰歸肺尧胃經曰
具有解肌退熱尧透發麻疹尧生津止渴尧升陽止瀉的作
用遥現代醫學硏究表明袁葛根主要成分有院黃酮類院黃
豆甙元和葛根素等曰葛根甙A尧B尧C曰三藉類院主要以
葛皂醇A尧B尧C命名的7種新型卉墩果酸烷型醇類化
合物曰生碱類遥葛根能夠降低心肌耗氧量袁使冠脈尧腦
血流量增加袁明顯緩解心絞痛尧抗心律失常尧抗氧化尧
增強機體免疫力尧降血糖等作用遥

總之袁方中諸藥合用則攻補兼施袁寒熱並用袁升
降有序袁共奏活血化淤尧祛痰化濁袁調補肝腎之功效袁
使精氣充袁陰陽復袁瘀濁祛袁且現代藥理硏究表明方
中諸藥均含有治療高血壓病尧冠心病尧高脂血症等心
腦血管疾病的有效成分袁 可作爲治療心腦血管疾病
的有效方劑遥
5 結語

化瘀濁益肝腎思想是劉德桓敎授治療高血壓病
的特色中醫治法袁 其處方用藥側重於調整機體的整
體功能袁改善患者的臨床症狀袁特別是可明顯地改善
患者的主觀感覺尧自覺症狀尧心理狀態等生存質量反
映的內容袁從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遥 在臨床上袁此
思想還經常用于中風病尧冠心病尧心絞痛尧糖尿病尧高
脂血症尧焦慮症尧老年痴獃尧震顫麻痹尧動脈硬化等慢
性疾病及疑難病症的主要治療或輔助治療遥 通過臨
床觀察袁療效可靠袁以後在這些方面値得進行更深入
的硏究遥 該思想乃痰瘀相關理論尧血瘀理論尧津血同
源思想和肝腎同源思想融合而成袁 並結合了現代醫
學理論及藥理硏究袁體現了中醫現代化的思想袁具有
理論上的創新意義袁在實踐中亦有應用價値遥

渊作者簡介院陳文鑫(1983-)袁男袁漢族袁福建晉江人袁醫師袁
碩士袁硏究方向院心腦血管病的中醫臨床及硏究遥 聯繫方式院
Email院chanwenxin@163.co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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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袁並且袁組織液的流動只可能是一種從組織間隙
進出組織細胞和血管式的局域性流動遥 可以説袁組織
液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通過流動促進組織細胞與血
管之間進行物質交換遥

3 如果經絡處的組織液在某些情况下渊如袁在穴
位處受到刺激的情况下冤流速加快袁從而能使人們檢
測到其在流動地話袁其原因不在于組織液自身袁自身
不會流動袁更不會加快流動遥 只可能在于經絡處有特
定的組織活動渊肌組織的活動冤推動其處的組織液加
快流動遥

4 現代醫學硏究表明袁 除了在機體的個別部位
存在有腔隙或囊隙外袁 在機體的組織內和組織之間
不再存在有眞正意義上的組織間隙遥 學者們所説的
組織間隙袁 只可能是指疏鬆和緻密結締組織所在之
處遥 顯然袁此處的組織結構是一種網狀或微細間隙性
的結構袁 不是可供組織液長距離暢通流動的通道性
結構曰並且袁不僅組織間隙的走向與經絡的走向不相
對應袁 而且組織間隙的分布也呈面性或片性而非線
性遥

5 如果經絡處有低阻抗通道存在袁那么袁同位素
研究就应该发现袁在经络处注射的情况下袁经络处与
非经络处的同位素的分布应有所不同袁 然而从未发
现不同遥

6 如果说流动的组织液就是经络袁 那怎么会有
实验表明袁 锤击经络上的敏感点时 渊即锤击组织液
时冤能听到空声钥 此外袁组织液靠何动力沿何渠道长
距离流动袁并能流到很远处或脏腑中去袁组织间隙能
贯通到脏腑中去吗袁如果没有相应的动力和渠道袁那
经络怎么通过流动的组织液络属脏腑并产生针灸疗
效钥

不错袁 刺激经络上的穴位时可检测到组织液的
流动袁 然而刺激他处时却检测不到袁 这很可能是事
实遥 但如前所述袁组织液不会自己流动袁更不会加速
流动袁 要靠刺激直接或反射引起的肌肉舒缩活动来
推动其加速流动袁而且袁组织液也不可能沿经络长距
离畅通流动袁也是事实遥

从叶穴位经络探秘说曳一文可知袁刺激反射引起
的肌肉舒缩活动可沿经络长距离尧 快速和畅通地移
动 渊刺激直接引起的肌肉舒缩活动却不可如此移
动冤遥 这就是说袁组织液的流动只可能是可传递的神
经反射性效应活动-即神经控制的肌肉舒缩活动所
附带引起的活动遥

7 学者们会发现袁 凡是能显示出经络处或经络
上的某些位点处具有他处所没有的某些生理特性的
那些实验渊例如袁得出野流动的组织液就是经络冶一说
之实验和野锤击经络线听其声音冶之实验等冤袁都有一
个共同特点要要要即他们都须在穴位受到刺激的条件

下施行和完成渊这不是巧合袁是必然冤遥 此一特点可使
学者们获知袁 经络只是在针刺穴位并引起反射性效
应活动时才存在袁经络确是一无形的功能体渊系冤遥

8 显然袁要大家相信野流动的组织液就是经络冶
一说是科学之说袁 提出者就须再拿出一些真正具有
说服力的实验性证据或事实来袁 或能用现有的相关
知识和现有的相关性实验研究结果都来支持他的一
说遥

如果有实验事实能证明渊1冤针刺穴位引起的组
织液流动是一沿经络长距离行进式的流动袁 即针刺
处的组织液可沿经络流动到任何处曰渊2冤组织液流动
的速度等同于感传速度曰渊3冤经络处的组织液在组成
上与非经络处的组织液有所不同袁 含有一种能引起
气感或感传的特殊活性物遥 那袁野流动的组织液就是
经络冶一说才可能是科学之说遥 仅凭野针刺穴位时可
检测到经络处的组织液在流动冶这一实验事实袁不能
认定流动的组织液就是经络遥 因为袁组织液的流动可
为沿经络行进式的流动袁 也可为进出局部组织细胞
式的流动袁 只有当组织液的流动方式为沿经络行进
式袁 且组织液的流速等同于感传速度以及组织液中
含有能引起气感或感传的活性物之时袁 针刺穴位时
才有可能通过流动的组织液引起感传和疗效袁 也才
可说经络就是流动的组织液遥

然而袁现实情况是袁不仅现有的相关知识和相关
性实验研究结果都多不支持教授的一说曰而且袁早有
学者做过了经络形态结构学方面的研究袁 但他们从
未发现在经络处有可供组织液行进的贯通性的间隙
性通道和有能引起感传活动的活性物遥

将上述八点理由或八点分析汇为一句话就是院
相关知识尧相关研究结果和得出野流动的组织液就是
经络冶一说之实验本身袁都不支持野流动的组织液就
是经络冶一说而肯定笔者之说遥

笔者认为袁象经络这样的研究对象袁只有在学者
们能运用创造性的思维对众多的实验结果和现象进
行客观的分析尧梳理尧推理和总结之状况下才能被搞
清楚曰因为袁在众多有关经络的实验结果之中袁有些
反映的是经络的主要属性或直接属性袁 有些反映的
则是经络的次要属性或间接属性尧或附带属性袁甚至
有些反映的是经络的虚假属性遥 只有创造性思维能
理清各个结果所反映的属性袁 并把它们有机地揉合
在一齐袁从而得出科学的认知或结论遥 只凭反映次要
或附带属性的一己实验结果得出的结论不可能是科
学结论遥

最后袁由于笔者坚信真理是在争鸣中诞生的袁故
希望大家能容纳和正确对待笔者的言论袁 从而共同
来维护学术的纯洁性和争鸣性袁 也欢迎大家对笔者
的学说和观点提出批评和指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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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徹底解決抑鬱症問題的思考

How to thoroughly solve the problem of depression

朱雄亮

渊福建三木集團袁354200冤

歐盟最新統計每年有5.8萬人死于自殺與自虐行
爲袁其絶大多數患有抑鬱症遥 而且世界衛生組織不久
前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組織召開了歐州精神健康部
長級會議袁因此本人對此深表關注袁並提出解決此法
的戰略方向和一些戰術思考袁望能引起重視遥

通常人們所講的抑鬱症袁其實是一種精神疾病袁
嚴重時中醫稱之爲野癲症冶遥 而對於此病袁精神病醫院
里常用的藥物爲西藥袁 它只是控制或抑制精神興奮
的藥品袁最終仍無法根治此症袁可以説是一種治標不
治本的方法遥 而且經常用精神藥物還會上癮袁讓本身
還沒有根治的痛苦袁又增添了一份依賴性遥

本人從自身的經驗和對周圍病人的用藥袁 參悟
了天地間陰陽理論袁參考了中醫治療方法袁從根本上
解決了抑鬱症問題遥 本人將此疾病有關情况與治療
方法做如下表述院

1. 精神疾病的種類有二院本人總結爲四個字野實
狂虛癲冶遥 狂者多爲陽火過旺尧氣能過盛尧痰火爲患曰
癲者多爲情志傷陽尧神官失職尧功能不足而出現功能
性的陽虛癲症袁或情志抑鬱化火而傷陰尧心神失守而
出現生理物質缺乏的陰虛癲症遥

2. 精神疾病的影響因素院遺傳因素尧思想精神因
素尧生理因素尧環境因素遥

遺傳因素決定了人的心理素質和身體素質袁也
決定了一個人是否容易患精神疾病遥

思想精神因素以及野六淫冶等環境因素會打破生
理因素的平衡袁 造成身體功能性衰旺或生理物質缺
乏而引起精神疾病遥

生理因素的不平衡又加重思想的抑昂袁 使精神
波動更加劇烈袁最終導致精神疾病遥

從根本上講精神疾病産生原因不是當前醫學上
所説的遺傳因素袁而是生理因素的嚴重失調遥 遺傳因
素只爲精神疾病提供了可能性袁 思想因素和環境因
素則是精神疾病的誘因袁 生理因素的嚴重失調才是
決定性因素遥

3. 狂症與癲症的起因與表證院
渊1冤人體生理活動基礎與基礎物質的關係院人體

物質功能活動基礎爲神尧氣尧津渊包含中醫的精尧液尧
血冤袁津爲人體營養的物質基礎袁人體的功能運動由
氣來運行袁 人體的思想尧 感覺與運動由神來控制主
宰袁神活動的物質器官爲大腦與神經系統遥

渊2冤疾病的起因與表症院人體的大腦思維要耗費
大量津供給的營養物質袁神經系統是人體最高機關袁
其所耗的營養物質最爲精華遥 用腦過多袁耗養分耗能
量越多遥 如果經常專注于某項思維袁則在腦中某一物
質缺乏袁造成神的營養不足而出現虛火之陰虛癲證曰
或者因爲五臟六腑受到風尧暑尧濕尧寒尧燥尧火等野六
淫冶 的影響或勞倦飲食不適袁 使體內的陰陽調整紊
亂袁造成陽氣不足袁使人體無法運行營養物質袁造成
虛幻而成陽虛癲症遥 但如果人體的陽氣過旺袁痰火上
擾袁 各種器官自主運行或火盛傷陰造成了神無法控
制運動袁而形成狂症渊因與抑鬱症無關袁在此不予過
多表述冤遥

4. 癲症的治療院
治療病症要因病制宜袁 如症狀輕時可直接用中

醫治療袁如重時可在用西醫先治標的基礎上袁根據陰
虛陽虛尧 虛火實火的情况採用不同的中醫治療方法
徹底調理袁以求根本上徹底治療精神疾病遥 以下藥方
供參考院

渊1冤 本人自試用以去肺火尧化痰瘀之癲症藥物遥
請參考院 法半夏9 茯苓9 橘皮9 膽星9 枳實9 木香
9 香附9 郁金9 菖蒲9 遠志6 棗仁9 五味子5 竹茹
9

渊2冤 心脾兩虛袁造成虛火袁宜採用中醫的野養心
湯冶

渊3冤 伴有胃腸火袁請在上述藥中加少量大黃瀉
火爲宜遥

另請有關專家根據藥理袁 認眞硏究出更好的藥
方以利百姓遥 也望專家提供寶貴意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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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院骶棘肌中間部分要要要肌腹上袁爲最常容易
發病遥 因某種內外尧輕重因素影響下袁多少會造成這
個腹肌本體處于病態的狀况下遥 換句話來説袁骶棘肌
爲脊柱強大的伸肌遥作用是伸直脊柱及仰頭遥屬背部
深層肌袁在背部棘突的兩側袁下起骶骨袁上止枕骨遥 無
疑在這漫長而強大的伸肌遥 所涉及受影響的範圍袁也
就廣泛多了袁纍贅慣連了許多部位和系統袁有頭部尧
項背部尧腰部尧骶部尧五臟尧六腑尧骨骼尧肌肉尧中樞脊
椎各節神經根等等遥

可接順着袁骶棘肌全長部位遥 醫者不難查覺到遥
或病患者自覺到袁就會其中袁局限性 地曰腫痛尧緊
廹尧牽拉尧損傷尧痙攣尧瘀血堵塞尧諸多體徵等遥 在頸椎
骨或腰椎骨袁這些兩條袁在各別的部位規範內遥 常表
現袁椎間盤節骨與其鄰近的或上或下邊袁與其他椎間
盤節袁兩節渊多節冤之間袁就會相互壓廹尧緊綳尧牽拉遥
呈現在數處遥 時間長了袁便形成了袁有向後方凸起的
病竈體顯遥俗稱袁頸椎或腰椎突出症候群遥壓廹着尧椎
間空的前後袁由中樞神經出入的精經根遥 更嚴重的常
在第四和第五腰椎骨體袁 相關的關節移位袁 使得脊
柱袁 傾去向左邊或者向右邊倒袁 造成不正常的彎曲
病竈體顯.

不能袛全顧到袁針對其局部相關的病竈袁椎盤突
出袁加施于局部治療遥 事實是屬誤解的舉作遥 因運動
系統各個組成部分相互依存袁相互制約的遥 肌肉的收
縮影響着骨和關節的發育袁 例如身體某部肌肉麻痹
和運動障礙導致骨骼發育不良和關節變形遥 反之骨
析或關節脫位也影響肌肉的發育和功能遥 運動系統
由骨尧關節尧肌肉三部分組成遥 其活動袁對消化尧呼吸尧
循環尧神經等系統的活動都有促進作用遥 臨床治病必
須從整體觀念和辯證論治着手遥 針對不同病因抓住
疾病本質進行治療袁中醫特色遥 必須採取措施袁給患
者會診遥 筆者利用刺血拔罐外治療法爲重點袁再配合
相應的各種內治療法遥 佔多數病例袁經治療後袁患者
都獲得痊癒袁而感滿意的效果遥

指甲的變化袁或不正常渊Nail Problems冤遥 往往是
某些疾病和缺乏營養袁所造成的信息表像顯遥 在任何
冥冥母指面袁母指根上的白色半月形的上半邊袁整條
弦弧袁會顯像明鮮出袁不同程度有淡灰靑色或有黑色
表示突現遥 此時袁對相關的人再加體格檢驗袁來個證

實的診斷遥被查相關的人那便患了野源利冶綜合徵遥爲
此袁筆者提出與本證袁有密切相關診斷資料而已遥 一
切有關與甲診學科袁不妨各自行參考吧遥 遺憾的是袁
在這以前袁據筆者所知袁有關野源利冶綜合徵袁相關係
到醫學袁這基礎倫理是空白的遥 不會有學者去關注尧
重視尧專硏袁全都掉以輕心浴 以整體觀念和辯診施治袁
爲重要的核心概念遥 再加上袁多年來臨床不斷實踐努
力袁 徹微的觀察患者其特殊袁 實際病况的發展條件
下袁經漫長艱苦奮鬥袁總積累得點滴心得遥 可喜可敬
的發現袁會能尧促進尧提高尧中華醫學論理水平袁邁向
更上深層次尧完美尧光輝的處境浴

病例院渊一冤 頭痛 渊Headache冤袁 特別是偏頭痛
渊Migraine冤遥 能從頭的背面開始袁然後延及頭的整邊遥
造成患者自覺到袁兩骶棘肌的連着枕骨下袁左右其肌
腱腫脹袁緊迫疼痛袁其前兆是體虛爲多見袁貧血所造
成遥 最常見的體徵是袁身柱向前曲尧低頭袁有點駝背模
樣袁不能挺胸筆直遥 自覺身軀尧頭部前曲袁患者才感覺
到很舒服多遥有的向後仰頭尧望天袁較嚴重浴常牽連累
到位于頸前之兩左右胸鎖孔突肌不成稱相對的現
况遥

渊二冤頸椎病症渊Vertebra Cervical冤遥 頸椎退行性
病變袁引起頸椎管或椎間孔變形尧狹窄刺激壓迫頸部
脊髓神經根交感神經等袁 造成其結構功能性損害所
引起的疾病遥 它是一種嚴重危害伏案工作者的健康袁
常見病曰表現主要有院頸脊疼痛尧上肢無力尧手指發
麻尧頭暈噁心尧視物模糊尧呑咽困難袁多見于40歲以上
患者遥

渊三冤腰背痛 渊Lumbago and Backache冤由腰背
部或肌肉和骨關節損傷袁 造成氣血不通袁 表現爲疼
痛袁不通則痛袁內在臟胕發生病變或者虛弱袁無以營
養肌肉尧關節出現不榮則痛袁腰背或下部疼痛是較常
見的症狀袁可見于脊椎骨尧韌帶尧椎間盤的病變袁 也
可見于胸膜尧肺尧胃尧胰尧直腸尧前列腺尧子宮等領近臟
器的病變等.

渊四冤骶骨和尾骨的病變曰從略等窑謝謝遥
作者簡介院
姓名 渊中文冤院 黃源利 內科中醫師尧針灸師尧氣功師遥
性別院男 出生地和日期院印度尼西亞 1947年3月3日
電郵院wongyanlie@yahoo.com

野源利冶綜合徵要野YUAN-LIE冶 Syndrome=
渊骶棘肌綜合徵要m. Sacrospinalis Syndrome冤

印尼雅加達 黃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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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經驗

陳柏志醫生家世業醫尧幼承家訓尧勤學苦練尧博
採衆長尧自強不息探索人體生命科學奧秘遥 我能師承
于他袁感到萬分榮幸遥 在從師的十幾年里袁我學到了
很多東西袁 也感受到他的敬業精神和良好的道德修
養遥 下面我就從幾個方面談談遥
一尧陳柏志醫生簡介

陳柏志袁現任福建省安溪縣中醫院針灸科主任尧
針灸副主任醫師遥 系香港國際傳統醫學硏究會高級
會員尧澳門中醫硏究會副會長尧中國殘疾人康復協會
小兒腦癱專業委員會理事尧 中國康復醫學會兒童康
復專業委員會委員尧 福建省中西醫結合學會腦癱專
業組副組長尧福建省針灸學會會員尧泉州市針灸學會
理事遥 從醫30余載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袁集中醫尧
氣功尧針灸精華于一身袁對小兒腦癱尧中風偏癱尧腰腿
痛等疑難病症治療有獨到之處遥 曾應邀爲全國政協
副主席尧原中科院院長盧嘉錫診療袁盧老親筆題詞院
野贊爾丫功功到病除袁神哉您手妙手回春冶袁並合影留
念遥 1997年獲英國劍橋國際名人傳記中心頒發的嘉
奬令袁同年獲得美國名人傳記硏究所ABI20世紀成就
奬袁2000年獲得高松鶴吉要要要李樹春小兒腦癱科硏
基金奬噎噎陳柏志醫生的業績先後入編 叶安溪縣
誌曳尧叶中國當代名人録曳尧叶中國當代醫藥界名人録曳尧
叶中國名醫列傳曳渊當代卷窑上卷冤尧叶中國當代高級科
技人才系列大辭典曳尧叶中國大陸名醫大典曳2卷尧叶中
國專家曳尧叶世界名人録曳及英國劍橋叶澳大利西亞及
太平洋國家名人録曳尧美國叶五百名有影響的人物曳等
多部辭書遥
二尧陳柏志醫生的養生之道

現代醫學主張野生命在于運動冶袁中醫也主張野動
則生陽冶袁但也主張野動中取靜冶尧野不妄作勞冶遥 特別崇
尙野動靜結合冶的養生之道遥 雖然他工作很忙袁但都能
抽出時間去爬山袁爬上鳳山之顛袁享受清新空氣遥 在
上班時面對絡繹不絶的求醫者袁他經常超負荷工作袁
可他從不感到體力不支袁 總是那樣精神飽滿的認眞
給病人看病袁其精力之充沛令衆人嘆服遥 爲什么能有
這么好的體力袁 還是用他的話來解釋吧院野健身養生
是積極地防病于未然遥 我能有這么好的精神狀態袁得
益於每天必要的身體鍛煉袁 而且還堅持練氣功噎噎
我的針灸事業的成功袁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健身和
氣功遥 冶

他還是個素食者袁一直這么認爲院只有植物性飲
食要要要純天然全植物蔬食袁才是眞正的健康飲食浴 營
養成份含量並不比動物性食品低袁只要搭配合理袁完
全能滿足人體需要遥 他還根椐中醫養生理論選擇食
物遥 中醫認爲袁五色渊靑尧赤尧黃尧白尧黑冤五味渊酸尧苦尧
甘尧辛尧咸冤與五臟渊肝尧心尧脾尧肺尧腎冤相應袁選擇不同
顔色與不同味道的食物可調理臟腑的功能袁 達到養
生保健與祛疾治病的目的遥
三尧醫德高尙袁普施仁術

渊1冤救死扶傷袁宅心仁厚
野要像愛護親人一樣愛護病人袁多爲病人着想遥 冶

這是他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遥 他還經常強調袁對於醫
生而言袁一重技術袁二重品質袁野沒有好的醫德袁再好
的醫術也發揮不出來冶遥 病人來到醫院就醫袁説明病
人對醫生的信任袁才會把生命託付給我們袁這是一種
讓人感動的信任袁 我們作爲醫生一定要用自己所學
讓這種信任得到最好的回報遥

渊2冤妙手回春袁專克頑疾
他博採衆長遥 幾十個嚴寒酷暑從不間斷的修心

苦練袁摸索出一條治病救人的創新之路遥 他用祖國中
醫針灸醫術袁治療被稱爲野五遲尧五軟冶的頑症要要要小
兒腦癱等疑難雜症袁技術日漸精湛遥 小小銀針袁帶着
神奇袁載着希望袁傳向各地袁求助者從四面八方紛至
沓來遥 至今已有600多例海內外小兒腦癱患者袁經他
的精心施治袁有了不同程度的好轉遥

他運用氣功外氣結合針刺特定穴位袁一療程渊12
天冤排石袁治愈了多例經B超確診的腎結石尧輸尿管結
石遥 其中袁 一位66歲女性輸尿管結石13MM*6MM尧
7MM*4MM袁治療一療程後袁經B超復查未見異常遥 在
治療中晩期肝癌尧子宮癌尧胃癌尧乳腺癌等疑難雜症
方面袁具有獨到之處遥 患者王女士袁55歲袁2010年3月
22日經廣東某醫院確診爲晩期肝癌袁 醫生認爲最多
只能存活六個月遥 患者來診時袁肝區疼痛劇烈尧寢食
不安袁需要注射杜冷丁遥 經針刺後袁疼痛明顯減輕尧眠
食俱安袁最終于2011-1-23安然病逝袁生存時間多延
長了4個月遥

他採用火針治療中風偏癱尧頑固面肌痙攣尧長期
失眼尧腰腿痛等方面都取得比較好的效果遥 面對諸多
榮譽袁 身爲中國康復協會小兒腦癱專業委員會理事
的陳醫生袁始終保持一顆平常心遥 他不爲外地高薪所

陳柏志醫生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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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袁摯愛着家鄉的一方熱土袁守着清貧袁默默奉獻遥
四尧弘揚針灸袁胸懷世界

陳柏志醫生醫德高尙袁求醫者遍及海內外袁多次
出席全國性及國際性中醫針灸學術硏討會遥

1992年應新加坡安溪會館唐裕主席邀請出席首
屆世界安溪鄉親聯誼會遥 1992年尧1995年先後應邀出
席新加坡野中醫與針灸走向世界國際學術硏討會冶和
野中醫與針灸在臨床醫學的新進展冶國際學術會遥 曾
應邀爲印尼駐新加坡大使SOEDIBYO RAHARDJO
和菲律賓國家調查局副局長ATTY.ANTONIO D.
ARAGON診療袁效果顯著遥 1994-1996年應邀到菲律
賓尧馬來西亞訪問並義診袁現場實况録像袁並頒發奬
匾遥受到當地人民高度讚揚遥1996年獲美國名人傳記
中心董事會和董事長頒發的榮譽證書袁同時授予野中
醫氣功及針灸專家冶稱號遥 1997年英國劍橋國際名人
傳記中心頒發嘉奬令授予野中醫氣功專家冶稱號袁同
年美國傳記硏究所ABI頒發20世紀成就奬遥1999年出
席德國野全球遠程醫療與東西方醫學硏究冶國際學術
會袁並訪問考察法國尧荷蘭尧比利時尧盧森堡等國醫療
衛生事業遥 同年獲德國優秀醫學成果奬遥 叶針刺治療
小兒腦癱曳尧叶氣功結合針刺治療中風偏癱曳尧叶頭針爲
主治療小兒腦癱42例曳 等多篇論文被收入專集出版
並獲證書遥

一位來自日本東京的男孩袁1994年因早産袁導致
腰軟不能坐立袁流涎失語袁他的母親終日涕淚漣漣遥

後來袁他們慕名來找陳醫生就診袁經過9個療程的觀
察治療袁孩子現在已能夠自行站立尧扶手而走袁一臉
天眞的笑容人見人愛遥 台灣一位曾姓女孩袁因患小兒
腦癱袁雙手多動袁五指伸展困難袁説話含糊不清遥 經陳
醫生對症治療後袁小姑娘説話流暢清晰袁雙手活動自
如遥 不少海外華人患者贊他是野白求恩式的好大夫袁
醫術高明袁對待患者如親人噎噎冶

幾十年來袁他曾出訪過十幾個國家和地區袁精湛
的醫術使得中外醫學界同仁們驚嘆不已袁 爲中國針
灸走向世界做出了貢獻遥

現在已近六旬的他袁 即將退休袁 但仍然廣施愛
心袁救死扶傷袁仍然向我及其他年輕的醫生手把手的
授業尧解惑袁不勝感激遥 今天的他袁每天都在進修尧鑽
硏袁每天都在進行身體鍛煉袁每天都在做他力所能及
的工作噎噎他的事迹爲我樹立了一面鮮明的旗幟袁
引領着我袁 堅定了我努力做一個有道德尧 有益於人
民尧揚榮棄耻尧無私的人生信念袁更堅定了我努力做
一名珍愛生命尧心系患者尧醫德高尙尧醫術精湛的名
副其實的白衣天使的信念遥

渊作者簡介院陳柏志袁針灸副主任醫師袁著名的老中醫遥 醫

德高尙尧愛崗敬業遥他用中醫針灸醫術袁治療小兒腦癱尧中風偏

癱尧頑固面肌痙攣尧長期失眼尧腰腿痛等等疑難雜症袁均有獨到

之處遥叶泉州晩報曳尧叶福建日報曳尧叶人民日報曳渊海外版冤尧菲律賓

叶世界日報曳尧叶環球日報曳尧馬來西亞叶星州日報曳尧叶南洋商報曳
均有報導他的事迹遥 冤

陳無咎渊1883要1948冤袁號黃溪袁浙江義烏人袁杰
出的中醫臨床家和敎育家袁醫經學派的集大成者袁同
丹溪朱彥修尧花溪虞天民合稱爲野義烏三溪冶遥

陳先生因自愈困擾他多年的頑疾瘧疾而開始學
醫袁曾師從周外翰尧龔茂才尧徐侍卿三位先生遥 早年曾
追隨孫中山參加民主革命袁後棄官行醫袁主要活動于
上海尧杭州尧義烏等地遥

陳先生臨證之餘袁勤于著述袁敎書育人袁並在醫
學期刋上發表多篇論文遥 1925年袁他在上海創辦了我
國早期的中醫學校要要要野漢醫學院冶袁並任野丹溪醫科
學社二十代總敎冶袁努力培養中醫人才袁弘揚中華醫
學遥 1938年袁陳先生出任上海丹溪大學校長袁接受名
譽醫學博士學位遥 他先後擔任中華博醫學會編審主
裁尧中央國醫館學術委員袁並主持中醫學的名詞統一

整理工作遥 他將其一生對醫學的鑽硏心得及治病經
驗編成叶黃溪醫壘曳叢書遥
1 陳無咎的學術特色與學術流派

陳先生之學極具特色袁他論病説理必宗叶內經曳袁
並證之于臨證之中曰處方亦多由自訂袁不輕用他人成
方遥這些特點使他于近代醫家中可謂獨樹一幟遥任應
秋先生曾這樣評價他院野實具有河間尧丹溪之遺緒袁而
駕于叶拾遺方論曳之上矣遥 冶他師古而不泥古袁能將丹
溪學説融入到自己的學術體系之中袁且多具創見遥 筆
者試用兩句話來概括其學術特色院野宗叶內經曳袁論案
説理不失靈活曰法丹溪袁得其神韻不泥其迹遥 冶

朱丹溪對中國醫學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袁其
學術早已融入到中醫學的體系之中袁 陳先生與丹溪
同鄉袁義烏地區歷來崇尙丹溪之學袁因此他無論是讀

陳無咎學術思想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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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書還是跟師學習袁都受到丹溪的影響袁這是不言而
喩的袁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到這點遥 陳先生還曾于
上海創辦丹溪學社袁並任第二十代總敎袁因此許多學
者把他歸爲丹溪學派遥 筆者認爲袁歷史上丹溪確實有
很多弟子袁但他的三位老師周外翰尧龔茂才尧徐侍卿
之傳卻無從考證袁他並沒有明確的傳承關係遥 浙江省
中醫藥硏究院文獻硏究室曾把他和虞天民同列爲
野非丹溪門人而私淑者冶袁比較恰當遥

除丹溪醫著外袁陳先生熟讀古典醫籍袁尤精叶內
經曳袁每讀必領悟古人之本意與精華所在袁反對野墨守
古方袁強符今病冶遥 他臨證堅持野按脈探理袁因時辨
方冶袁一切從患者及病因的實際出發遥 他的著作袁也完
全不同于虞天民那樣因循丹溪袁而多具創意袁別具一
格遥 其論病説理袁則必宗叶內經曳袁先引用叶內經曳原文袁
再結合具體病例進行分析袁這在叶明敎方曳中尤其典
型遥 而他的處方袁也基本上都由自己擬定袁幾乎找不
到丹溪成方的使用遥 雖然他擔任丹溪學社第二十代
總敎袁 但筆者查閲了丹溪學社的簡章袁 其敎授的課
程袁一般先授叶醫學通論曳袁再授叶醫量曳袁次授叶臟腑通
詮曳袁及其他參考書籍袁竟完全沒有提到丹溪的任何
著作遥 這些特點袁筆者初讀之着實感到意外袁但深入
剖析袁則又爲之釋懷而喜悅袁因爲這正反應了先生的
野勤求古訓袁博採衆長冶袁他已將丹溪學説融入到了自
己的學術體系之中了浴 這比之只知因循古方者袁眞不
知要高出多少了浴

在陳先生的著作叶中國醫學通論曳中袁他把中國
醫學歸納爲野導引醫學派冶尧野服食醫學派冶和野理論醫
學派冶三派袁他自己和丹溪尧花溪尧以及歷史上絶大多
數醫家當然都是野理論醫學派冶的袁但野理論醫學派冶
又未免過于籠統遥 任應秋先生曾把他列入 野醫經學
派冶之中袁筆者認爲任老的野醫經學派冶更符合陳先生
的學術特點遥
2 早期的中西醫學匯通思想

陳先生曾就讀于野兩浙高級師範冶袁這爲他打下
了紮實的西學基礎袁使他的思想更爲開放袁較那個時
代的中醫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西醫遥 更難能可貴的是袁
他旣不盲目接受或排斥西醫袁更不盲目迷信中醫袁而
是將中西醫學進行比較袁分其優劣袁互有取捨遥

如在叶醫軌曳一書中袁論痰核尧膽枯尧胃大尧反胃尧
瘰癧尧喘等疾病袁他都分別列舉中西病名尧中西治法袁
對之進行比較遥 對臟腑的硏究袁他借鑒了西醫的解剖
學袁 對中醫一些含糊不清的問題進行了詳盡的分析
硏究遥 比如膵袁在叶醫軌曳野論膵冶尧叶臟腑通詮曳野析脾冶尧
以及叶黃溪大案曳野主脾析冶等章節中袁他從膵的命名尧
解剖尧歷代文獻等方面旁徵博引袁認爲膵爲中醫的脾
之大絡袁即今天解剖學上的胰腺袁其説理極爲透徹明
晰遥

他對西醫的生理尧解剖頗有硏究袁不僅接受了血
液循環學説袁而且能和中醫理論相結合袁有所創新遥
他將血液循環學説和叶內經曳理論相參合袁而創制野一
循環飲冶和野二循環飲冶袁此二方的作用袁野一爲行血去
風邪袁二爲引血歸心臟冶遥

他雖宗叶內經曳卻不迷信袁對一些觀點敢於質疑袁
提出自己的見解遥 如五行生克學説袁他認爲院野五行原
爲假定名詞袁與陰陽同袁其含義甚閎袁若鍥而不捨袁不
但失中醫哲學意味袁直走入魔道矣遥 冶

對於中國醫學之弊端袁他認識透徹袁敢於批評遥
如在叶中國醫學通論曳的緒言中袁他直言不諱的寫到院
野中國醫學之不發達袁且日行退化袁一因社會上觀念
之錯誤袁視醫生爲雜技袁尊之者稱爲神秘袁輕之者詆
爲賤工遥 二因醫人自己行止之虛僞袁未解三墳之意袁
不讀三世之書袁釣名世醫袁標爲三代五代袁七世十世袁
前者以學爲術袁後者以術罔世袁此種錯誤觀念與虛僞
行止不除袁中國醫學永無進化之量遥 中國醫學之書袁
不啻汗牛充棟袁然陳陳相因袁無有爲統系之硏究遥 冶其
剖析可謂入木三分浴
3 闡發醫理袁多有創見

陳先生學識淵博袁其論病説理尧遣方用藥袁自具
風格袁多有創見袁實具一代宗師之風範遥 如對於野虛者
補其母袁實者瀉其子冶的理解袁他將野俗醫冶錯誤理解
的治法袁和他厘正後的治法袁分別列出野客觀冶與野主
觀冶兩個表格袁讀之一目瞭然袁並痛斥俗醫院野未貫先
醫遺論袁錯會經文意旨袁眞自誤而誤人也遥 冶在野脫力
傷寒冶一案中袁他提出野治病不難袁辨證爲難袁辨證旣
明袁用藥乃準冶袁並分別從發病時令尧症狀尧脈象尧熱
象尧神志等七個方面對傷寒與濕溫詳加鑒別遥 處方論
藥袁他獨創野主尧從尧導尧引尧加冶的法則袁規定七錢至一
兩爲主袁四錢至六錢爲從袁一錢至三錢爲導袁一分至
七分爲引袁輕重用捨無定爲加遥 如叶傷寒論蛻曳治張記
室少陽病袁自擬卻變湯袁方中主尧從尧導尧引尧加所對應
藥物清晰明瞭袁該法則實爲對野君尧臣尧佐尧使冶法則的
創新遥

遣方用藥上袁不墨守成規袁如治乳兒喉痹袁他言
簡意賅的概括出了野清血解毒冶這一總的治則袁而在
具體治法上袁則主張野母子同治冶袁列出乳母服尧小兒
服二方袁同時外用豬牙皂尧硼砂尧膽礬尧川郁金尧冰片
藥用葱管蘸少許吹患處遥 論治腎風袁 概括出腎風有
外尧 內二因袁 分別擬定磨腎去風湯和鞏腎去風湯二
方遥 在叶傷寒論蛻曳中袁他沒有完全因循仲景的用藥套
路袁而是根據當時的氣候尧體質等特點袁創制了一系
列性味較爲平和的方劑遥

陳先生對丹溪學説亦有一定的發揮袁如野陽有餘
陰不足冶論袁他認爲其涵義是野吾人之腎陽容易發動袁
故陰精時見不足也冶遥 對於丹溪野白術尧黃芩安胎之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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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也冶之説袁認爲這是利用野白術之甘辛而止袁黃芩之
苦寒而達冶袁並對張錫純尧陳修園之言進行了駁斥袁指
出他們的論點錯在黃芩的用量過大上袁 自成一家之
言遥

陳先生臨證之外袁 積極敎書育人袁 培養中醫人
才袁勤于著述袁是一位著名的中醫臨床家和敎育家袁
生前有很高的聲望袁更有着不平凡的革命經歷袁種種
因素袁決定着先生不該被今天的人們所遺忘遥 所幸筆
者主編的叶陳無咎醫學八書曳已于2010年2月由中國
中醫藥出版社出版袁本文即是全書引言部分的縮寫遥
欲體會醫經學派之特色者袁不可不讀陳無咎曰欲探討
丹溪學派之傳承者袁不可不讀陳無咎曰而治學中醫有
志光大中醫之學者袁更不可不讀陳無咎浴

渊作者簡介院姜宏軍袁男袁1974年9月出生袁2000年6月畢業

于上海中醫藥大學七年制專業袁碩士袁上海市長寧區天山中醫

醫院副主任醫師袁 師承龍華醫院徐蓉娟敎授袁 長期從事糖尿

病尧甲狀腺疾病等內分泌代謝病的中西醫結合診治工作遥現爲

上海市中西醫結合學會內分泌代謝病專業委員會委員遥手機院
13046612610曰郵箱院jhjziya@163.com冤
附院陳無咎先生簡介

陳無咎渊1883要1948冤袁號黃溪袁浙江義烏人袁杰出的中醫

臨床家和敎育家袁醫經學派的集大成者袁同丹溪朱彥修尧花溪

虞天民合稱爲野義烏三溪冶遥 陳先生因自愈困擾他多年的頑疾

瘧疾而開始學醫袁曾師從周外翰尧龔茂才尧徐侍卿三位先生遥早

年追隨孫中山參加民主革命袁後辭官行醫袁主要活動于上海尧
杭州尧義烏等地遥 陳先生之學極具特色袁他論病説理必宗叶內
經曳袁並用以徵諸實驗曰處方亦多由自訂袁不輕用他人成方遥 這

些特點使他于近代醫家中可謂獨樹一幟遥陳先生臨證之餘袁積
極敎書育人袁培養中醫人才袁勤于著述遥 于1925年在上海創辦

了我國早期的中醫學校要要要野漢醫學院冶袁並任野丹溪醫科學社

二十代總敎冶遥

吳光烈主任中醫師是閩南泉州市南安中醫院老
中醫袁 在福建及東南亞一帶享有盛名袁 爲我國首批
全國500名老中醫藥專家經驗繼承導師之一遥 他的繼
承人相繼整理出版了叶吳光烈臨床經驗集曳尧叶吳光烈
婦科治驗歌訣曳尧叶吳光烈臨床驗案精選曳尧叶吳光烈兒
科經驗選集曳等書袁深受醫界好評和讀者喜愛袁已獲
奬多項袁今讀其新近卷叶吳光烈驗案精選曳冤學苑出版
社袁2009年版冤袁讀之受益良多袁現淺述如下院
1 吸取歷代醫學之精華袁自成學派

吳老幼秉庭訓袁 自小在父指導下熟讀中醫各家
學説袁尤潜心鑽硏仲景方藥袁吸取精華袁承而變通袁師
古不泥袁活病活方袁闢古方新用途袁臨床60余載屢試
屢驗遥 例如院炙甘草湯爲叶傷寒論曳治脈結代袁心動悸
之方劑袁吳老運用于陽虛陰虧袁津乏腸枯之便秘袁效
若桴鼓袁 其重在辨證及對藥物屬性特性在臨床應用
的獨特體會袁其認爲炙甘草一味支持胃氣袁以資脈之
本源袁具有生血定悸袁養陰潤燥之功袁至爲重要袁確給
讀者以耳目一新袁又深受啓發之感遥
2 遣方用藥獨具巧思袁拓寬其藥用

遣方用藥獨具巧思袁 頗有獨到之處袁 實可傚法
之遥 如吳老善用細辛袁取其潤燥通便治陽虛陰凝袁運
送失常之大便秘結曰溫膽除驚治小兒膽虛驚癇曰溫經
通絡治療下焦虛寒尧 濕滯胞宮之不孕症冤 輸卵管閉

塞冤曰殺蟲止癢功效治療陰門奇癢曰此外袁吳老還妙用
細辛潤肝燥袁條暢肝木袁以生氣血之理袁治療煩躁失
眠尧耳鳴目昏尧偏頭痛尧風痙尧嬰兒腹脹尧手指拘攣等
病例袁對風寒邪入至陰重症遥 値得特別指出的是吳老
據成無己野細辛能潤腎燥冶之説袁用細辛于治便秘而
顯效袁雖仲景常用細辛未見用于便秘袁後世亦少見實
例遥 于用量上袁吳老每用9g以上袁療效顯著且未見弊
端遥 由此可見袁應閲深識廣袁方能結合臨床而靈活應
用袁博而約之遥
3 藥食同源袁 妙在扶正祛邪

觀其書袁吳老尤喜應用藥食同用袁其認爲治病不
能徒恃藥物袁應從護理尧飲食上配合袁尤重視飲食療
法遥 根據野藥食同源冶理論袁自擬葱腎湯尧椿杞豬肚湯尧
生薑鷄肉湯尧緑豆羊肉湯尧茵扁鷄肉湯尧振陽起勃湯尧
胃痛四味湯尧苧蓮安胎飲尧芪桂鰻魚湯尧麥冬橄欖湯
等食療方袁屢收良效遥
4 心存仁術袁盡傳家秘驗方

醫界有一陋習袁 凡行之有效的驗方袁 多師徒授
受袁父子相傳袁嚴重束縛了中醫學的發展袁吳老出身
于六代中醫世家袁自幼隨父行醫袁繼承家傳秘驗方袁
臨床60多年屢試屢驗遥 如用家傳秘方 野胃寶冶尧野孕
寶冶尧野清理解毒湯冶尧野四味掃毒癀冶尧野咽喉萬應散冶及
治療小兒遺尿絶招袁在本書中毫無保留地貢獻出來遥

讀叶吳光烈驗案精選曳有感
要要要閲深識廣袁理達博約

張喜奎 陳麗貞

渊福建中醫藥大學 350003冤

96



可見其待人以誠袁業醫之精誠袁醫者若俱如吳老袁則
是醫界之大幸袁實爲後輩敬仰遥

筆者不才袁不能盡顯其書之精奧袁僅以管窺之袁
其獨具特色的寶貴經驗袁値得各科中醫尧中西醫結合

醫學習袁且確深受其啓發袁感之尤深乃吳老之閲深識
廣袁理達博約袁故而爲上文袁僅願與同道共勉袁勵志勤
學遥

膏方製作和應用袁 是我的導師黃秋雲主任于
2007年底親自率隊到外省參觀學習論證後袁 經過幾
個月時間的反復實踐袁工藝穩定袁流程通暢袁質量穩
定後投入生産袁塡補了我省空白袁是對福建中醫藥事
業的一項貢獻遥 這項工作傾注了老師的一番心血袁老
師和福州市中醫院中醫藥專業人員一道袁 都付出了
辛勤的勞動袁老師在對膏方工作進行系統總結後袁把
膏方製作和應用在2008年2月安排到我們師承學習
的內容中袁 在學習過程中重視強化我們實踐操作能
力訓練袁要求我們要掌握技術要點遥 在學習過程中形
成了製作與應用的初淺認識袁現予以總結遥

膏方因爲具有滋補作用袁因此又稱膏滋遥 膏方歷
史悠久袁在中醫經典著作叶黃帝內經曳中就已有記載遥
中醫膏滋藥袁是中華醫學寶庫中的一顆明珠袁經過千
百年的磨礪袁越發彰顯着她的璀璨袁以其簡便及極佳
的效果袁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喜愛遥 膏方具有補
虛和治病兩大特點尧野陰平陽秘袁以衡爲補冶袁完全體
現了傳統醫學的整體觀念遥

膏方在臨床中的應用院
補虛扶弱 凡氣血不足尧五臟虧損尧體質虛弱或

因外科手術尧産後以及大病尧重病尧慢性消耗性疾病
恢復期出現各種虛弱諸證袁無論是因虛致病袁還是因
病致虛者袁均宜冬令進補膏滋藥袁能有效促使虛弱者
恢復健康袁增強體質袁改善生活質量遥

抗衰延年 老年人氣血衰退袁精力不足袁臟腑功
能低下者袁可以在冬令進補膏滋藥袁以抗衰延年遥 中
年人袁 由於機體各臟器功能隨着年齡增加而逐漸下
降袁而工作壓力和家庭負擔尧生活變故等社會尧心理
因素的壓力都在上昇袁容易未老先衰袁如頭髮早白袁
頭暈目眩袁耳鳴眼花袁腰疼腿軟袁神疲乏力袁心悸失
眠袁記憶衰退等袁亦需及時健康投資袁首選冬令進補
膏滋藥袁以增強體質袁防止早衰遥

糾正亞健康狀態 膏滋藥以補爲主袁糾偏祛病袁
對調節陰陽平衡袁糾正亞健康狀態袁使人體恢復到最
佳狀態的作用最爲顯著遥 在節奏快尧壓力大的環境中
工作袁不少年輕人因精力透支袁出現頭暈腰酸尧疲倦

乏力尧頭髮早白等亞健康狀態袁膏方可使他們恢復常
態袁防患于未然遥

防病治病 衆所周知袁枇杷膏能治痰熱咳嗽袁益
母草膏能治婦女月經不調袁 夏枯草膏能治甲狀腺腫
大袁十全大補膏治療貧血有效遥 針對患者不同病證開
列的膏方確能防病治病袁 尤其對處于康復期的癌症
病人袁 在冬令服食扶正膏滋藥袁 不僅能提高免疫功
能袁而且能在體內貯存豐富的營養物質袁有助于來年
防復發袁抗轉移袁對防止癌症捲土重來大有裨益遥

美容養顔 如福州市中醫院用創新工藝生産的
一款塊狀膏方袁 核桃黑芝蔴阿膠膏袁 應用于女性美
容袁具有口感好袁易於攜帶袁準確定量等優點遥

對老年病尧 慢性病的調理膏方存在補虛和療疾
兩方面感召袁在慢性病醫治順應性方面存在優越性遥
老年慢性病患者大多病程長袁久病消耗袁氣血陰陽有
所短少袁非一針一藥能短時調治袁如果能適時調補養
生袁可以推延衰老和疾病的發生袁膏方調補是實現調
補養生的最好途徑遥 文獻報道院 全國著名脾胃病專
家袁 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單兆偉敎授以膏方
治療老年性胃病就有顯著臨床效果袁 上海中醫藥大
附屬龍華醫院周端敎授治療高血壓喜用膏方袁 獨具
特色遥

六院作爲我市唯一一家綜合性老年醫院袁 承擔
着爲我市上千名市區兩級離休老幹部醫療保健任
務袁且經常有老年患者慕名而來就診遥 但是由於人員
場地條件限制袁目前還暫不具備膏方配制條件袁我很
希望能否通過與福州市中醫院合作袁 以六院醫生開
具膏方處方由福州市中醫院代爲製作袁 代送到病人
手中的方法曰或參考醫院製劑院間調劑規定袁經國家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或者省級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批準袁在規定的期限內袁在指定的醫療機構間合法調
劑袁方便需要膏方調理的患者使用袁希望有關部門能
夠予以協調遥

渊作者簡介院趙雷渊1970-冤袁女袁副主任中藥師袁福州市第六

醫院藥劑科袁硏究方向爲中藥藥膳袁爲全國第四篇老中醫藥師

承學生袁師從于黃秋雲導師遥 冤

膏方製作與應用之淺見

趙蕾渊福州市第六醫院冤 徐君渊福建中醫藥大學在讀硏究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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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癱袁學名面神經麻痹袁也稱面神經炎尧貝爾氏
麻痹尧亨特綜合症袁俗稱野歪嘴巴冶尧野歪歪嘴冶尧野吊線
風冶尧野吊斜風冶尧野面神經炎冶尧野歪嘴風冶等袁是以面部
表情肌群運動功能障礙爲主要特徵的一種常見病袁
一般症狀是口眼歪斜袁是一種常見病袁多發病袁不受
年齡和性別限制遥 往往抬眉袁閉眼袁鼓腮等動作受限
制遥 原我院院長袁 國家級老中醫專家吳光烈主任醫
師袁從事醫療尧敎學尧科硏60餘年袁造詣頗深袁擅治內
科雜症袁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袁尤其在各種疑難雜
症的治療方面有獨到見解遥 筆者在學習他的臨床驗
方精選過程中袁對其治療面癱經驗進行了臨床應用尧
分析尧整理尧總結袁並結合針灸治療袁取得滿意療效袁
現介紹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本組患者58例袁男30例袁女28例遥 年
齡最大者65歲袁最小者4歲袁其中1耀10歲2例袁10耀20歲
8例袁20耀60歲45例袁60歲以上3例遥病程最短1天袁最長
一年袁平均爲14天遥
1.2 臨床表現 多數病人往往在清晨洗臉尧漱口時
突然發現一側面頰動作不靈尧嘴巴歪斜遥 病側面部表
情肌完全癱瘓者袁前額皺紋消失尧眼裂擴大尧鼻唇溝
平坦尧口角下垂袁露齒時口角向健側偏歪遥 病側不能
作皺額尧蹙眉尧閉目尧鼓氣和噘嘴等動作遥 鼓腮和吹口
哨時袁因患側口唇不能閉合而漏氣遥 進食時袁食物殘
渣常滯留于病側的齒頰間隙內袁 並常有口水自該側
淌下遥
2 治療方法

2.1 中藥治療院 白附子6克尧殭蠶6克尧全蝎6克尧川蜈
蚣3條尧水煎服袁每日一劑袁早晩分服袁十劑爲一療程遥
渊揖吳光烈臨床驗方精選铱要要要面癱第七方冤 隨證加
減院若伴耳後疱疹疼痛袁則可加板藍根尧連翹尧白芷尧
細辛曰若瘀血症狀明顯袁則可加桃仁尧紅花尧當歸尧赤
芍尧地龍曰若面部肌肉萎縮袁皮膚麻木較甚者袁可加當
歸尧紅花曰若眼瞼閉合無力者袁可加黃芪尧黨參尧升麻遥
2.2 針刺治療院陽白尧太陽尧頰車尧地倉尧風池尧合谷每
天一次袁每次半小時袁十次爲一療程遥 隨證加減院抬眉
困難加攢竹曰 鼻唇溝變淺加迎香曰 人中溝歪斜加水
溝曰頦唇溝歪斜加承漿遥
2.3 艾灸療法院取穴院翳風遥取清艾條1支袁點燃一端袁

手持另一端對準穴位懸灸袁每次30分鐘遥
3 療效標準

痊癒院症狀消失袁面部表情肌運動功能恢復袁左
右對稱遥 有效院症狀基本消失袁外觀基本正常遥 無效院
症狀無改善遥
4 治療結果

本組58例袁 治愈44例袁 有效12例袁 總有效率爲
96.6豫遥其中治愈病例中治療時間最短者3天袁最長者
90天袁平均18天遥 全部病例在治療期間未發現任何毒
副作用遥
5 典型病例

陳某袁男袁32歲袁主訴院口眼歪斜8天遥 就診時口眼
歪斜袁惡風畏寒袁口淡肢冷袁舌質淡苔白袁脈浮遥 查體院
右側額紋消失袁眼瞼不能閉合袁流淚袁鼻唇溝消失袁口
角向左歪斜袁鼓腮漏氣遥 顱腦CT院未見異常曰血常規院
淋巴細胞略有增高遥 中醫診斷爲面癱渊風寒阻絡冤曰西
醫診斷院外周性面神經炎遥 經上方中藥並結合針灸治
療12次後袁右額紋存在袁右眼閉合正常尧有力袁口眼無
歪斜遥
6 討論

面癱俗稱口眼歪斜尧卒口僻遥 隋窑巢元方叶諸病源
候論曳風口候記載院野風邪入于足陽明手太陽之經袁
遇寒則筋急引頰袁故使口僻遥 冶吳老認爲本病多由正
氣不足袁絡脈空虛袁衛外不固袁風寒之邪乘虛而入中
經絡袁氣血痹阻袁面部足陽明失于濡養袁以致肌肉縱
緩不收所致遥 現代醫學認爲袁風寒導致面神經血管痙
攣尧缺血尧水腫袁使面神經受壓袁神經營養缺乏袁以致
引起神經變性而致病遥 吳老方中用殭蠶尧全蝎尧白附
子尧蜈蚣具有祛風尧活絡尧通經脈的作用曰其中蜈蚣還
有興奮神經的作用曰白附子還有增加組織代謝袁減輕
炎症和水腫袁促進血液循環暢通遥 針灸療法治療該病
療效好袁痛苦小尧方便尧時間短袁也是治療該病的一種
行之有效的方法遥

針藥結合袁雙重作用袁祛風散寒袁振奮陽氣袁溫通
經絡袁調和氣血的功效袁使邪去正復袁風寒得除袁經絡
得養袁血脈流暢袁面癱乃愈遥

國家級名老中醫吳光烈治面癱臨床經驗體會

葉永財 鄭忠誠 林林森

渊南安市中醫院 3623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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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克勤敎授是北京名醫敎授尧 吉林省終生名中
醫尧吉林英才尧中華中醫藥學會師承導師尧世界中醫
骨傷科聯合會常務副主席尧 中國人才骨傷協會常務
副理事長尧中華骨傷協會副會長尧終生享受國務院政
府特殊津貼遥 黃克勤敎授學識水平深厚袁臨床上經過
幾十年硏究發明野股骨頭壞死新療法冶採用中醫辨證
施治尧專病專方尧對骨蝕病的硏究確有專長袁取得了
較好療效袁現對骨蝕治療經驗介紹如下院
一尧對病因病機的認識

據報道骨蝕證發病每年國內約20萬人袁 而且發
病率逐年上昇遥 骨蝕證是由於肝腎精虧尧腎中陽虛袁
氣血運行不暢袁瘀毒尧內結尧不能充養筋骨袁使筋攣袁
骨枯袁髓減而發生袁野肝主筋尧腎主骨尧骨生髓冶袁筋骨
依賴肝腎精血的充養袁又賴腎中陽氣溫養遥 骨蝕證正
如叶靈樞窑刺節眞邪曳篇曰院野虛邪之入于身也深袁寒與
勢相搏袁久留而內著袁寒勝其勢袁則骨疼肉枯尧熱勝其
寒袁則爛肉腐肌爲膿袁內傷骨袁內傷骨爲骨蝕冶遥 其發
病病因大致有幾種院淤先天不足袁稟賦虛弱袁父母體
衰袁精血不旺袁或妊娠期失于調攝袁胎兒腎精不足袁
叶虛勞心傳窑虛證類曳曰院野有童子亦患此者袁則由於先
天稟受之不足袁而稟于父母氣者尤多冶遥 于煩勞過度袁
縱欲妄爲袁形神過耗袁則損及五臟遥 盂飽食不常袁擇食
失調袁損傷脾胃袁則不能生化氣血袁充養筋骨遥 榆藥物
如激素可致人體內氣虛毒滯于體內破壞了骨內結構
而發骨蝕遥 綜上所述袁本病大多屬於虛勞範疇袁主要
有先天和後天兩大因素袁加之體內濕熱藴結袁氣滯血
瘀袁腎陽虛損袁氣虛瘀毒及肝腎陰虛致使筋骨袁肌肉
受損發生骨蝕證遥

1尧股骨頭壞死損傷其筋骨袁骨蝕而髓枯袁髓枯則
骨化而骼消袁根據野化腐生新袁托瘡生肌袁偎膿長肉冶
的學術思想袁 對股骨頭壞死的修復袁 在于養氣續筋
骨袁益髓添精袁生血補髓袁達其扶正固本袁惟朽骨生新
骨袁筋脈骨肉袁互爲其根袁和其順達袁而骨壯筋柔袁關
節滑利遥

2尧根據中醫基礎腎主骨的理論袁腎主骨生長袁益
髓塡精袁促進骨細胞及機體的生長尧發育鈣化的代謝
過程袁促進骨的修復和重建遥

3尧根據wolff定律袁骨內應力狀態決定骨的重建遥
4尧根據骨及軟骨的力點特性袁骨內應力産生的

電位渊SGP冤會引起細胞反應導致骨生長袁促進骨重
建袁修復骨結構遥
二尧 股骨頭壞死新療法突破要點

1尧圖像診斷學袁應用野股骨頭壞死計算機圖像分
析系統冶袁實現了超微結構量化診斷袁股骨頭結構形
態學分析袁 對股骨頭壞死面積分析及治療前後骨修
復情况可詳細對比分析袁 對判斷病情走勢及預後非
常重要遥

2尧中醫治療學袁應用野股骨頭壞死治療儀冶實現
了經絡穴位電信號釋放袁調整骨內電化學環境袁促進
骨生長袁修復骨結構袁非手術尧無損傷尧保存髖關節結
構完整性的條件下袁扶正固本袁去腐生新袁提高骨小
梁強度尧密度和剛性袁改善股骨頭力學性能袁實現骨
壯筋柔袁髖關節功能再現之目的袁從而提高患者的生
活質量遥

3尧中醫藥物學袁應用野承載丸系列中藥冶扶正固
本袁益髓添精袁清除軟骨尧骨細胞陷窩處脂肪滴袁提高
骨小梁力學性能袁實現了結構修復袁氣血自通遥

4尧中醫筋骨錯縫理論袁應用野骨盆平衡調整法冶
糾正骨盆傾斜尧結構異常袁實現了骨盆正尧脊柱直尧髂
脊線尧髖臼線尧坐骨底角線平行袁閉孔等大遥

5尧中醫康復醫學袁應用野髖關節模造法冶力電效
應實現了滑利關節袁骨壯筋柔遥

6尧中醫護理醫學袁應用野髖關節動態護理法冶突
破了靜態療法袁長期臥床尧牽引尧石膏固定的理念遥 實
現了動態護理袁功能適應性生理活動袁應力促進骨生
長和發育袁調養神志袁攝養爲先袁至親施護遥
三尧 選方用藥經驗

根據中醫經絡學説袁 運用股骨頭壞死治療儀作
用于不同穴位袁 改善骨內電位差和髖關節內生物電
化學環境袁除朽骨生新骨袁促進壞死區修復袁配合使
用系列外用中藥袁使之有效成分和微量元素袁按髖關
節周圍設定穴位向體內釋放袁 提高骨密度和骨小梁
承載強度遥 口服中藥承載丸溫腎益髓改善雌激素水
平低下狀態袁改善骨內循環袁清除脂肪滴袁完善骨的
重建和修復能力遥 外用中藥紅寶散尧珍芪散尧生骨散
活血化瘀袁通經活絡袁去濕止痛袁化腐生骨袁益髓添
精袁促進骨細胞生長袁清除死骨之功效遥
四尧典型病例

黃克勤敎授中醫非手術治療晩期股骨頭壞死經驗

黃 宏

渊北京皇城股骨頭壞死專科醫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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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病例1 患者袁 男袁13歲袁2004年12月走路
時摔倒後出現左髖部疼痛袁 未經治療袁2005年2月疼
痛加重袁跛行在西安西京醫院拍片確診爲野左側股骨
頭壞死冶 住院治療兩周袁 回家後仍左髖疼部間斷疼
痛袁與2006年4月回來我院經查以野左側股骨頭壞死冶
收入住院治療袁入院時查體院症見跛行袁左髖部隱痛袁
活動加重袁怕冷袁舌質淡紅袁苔質白袁脈沉細袁中醫辨
證腎陽虧損袁左側大粗隆區壓痛渊+冤尧叩擊痛渊+冤袁功
能活動正常袁肢體較對側短縮1.5要2cm遥 X光片顯示院
左側骺核吸收袁骺板下骨結構破壞有低密度減低區袁
骨小梁稀疏紊亂袁骨灰度値高低不均袁治療後經用股
骨頭壞死治療儀生物電信號釋放袁 中藥承載丸早晩
各6克袁骨盆調整等綜合治療遥2008年6月4日X光片顯
示院左側股骨頭輪廓線較前光滑連續袁塌陷吸收壞死
區重新長出新骨袁 股骨頭修復呈球形袁 雙側下肢等
長袁臨床治愈遥
圖 1

典型病例2 患者袁 女 袁55歲袁 2004年因外傷
致右側股骨頸骨折袁 在邢台第三人民醫院行加壓螺
紋內固定術袁2004年3月出現右側髖部疼痛袁 在武漢
鄭氏骨科醫院拍片診斷野右側股骨頭壞死冶袁于2004
年5月22日在河北省醫院就醫建議置換人工關節袁病
人拒絶袁又在當地惠仁醫院中藥治療3個月袁爲進一
步治療于2004年9月22日來我院經查以野右側股骨頭
壞死冶收入住院袁入院時症見右髖部疼痛袁活動後加

重袁伴有前屈尧外展功能受限袁盜汗袁口干袁舌質紅袁苔
薄白袁脈沉弦袁中醫辨證肝腎陰虛袁查體院右側大粗隆
區叩擊痛渊+冤袁野4冶字試驗渊+冤袁前屈功能50度袁外展25
度袁 計算機圖像診斷分析顯示院 右側股骨頭塌陷變
形袁骨皮質線破壞不連續袁外緣死骨吸收袁缺損袁股骨
頭內伴有低密度區袁骨小梁稀疏紊亂袁採用股骨頭壞
死治療儀生物電信號釋放袁 中藥承載丸每次6克袁每
日3次口服袁進行髖關節模造等綜合治療袁功能恢復
正常袁股骨頭壞死缺損區修復袁骨皮質線連續袁骨結
構修復袁臨床治愈遥
圖2

按院骨蝕證治療採用黃克勤敎授發明的野股骨頭
壞死新療法冶不開刀手術尧不打針袁不用任何西藥製
劑袁保存髖關節完整性袁使股骨頭內壞死骨清除袁囊
變區內新骨充塡袁修復斷裂帶袁骨皮質線連續袁骨小
梁分布均匀袁 實現股骨頭修復的同時改善髖關節功
能袁股骨頭不再繼續破壞袁重塑股骨頭形態袁治療過
程在減輕病人的痛苦中得到康復袁 黃克勤敎授硏究
的野股骨頭壞死新療法冶開闢了治療股骨頭壞死新的
途徑和方法遥

渊通信作者院黃宏袁女袁碩士袁主任醫師袁北京皇城股骨頭壞

死專科醫院業務院長袁 中國骨傷人才學會副會長遥 發明專利

野股骨頭壞死計算機圖像分析系統冶 尧野股骨頭壞死治療儀冶等
多項專利技術遥 手機院13910718137曰Email院H.H.D.Y.X@163.
com冤

治療前 治療後

治療前 治療後

李炳文主任袁海軍總醫院專家組成員袁中醫首席
專家袁軍隊野國師名醫冶袁博士生導師袁全國老中醫藥
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袁 享受國務院特殊

津貼遥 李主任從醫近50載袁理論尊經典袁臨證重色脈袁
診治務求與時俱進袁發揚創新遥 近十幾年來袁致力于
抑鬱症的臨證硏究袁從中醫學角度對其病因尧病機有

李炳文主任論治抑鬱症心法

霍雲華袁韓笑冰袁曹守忠袁王惠玲 指導院李炳文

1.總裝備部北京奧林佳苑干休所袁北京100192曰2.北京長靑肛腸醫院曰3.北京黃家醫圈中醫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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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思考袁 用之于臨床其效如神袁 病人遍及國內
外遥 筆者作爲其學術繼承人侍診左右袁現將其論治的
經驗整理如下遥
一尧關於抑鬱症

抑鬱症袁又稱情感障礙或心境障礙袁是一組以情
緒低落尧思維遲緩尧意識活動減退和多種軀體症狀爲
主要特徵的綜合徵遥 據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統計數
據袁目前全世界抑鬱症的患病率達4%遥 心身醫學尧醫
學心理學尧精神病學新近硏究資料表明袁典型的心身
疾病要要要抑鬱症的現患病率已超過心腦疾病和腫
瘤袁躍居發達國家第一位遥 預測到2020年袁抑鬱症將
成爲僅次于癌症的人類第二大致殘因素遥 雖然中醫
學並沒有抑鬱症這一病名袁但早在叶內經曳時期就有
了野五郁冶尧野五勞冶之説遥 叶傷寒雜病論曳則有野七傷冶尧
野虛勞冶之論遥 金元時代袁朱丹溪提出野氣尧血尧痰尧火尧
濕尧食冶六郁之説遥 而後張景岳更有系統的論述院野至
若情志之郁袁則總由乎心袁此因郁而病也遥 冶並指出情
志之郁以野怒郁尧思郁尧憂郁冶三者爲主的見解遥 李炳
文主任通過長期的生活觀察及臨床實踐袁 提出現代
醫學所説的抑鬱症應屬於中醫虛勞加郁證的範疇袁
並名之曰野郁勞病冶遥 儘管引發該病的具體原因不同袁
病情複雜多變袁但揆其總要袁無不由憂思郁怒尧勞心
傷志而誘發的情志失調尧氣機違和尧臟氣損傷所致遥
故治療貴在形神兼顧尧治養結合尧緩中補虛袁務使臟
腑安和袁百脈流暢袁則郁勞可解遥
二尧抑鬱症的病因病機

李炳文主任認爲袁 抑鬱症的主體病因爲憂思郁
怒尧勞心傷志遥 抑鬱症的病機爲氣血逆亂尧陰陽失和尧
虛實夾雜尧形神俱病遥 野郁者袁結聚而不得發越也遥 當
升者不升袁當降者不降袁當變化者不變化冶渊戴原禮冤
叶金匱鈎玄曳遥 叶靈樞窑邪客曳曰院野心者袁五臟六腑之大
主袁精神之所捨也遥 冶若勞心過度袁損傷心神袁使心失
所養袁神無所歸袁心失主宰袁則五臟六腑皆搖遥 叶張氏
醫通窑卷三窑諸氣門上窑郁曳中提出院野郁證多源于志慮
不伸袁而氣先受病遥 冶思慮太過袁煩勞無度曰或起居無
常袁飲食不節曰或郁怒不解袁肝氣橫逆都使得脾胃受
損袁氣機升降失常遥 脾失健運袁氣血化生乏源而漸至
氣血虧虛遥 七情過激袁徑傷五臟之氣袁造成臟腑氣血
的紊亂與耗散袁致成虛勞之症遥 五臟各失所藏袁神魄
魂意志無所歸依而成爲野神病冶遥 叶素問遥 陰陽應象大
論曳曰院野人有五臟化五氣袁以生喜怒悲憂恐遥 冶五臟藏
五神主五志袁 是中醫學對神經要內分泌要免疫網絡
系統及精神心理調節的生理病理狀態的高度概括袁
也爲從臟腑論治抑鬱症提供了理論依據遥 正如叶雜病
源流犀燭窑諸郁源流曳説院野諸郁袁臟氣病也袁其原本于
思慮過深袁更兼臟氣弱袁故六郁之病生焉遥 冶叶類經治
裁窑郁證曳雲院野七情內起之郁袁始而傷氣袁繼必傷血袁

終乃成勞遥 冶説明抑鬱症無論因虛致郁或因郁致虛袁
總以臟腑陰陽氣血的虛損失調爲根本發病機制遥
三尧 抑鬱症的臨床表現及診斷

抑鬱症的核心症狀爲情緒低落尧 思維遲鈍和言
語動作減少袁亦稱抑鬱症三聯症遥 以心境低落爲主要
臨床相遥 診斷需具備以下至少4項症狀袁且症狀持續
時間不少于2周院1興趣喪失尧無愉快感曰精力明顯減
退或疲乏感曰2精神運動性遲緩或激越曰3自我評價過
低尧 自責或有內疚感曰4聯想困難或自覺思考能力下
降曰5反復出現自殺傾向或自殺尧 自傷行爲曰6睡眠障
礙袁如失眠尧早醒袁或睡眠過多曰7食慾降低或體重明
顯減輕曰對小事很緊張袁老是挂在心上遥
四尧抑鬱症的辨證及治法

李炳文主任治療抑鬱症以形神兼顧尧緩中補虛尧
調和氣血尧治養結合爲總法袁以舒肝解郁尧健脾益氣尧
理氣活血尧養心安神尧化痰祛濕尧交通心腎等爲主要
治則遥 他認爲治療此病的關鍵在于病者能夠移情易
性袁堅持治療袁認眞調養曰醫者則要注重心理疏導袁建
立良好的醫患關係袁且處方用藥務求純和靈動袁鼓舞
生機袁有方有守袁假以時日袁以求撥亂反正袁實現臟腑
和諧袁氣血調暢袁恢復機體內部正常生理秩序遥 根據
臨證實際將治療分爲八法袁並總結出提針對性方藥袁
應用十分便捷遥 現簡述如下院

渊一冤理氣活血袁燮理陰陽法
主要症候院神情煩亂袁或多愁善感袁或煩躁易怒袁

夜寐不安袁悲傷欲哭曰面色黧黑或暗黃袁胸悶氣短袁心
悸健忘袁胸脅刺痛袁或全身游走性疼痛曰陣發烘熱出
汗袁手足心熱曰月經不調袁痛經或有血塊遥 舌質紫暗有
瘀點或瘀斑遥 脈沉弦細澀遥

辨證院氣滯血瘀袁陰陽失調
方藥院血府逐瘀湯加二仙湯院柴胡尧赤芍尧川芎尧生地尧
當歸尧桃仁尧紅花尧桔梗尧川牛膝尧鹽知母尧鹽黃柏尧仙
茅尧仙靈脾尧巴戟天等遥

渊二冤健脾益腎袁化濕升陽法
主要症候院 精神抑鬱袁 缺乏生活情趣或自寡自

閉袁甚者有輕生念頭曰面色恍白袁或面色如塵袁頭目昏
蒙不清袁或眩暈或頭痛或耳鳴袁肢節痠痛袁腰酸腿軟
神疲自汗袁消瘦納獃袁四肢不溫曰大便溏或急迫袁或排
便不暢遥 舌質淡或有齒痕苔薄白膩有水滑遥 脈沉細袁
或芤遥

辨證院脾腎兩虛袁濕阻清陽
方藥院東垣清暑益氣湯加味院黨參尧麥冬尧五味

子尧柴胡尧葛根尧靑皮尧陳皮尧黃芪尧黃柏尧蒼術尧白術尧
當歸尧澤瀉尧神曲尧枸杞子尧仙靈脾尧仙鶴草等遥

渊三冤滋陰降火袁交通心腎法
主要症候院精神緊張袁焦慮易怒袁精神不集中袁甚

則躁動不安曰心煩不眠袁或入睡則亂夢紛紜曰口苦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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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袁五心煩熱袁小便黃赤遥 舌質紅或紅絳袁苔黃遥 脈弦
細數遥

辨證院陰虛火旺袁水火失濟
方藥院黃連阿膠湯合百合地黃湯院黃連尧黃芩尧白

芍尧阿膠尧鷄子黃尧百合尧生地袁首烏藤尧遠志等遥
渊四冤化痰降濁袁養心安神法
主要症候院焦慮膽怯袁憂思善疑袁或如獃如痴曰夜

寐不安袁甚則徹夜難眠袁多夢易驚曰短氣心悸袁頭眩耳
鳴曰脘痞不舒袁噯氣嘔噁袁或呑酸嘈雜袁納獃肢困曰大
便溏薄或排便不暢遥 舌紅苔白厚膩遥 脈沉細滑遥

辨證院心膽氣虛袁痰濁蒙蔽
方藥院十味溫膽湯合白金丸加減院橘紅尧清半夏尧

茯苓尧竹茹尧炙甘草尧膽南星尧枳實尧郁金尧枯礬尧石菖
蒲等尧合歡皮尧首烏藤尧黨參尧五味子等

渊五冤疏肝解郁袁健脾養血法
主要症候院情緒鬱悶袁悲傷欲哭袁缺乏生活情趣袁

自我評價低袁煩亂易怒曰面色晦暗或萎黃袁神疲食少袁
胸脅脹痛袁四肢乏力袁形體消瘦曰便秘或便溏袁月經不
調遥 舌質嫩紅苔薄白遥 脈沉弦細或細澀遥

辨證院肝郁脾虛袁血虧臟躁
方藥院加味逍遙散合甘麥大棗湯院柴胡尧當歸尧白

芍尧茯苓尧白術尧炙甘草尧薄荷尧炮姜尧丹皮尧炒栀子尧浮
小麥尧大棗等遥

渊六冤滋陰養血袁安神定志法
主要症候院精神萎靡袁心悸怔忡袁夜寐不安袁失眠

健忘曰面色不華袁頭暈耳鳴袁兩眼干澀袁體羸氣短袁不
耐煩勞曰月經量少遥 舌質瘦小色嫩紅苔薄白或少苔遥
脈沉細弱或結代遥

辨證院勞傷氣血袁心神失養
方藥院炙甘草湯加味院炙甘草尧生薑尧黨參尧生地尧

桂枝尧阿膠尧麥冬尧麻仁尧大棗尧合歡皮尧首烏藤袁浮小
麥等

渊七冤清利肝膽袁疏解風火法

主要症候院煩躁易怒袁頭暈頭痛袁夜寐多夢袁精力
不能集中曰目赤袁耳鳴袁口苦咽干袁口中異味袁胸滿脅
痛曰小便黃袁大便干遥 舌質鮮紅苔薄黃遥 脈浮弦數遥

辨證院肝郁膽逆袁風火上攻
方藥院清宣解毒湯院桑葉尧菊花尧夏枯草尧白芷尧荷

葉尧白茅根尧黃芩尧連翹尧苦丁茶尧金銀花尧防風尧炙甘
草袁加郁金尧佛手等遥

渊八冤疏肝和胃袁化痰降逆法
主要症候院鬱悶煩躁袁脘腹脹滿袁脅滿袁善太息袁

噯氣不暢袁泛酸納獃曰咽中異物感袁甚則呑曣噎逆袁嗆
食尧嗆水袁或有刺激性嗆咳曰大便不暢袁月經不調遥 舌
淡紅苔白膩遥 脈弦細或弦滑遥

辨證院肝胃不和袁痰氣鬱結
方藥院柴平湯加半夏厚樸湯院柴胡尧黨參尧清半

夏尧黃芩尧陳皮尧蒼術尧厚樸尧蘇葉尧茯苓尧合歡花尧炒蘇
子尧炒萊菔子等遥

結 語院
總之抑鬱症的發生不僅有其生物學因素袁 同時

也有社會尧心理因素存在袁更帶有明顯的性格特徵遥
患者或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自我要求過高袁 過分追求
完美袁處事過分執着而缺乏變通袁或有過分虛榮尧自
責尧自卑尧內疚等非正常心理狀態等遥 所以李炳文主
任在治病過程中主張野見病見人袁見形見神冶袁強調
野治養結合冶遥 注重心理疏導與干預袁善於傾聽袁與病
人平等交流袁誘導他們改變認知袁善待自己袁寬容別
人袁改善處理問題的角度及方法袁自覺主動地尧認眞
地自我調養袁增強生活情趣及戰勝疾病的信心遥

渊作者簡介院霍雲華袁女袁1964年出生袁2007年7月畢業于廣

州第一軍醫大學中醫繫結合專業袁獲博士學位遥現工作在總裝

備部北京奧林佳苑干休所袁副主任醫師遥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

金3項袁2009年第一作者獲軍隊醫療成果三等奬一項遥 爲第四

屆全國名老中醫學術繼承人袁 師從海軍總醫院中醫專家李炳

文敎授遥 Emai院huoyunhua66@163.com曰電話院15120054905冤

劉德桓敎授袁 中華中醫藥學會中醫心病分會常
委袁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市中醫院內科主任醫
師尧 碩士生導師袁 兼任中華中醫藥學會內科學會委
員尧福建省中醫內科分會常務副主委尧福建省中醫心

病分會副主委遥 從事臨床工作30餘年袁醫術精湛袁學
驗俱豐袁在中醫治療心病方面有獨到之處遥 其潜心方
藥袁獨具匠心袁創擬新方袁多有發揮袁每于臨證袁常起
沉疴頑疾遥 現擇其數方袁淺析如下遥

劉德桓敎授治療心病常用臨床經驗方淺析

陳文鑫1尧2 葉靖2 吳志陽2 歐凌君2 賴志雲3 莊清芬2 邱岳明4

1.福建省泉州市醫藥硏究所 福建 泉州 362000曰2.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市中醫院曰
3.福建省晉江市中醫院曰4.福建中醫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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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血通脈湯
1.1 組成院當歸10g袁桃仁10g袁紅花6g袁枳殻12g袁薤白
10g袁生白芍15g袁柴胡12g袁川芎10g袁懷牛膝12g袁元胡
15g遥
1.2 主治病證院中醫心悸尧胸痹尧心痛尧眞心痛者遥 症
見心悸胸悶袁心前區憋悶或刺痛袁痛引肩背袁重則痛
不可忍袁唇甲靑紫袁舌暗紅或有瘀斑袁脈澀遥
1.3 方義分析院劉師認爲中醫心系病證是一個複雜的
多因素疾病袁 它的發生發展需要經歷較長的病理過
程遥 因此袁野久病多瘀袁久病成瘀冶成爲中醫心病一個
重要的病理因素袁 血瘀證也是中醫心病較常見和較
主要的病證遥 本方由血府逐瘀湯化裁而成袁 方中桃
仁尧紅花尧當歸尧川芎活血化瘀袁加生白芍養血而柔
肝尧緩急而止痛袁防純化瘀之傷正曰柴胡尧枳殻尧元胡
疏肝理氣止痛袁加薤白通陽散結尧行氣導滯袁牛膝引
瘀血下行而通利血脈遥 諸藥相合袁 構成活血通脈之
劑遥 本方以行氣養血爲輔尧活血化瘀爲主袁活血而不
傷正尧行氣以助血行袁達到活血化瘀尧通脈止痛的功
效遥
2 化痰通脈湯
2.1 組成院瓜蔞12g袁薤白15g袁半夏12g袁陳皮10g袁茯苓
15g袁浙貝6g袁膽南星12g袁遠志6g袁桂枝6g袁萊菔子15g遥
2.2 主治病證院中醫心病痰濁閉塞證遥 主證見心胸悶
痛尧痞滿袁口黏乏味尧納獃脘脹曰兼證見頭重身困尧噁
心嘔吐尧痰多體胖曰苔膩或黃袁脈滑數遥
2.3 方義分析院劉師認爲袁痰濁是中醫心病的主要病
因及病機遥 痰濁痹阻心脈袁胸陽不展袁則爲胸痹曰痰氣
痰火擾動心神袁神機失靈袁則爲癲狂曰痰凝氣郁袁蒙蔽
清竅袁則爲癇病遥 從現代醫學詮釋袁主要是因人類生
活水平的提高袁飲食結構失衡袁高蛋白尧高脂肪尧高糖
飲食攝人過多袁纖維素及礦物質攝人減少袁運動量及
運動強度減少袁導致體內脂肪代謝紊亂尧脂質異常袁
損傷血管內皮細胞袁內膜增厚硬化曰血液黏稠袁冠脈
管徑變窄袁甚至堵塞袁誘發諸多疾病袁其中與心腦血
管疾病最爲密切相關遥 其由心涉及到脾胃袁其臨證表
現特徵多伴有消化道症狀袁如噁心吐逆袁心絞痛發作
時氣憋欲吐袁伴有氣上逆攻冲遥 本方由瓜蔞薤白半夏
湯合溫膽湯化裁而成袁 其中瓜蔞薤白半夏湯通陽散
結袁祛痰寬胸曰溫膽湯理氣化痰尧降逆和中遥 配浙貝尧
膽南星以加強清熱化痰之功袁遠志化痰寧心袁桂枝溫
經通脈袁萊菔子消食化滯遥 諸藥合用袁心胃同治袁可達
和胃化痰通脈之功遥
3 溫陽通脈湯

3.1 組成院熟附子12g渊先煎冤袁炙甘草10g袁干姜10g袁葱
白9根袁桂枝12g袁丹參15g袁川芎10g袁鹿角霜10g遥
3.2 主治病證院心陽不振證遥 心律失常尧慢性心功能
不全尧心肌病尧冠心病尧肺心病尧高血壓性心臟病等袁

證見院形寒袁心悸袁胸憋悶或胸痛時作袁面白肢涼袁精
神倦怠袁汗多腫脹曰舌質淡胖袁苔薄白袁脈沉細尺弱或
結代袁甚則脈微欲絶遥
3.3 方義分析院劉師認爲袁心腦血管疾病發病年齡大
多數是在中年以後袁正處在肝腎逐漸虧虛的階段袁此
時性腺機能也開始衰退袁 心陽不振證中常累及心腎
陽虛袁並涉及脾之陽氣不足袁在陽虛的基礎上兼有寒
凝血瘀袁使脈道不暢袁脈沉細或結代遥 腎陽爲一身陽
氣之根本袁對機體各臟腑組織起着促進和溫煦作用曰
心主血脈袁有賴腎陽的溫養袁心氣的推動袁心脈才能
搏動如常袁脈象和緩有力袁節律調匀袁面色紅潤袁全身
得以營養曰脾主運化袁爲後天之本袁氣血之源袁其功能
的正常袁亦得腎陽的鼓舞遥 本方由通脈四逆湯與桂枝
甘草湯配合補腎尧活血藥加味而成袁方中附子味辛甘
而性熱袁野秉性純陽袁上能助心陽袁中能溫脾陽袁下能
補腎陽袁爲補火助陽尧回陽救逆之要藥冶遥 干姜爲溫暖
脾胃之主藥袁溫中散寒袁溫心通脈曰桂枝溫經通脈袁助
陽化氣曰 甘草炙用補中益氣曰 加用鹿角霜以溫腎助
陽曰葱白以宣通上下陽氣曰丹參尧川芎以行氣活血遥 全
方在溫補心陽的同時袁兼以溫補腎陽尧脾陽之品袁助
心陽以治本袁配以行氣活血之藥袁諸藥合用袁具有振
奮心陽尧溫通經脈之功遥
4 生脈養心湯

4.1 組成院黨參15g袁黃芪15g袁麥冬15g袁五味子10g袁炙
甘草10g袁桂枝6g袁澤蘭12g袁三七粉3g渊另冲冤袁仙鶴草
15g袁丹參15g袁酸棗仁15g遥
4.2 主治病證院心氣不足袁元氣耗傷袁體虛病實袁心血
瘀阻之症袁見于各種病因導致的心功能不全遥 證見氣
短乏力袁怔忡袁自汗袁胸悶或疼痛渊多爲隱痛冤袁活動後
加重袁舌淡袁脈虛或沉弱遥
4.3 方義分析院本方由生脈散加味而成袁方中以黨參尧
黃芪益氣爲主遥 黃芪味甘袁氣微溫袁有健脾補中尧益衛
固表之功袁 能針對心衰發生的主要病機心陽心氣不
足袁及由其不足導致的血瘀尧水腫起到治療作用遥 黨
參爲補氣健脾之要藥袁現代醫學硏究袁其所含皂苷尧
菊糖尧微量生物碱尧澱粉等對人體多臟器有不同程度
的強壯作用袁能提高人體的適應性遥 黨參補氣袁其效
迅速袁能補氣健脾尧養血生津遥 二藥同用有較強的補
中益氣作用遥 麥冬尧五味子與黨參爲生脈飲袁合酸棗
仁養心尧安神尧斂汗袁補心氣養陰曰桂枝尧甘草助心陽尧
溫經脈袁使陰陽相濟遥 澤蘭尧丹參行氣化瘀袁其中澤蘭
活血化瘀袁行水消腫袁善利血中之水袁丹參有野一味丹
參袁功同四物冶之功袁合三七粉補血活血袁可養血化
瘀遥 仙鶴草有補虛尧強壯的作用袁配合黨參補氣養血遥
諸藥合用袁共奏益氣生脈尧養心活血之功遥
5 補肝益腎湯
5.1 組方院熟地15g袁茯苓12g袁菟絲子12g袁山茱萸12g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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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白芍15g袁肉蓯蓉10g袁巴戟天15g袁杜仲10g袁黃芪
15g袁枸杞15g袁首烏15g袁黃精15g遥
5.2 主治病證院肝腎不足證遥 此型多見高血壓合併冠
心病遥 主證見五心煩熱袁心痛袁胸憋悶袁心悸袁伴煩躁
易怒袁頭昏眩或痛脹袁目干澀袁耳鳴袁肢麻或手足震
顫袁舌紅絳袁苔薄燥袁脈弦細或代促遥
5.3 方義分析院劉師認爲袁中醫心病的治療在祛邪的
同時袁 尤其也要重視肝腎臟腑功能的調理遥 肝主疏
泄袁具有疏通尧條達尧升發尧暢泄等生理功能遥 若肝失
疏泄袁可致情志不暢袁脾胃不和袁痰濁內生及氣滯血
瘀遥 而心主血脈袁肝主藏血袁二者共同維持着人體血
液的正常運行曰心主神志袁精神之所捨袁肝主疏泄袁調
暢情志袁心肝兩臟共同調節人的精神尧情志活動遥 肝
臟功能的正常與否直接或間接影響着心病的發展及
預後遥 而且袁中醫心病發病年齡大多數在中年以後袁
正處在肝腎逐漸虧虛的階段袁 此時性腺機能也開始
衰退遥腎爲先天之本袁五臟六腑之根本遥腎元激發尧維
持了全身各系統正常的生理功能袁 而各個系統活動
的異常亦會影響到腎臟遥 再者袁肝腎同源袁一榮俱榮袁
一損俱損袁因此袁肝腎應同時調補遥 本方由左歸丸化
裁而成袁方中熟地滋補腎陰袁山茱萸尧枸杞尧首烏養肝
滋腎袁生白芍柔肝止痛袁菟絲子尧肉蓯蓉尧巴戟天尧杜
仲補腎助陽袁黃芪補氣助陽袁黃精益氣滋腎袁茯苓滲
濕利水袁健脾安神遥 諸藥合用袁可達補肝益腎之功袁劉
師常用此方治療老年性高血壓病袁屢屢獲效遥
6 心得體會

以上五方袁 均係劉老師臨床上常用於心病治療
的經驗方袁其用藥精當袁組方嚴密袁體現了中醫治療
心病的特色遥 但其組方均並非一成不變袁臨床上常根
據具體病證在主方上隨證加減袁 遵循中醫辨證論治
的特點遥 劉師在長期臨床實踐中袁對中醫心病的認識
獨到袁多有發揮袁提出了化瘀濁益肝腎之法遥 野心病冶
一詞首見于叶內經曳袁叶素問窑藏氣法時論曳記載院野心病
者袁 日中慧袁 夜半甚袁 平旦靜冶袁野心病者袁 胸中痛袁
噎噎冶遥野心者袁君主之官袁神明出焉冶遥心居胸中袁心包
絡圍護其外袁功能有三院其一袁心主血脈袁叶素問窑痿
論曳曰院野心主身之血脈冶曰其二袁心藏神明袁叶素問窑邪
客篇曳 曰院野心者袁 五臟六腑之大主也袁 精神之所捨
也冶曰其三袁開竅于舌袁叶素問窑脈度篇曳曰院野心氣通于
舌袁心和則能知五味矣冶遥 從對心的這些功能的叙述
來看袁中醫理論體系中的野心冶雖與現代醫學心臟的
某些生理功能有相似之處袁 但又超越了現代醫學中
心臟的功能認識袁而與心血管系統尧神經系統尧血液
系統尧免疫系統和代謝功能等有關遥 劉師認爲袁在五
臟六腑之中袁心爲野君主之官冶袁至關重要曰心主血脈袁
心主神明袁因而心病在臟腑病證中佔有重要地位遥 心
病病位在心袁 其發病是由於心臟陰陽氣血虧損或肝
脾腎功能失調的基礎上袁爲痰濁尧血瘀尧寒熱尧風火等
外邪所犯袁尤其強調野痰致瘀冶的病因病機及野肝腎冶
功能的調理袁重視心病患者生活質量的改善袁提出化
瘀濁益肝腎之法袁創制了瘀濁清顆粒組方袁在臨床上
取得了顯著的療效遥

駱安邦袁男袁1921年出生袁惠安縣人遥 全國首批
500名老中醫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導師之一袁享受
國務院特殊津貼遥 是我省閩南僑鄉著名老中醫袁以
野經方家冶而馳名海內外遥 他自幼從舅父晉邑名醫莊
世德學醫袁 盡得其傳遥 1940年出師後回故里懸壺濟
世袁業餘從晩清秀才林嘉先生袁學習經史諸子袁爲學
習醫學經典奠定了基礎遥 1954年又畢業于福建省中
醫進修學校遥 先後在晉江地區衛校尧晉江醫院袁醫學
科硏所袁 縣中醫院工作遥 曾任晉江市中醫院名譽院
長袁主任醫師袁兼任泉州市中醫學會副理事長袁泉州
市及晉江市政協常委和科協常委遥

他一生治學嚴謹袁勤求古訓袁博覽群書袁學識具

豐遥 行醫執敎五十餘載袁在醫尧敎尧硏諸方面頗有建
樹袁著有叶醫論集曳尧叶經方實驗録曳尧叶臨床實踐集曳等遥
對叶內經曳尧叶金匱曳等諸經頗有硏究袁治外感病尊宗
叶傷寒曳袁辨雜病本宗叶金匱曳袁旁獵諸家遥 並悉心于臟
腑相關學説和辨證與辨病袁臨證審愼精細袁不僅在立
法處方考慮周祥袁又能抓住每個病證本質袁做到用藥
精練袁配伍靈活遥 擅長于內尧婦科袁對危急重病和疑難
雜病袁妙用經方袁屢起沉疴袁令人嘆服遥 他不但醫術精
湛袁而且醫德高尙袁深受患者的愛戴袁國內外不少新
聞單位曾報道了他學術成就和先進事迹遥

筆者系駱老的學生袁 往時常獲得他敎誨和臨床
指導袁1991年又榮幸地作爲他學術經驗繼承人袁跟師

駱安邦治學精神和學術思想

周來興袁駱偉斌袁駱偉琛

渊福建省永春縣中醫院袁福建362601曰美國曰澳大利亞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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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袁通過跟師侍診袁耳濡目染袁親聆敎誨尧傳授袁無
論是中醫理論方面袁 還是從醫療經驗方面均獲益非
淺遥 駱老雖已故多年袁但他治學精神和學術思想仍然
値得我們學習袁發揚光大遥 現整理如下袁供各位同道
參考遥
一尧治學精神

1 讀書破萬卷袁根基自然厚

駱老常敎導我們院 要學好中醫必須有 野不爲良
相袁便爲良醫冶的雄心和氣魄袁方顯出中醫世家的本
色遥 他指出精通經典著作是學好中醫的必由之路袁要
治雜病叶金匱曳是必讀之書遥 除此袁還要博覽群書袁吸
收新知袁尤其當今醫學科學發展十分迅猛遥 他説院野科
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袁不學習就跟不上發展步伐遥 醫
學雜誌如爛漫山花袁這就要求我們廣泛涉獵袁才不致
孤陋寡聞遥 冶於是他節約開支袁訂閲200多種報刋雜
誌尧醫學刋物遥 全國所有中醫藥期刋幾乎薈集遥 他常
説野苦練基本功袁花香蝶自來冶袁他雖在年逾古稀袁但
從未忘卻野自幼苦讀仲景書袁生涯冷淡志難移冶的初
衷遥 平日診務繁忙袁診余不顧疲勞袁從未浪費光陰袁仍
野日理臨床夜讀書冶精勤力學袁至老不倦袁竟達野衣帶
漸寬終不悔袁爲伊消得人惟悴冶的境界遥 他醉心于叶金
匱曳的硏究袁可謂廢寢忘食的程度袁通讀精誦袁重點條
文袁背誦默記袁臨床運用自如遥 同時參閲各種注家學
説袁詳細分析歸納袁棄蕪存精袁由博反約袁直至專精袁
扎下根基袁編寫了叶金匱敎參曳30萬字袁足見他治學精
神之可貴袁 他又強調在初讀基礎上要把每一方的主
治條文和有關條文歸納起來袁加以熟背誦記袁目的是
弄清每一方的適應證和運用遥 如對叶金匱曳中幾條有
關治痹的條文袁不但背熟袁而且抓住各個特點袁區別
選用袁治療痹證袁得心應手遥 同時要求我們用辯證唯
物的方法來領會貫通其精神實質袁抓住各個特點袁前
後互參加深理解遥 如咳嗽袁上氣尧水氣尧痰飲的原因袁
基本上爲過剩液體停留在體內影響所致袁 這是他們
共同之點袁但又互補不足袁治亦可互通有無袁即可前
後聯繫結合袁又不可混爲一談袁方能達到運用自如的
地步遥 他還説精讀叶金匱曳一遍就有一翻新的心得和
感受袁是取之不盡袁用之不竭的寶庫遥 如十棗湯治懸
飲袁不但能治胸膜炎尧胸積液袁又活用于肝硬化腹水
的病人袁每見奇效遥
2 具獨立思考袁善觸類旁通

古人云院野學而不思則罔袁思而不學則殆遥 冶駱老
強調學習經典要獨立思考袁深思熟慮袁苦想冥思袁是
學好叶金匱曳不可少的關鍵環節袁只有善於思考袁方能
有新獲益遥 只有具備獨立思考能力袁才能舉一反三袁
觸類旁通袁提高學習效果和辨證論治水平遥 如對叶金
匱曳中野百合病變發熱者袁百合滑石散主之冶的理解袁
認爲百合病本當無熱袁唯似熱無熱袁可是文中在野發

熱冶前面加字野變冶字袁其含義一是變了顯明發熱曰其
二具有時間意義袁説明病久不愈轉化熱之義袁其三指
發熱由陰虛而生袁非外感表證發熱遥 故用百合滋陰清
肺袁滑石利水泄熱遥 又與野百合病袁發汗後者袁百合知
母湯主之冶聯繫思考袁百合病本爲陰虛所致袁不當發
汗袁而誤發汗袁必然耗傷津液袁使陰愈虛而熱愈勝袁此
與野變發熱冶更而誤發汗袁必然耗傷津液袁使陰愈虛而
熱愈勝袁此與野變發熱冶更損其陰袁陰愈虛而熱更甚有
相似之處袁病因異而病機同屬陰虛內熱遥 所以駱老不
局限于百合病袁而對各種病症中出現的陰虛發熱者袁
均可運用上方治療遥 曾治療一位因肺癌術午後至夜
晩發熱渊T40益冤經多方醫治二個月不退的患者袁用百
合滑石散合百合知母湯袁只服藥8劑袁就熱退病癒遥 由
此袁體會到叶金匱曳野原則啓發袁舉例説明袁重鑒別冶的
學術思想所在遥
二尧 學術思想

1 辨證施治 突出整體

在叶內經曳和叶金匱曳整體觀和臟腑辯證思想啓迪
下袁駱老進一步闡述了臟腑相關學説袁強調人是一個
有機的整體遥 從叶內經曳野十二臟相使冶的闡述袁突出了
人體內臟的整體性袁雖十二臟功能不同袁職責各異袁
但他們之間不是互不相關遥 而是相互爲用袁密不可分
的統一體遥 如叶素問窑六節臟象大論曳曰野凡十一臟袁取
決于膽也遥 冶説明人體各臟腑皆依賴于膽氣的升發才
能氣血平和袁功能協調袁任何一個臟腑功能的活動都
是整體生命活動的一部分袁 旣不可缺少袁 又不可替
代袁每臟腑發生了病變袁都要影響到其他臟腑的生理
功能袁 導致臟腑之間的協調關係遭到破壞袁叶素問玉
機眞臟論曳説院野五臟相通袁移皆有次遥 五臟有病袁各傳
其所勝遥 冶 説明疾病的發生不是孤立的而是錯綜複
雜袁臟腑之間有互相聯繫袁互相制約的關係袁一臟有
病袁可以影響他臟袁治療時必須照顧整體袁治其未病
之臟腑袁防止病變遥 正如叶金匱曳所言野見肝之病袁知肝
傳脾冶遥 故治療絶不可頭痛醫頭袁腳痛醫腳袁而應在治
病過程中袁把人體各部臟腑器官視爲一體袁通過整體
調節以促進局部病變的恢復遥 如他運用臟腑相關學
説治療膽襄炎袁認爲肝膽相表里袁與胃密切相關袁膽
汁源自野臟之餘氣冶爲膽之上源袁胃爲膽之下鄰袁與膽
相通袁生理上疏下通則膽安遥 若肝失疏泄袁膽汁不利袁
涉及陽明則胃腑不通的病理特點袁據此提出野疏上源
通下源袁膽自安冶的觀點袁採用疏肝利膽通腑之柴胡
湯類隨證加減治療膽囊炎袁獲得較好療效袁從而體現
了辨證治病整體觀袁 也是中醫學上昇爲整體醫學的
必由之路遥
2 病證結合 重於辨證

駱老主張辨證與辨病相結合袁 應注重辨證袁如
叶金匱曳中論述水氣病時袁有風水尧皮水尧正水尧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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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袁這是叶金匱曳病證結合的辯證思想遥 駱老認爲辯證
是中醫的證袁爲其特長袁辯病是西醫的病袁爲其特長袁
二者可互補遥 因此袁主張辯證與辯病相結合袁旣利用
現代醫學之精確診斷袁又結合中醫之辯證施治袁以有
實效爲依歸遥 他常説院野若強調辯證不科學袁診病不辯
證袁治療便無所適從袁只求按病尋藥袁則脫離中醫辯
證特長袁似乎是廢醫存藥遥 冶疾病是千變萬變的袁病機
是錯綜複雜的袁同一疾病袁常因人因地因時而異袁疾
病過程中不同階段袁證候亦各不相同遥 如腎孟腎炎尧
盆腔炎從西醫分爲急性期袁慢性期袁從中醫角度可辨
爲寒熱虛實袁 故不可認爲炎症就千篇一律用苦寒清
熱袁若屬虛寒型炎症袁用之則逾益其寒袁而當溫補調
之遥 駱老常用當歸芍藥散疏肝健脾活血利濕治愈本
病袁雖方中無一味苦寒清熱之品袁卻能達到炎證消失
而病癒袁故強調辨病要突出辯證袁只是在無症可辨以
辨病爲主袁或辨病中需配合辨證的袁如他常用自創乙
肝合劑渊土獲袁大黃尧虎杖尧丹皮尧白芍尧準山尧益母草尧
紫河車尧五味冤治療小兒無症狀HBSAg攜帶者遥 又如
治療潰瘍病和胃炎時往往在辨證基礎上針對局部炎
症及幽門彎曲桿菌的存在袁 選用清熱抗菌消炎又無
敗胃的蒲公英加入方中袁從而提高了療效遥
3 急病用藥 兵貴神速

運用軍事思想指導臨床實踐袁如用藥如用兵袁遺
方如布陣袁 病例比似戰例的軍事思想又是駱老另一
學術思想遥 徐大椿日院野醫家能掌握孫武子兵法則盡
其道矣遥 冶駱老認爲作爲一個中醫袁學點兵法袁對於醫
學理論和臨床實踐有所啓發袁有所互補的實際意義袁
認爲醫家治病袁 有如兵家作戰袁 故有用藥如用兵之
説袁兵家常勝者袁必爲善用其兵袁謂之學兵以通醫袁學
醫以通兵遥 駱老在徐大椿野用藥如用兵論冶啓迪下袁以
病例比擬戰例袁寓意深刻袁別開一面遥 孫子雲野知已知
彼袁百戰不殆曰知天知地袁勝乃可全冶袁治病也應建立
在野知冶的基礎上袁知病知人袁治病無誤袁他常言院野用

兵精巧則克敵制勝袁用藥精練則沉疴立起遥 冶提出邪
盛之疾袁藥當純精袁單刀直入出奇制勝袁軍事上稱之
進攻戰遥他認爲證見單純袁則純寒用熱袁純熱用寒遥正
如吳謙所説院野純陰之劑如單刀直入之將袁用之若當袁
一戰成功袁不當即不戰而召禍冶袁但這類方劑應用時
要十分審愼袁切勿孟浪從事袁諸如理中的姜附大辛大
熱純陽之品袁白虎袁承氣的知母袁石羔尧硝尧黃大寒大
涼純陰之劑袁具有單刀直入出奇勝制之稱遥 他治高熱
以急挫熱勢爲先袁速降高熱爲首袁曾用大寒純陰之重
劑白虎湯加大黃尧蘆根進剿袁只用2劑就治愈一位高
熱4天渊體溫在40益以上冤服他藥熱不退袁證屬熱盛陽
明之實熱患兒遥 未雨綢繆袁防患未然袁又是他防治思
想遥 叶內經曳雲院野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袁不治已亂治未
亂遥 冶又如叶金匱曳中院野夫治未病者袁見肝之病袁知肝傳
脾袁當先實脾尧野傳經之邪袁先奪其未至袁則所以斷敵
之要道也遥 冶渊叶醫學源流話曳冤駱老根據六經袁衛氣營
血袁 臟腑生克傳變規律袁 和病變可能出現的傳變趨
勢袁提出病先斷其道袁防治于未然袁野無病先防袁防微
杜漸冶的治學思想袁認爲治肝病的同時袁應注意調補
脾胃袁使脾旺不受邪袁又可防止肝病的傳變而促其早
愈遥 此與軍事上野有備無患冶的戰略思想袁和先斷其敵
人入侵之要道相吻合遥 橫暴之疾袁急挫其邪袁在疾病
發展迅速袁變化甚快袁險候叠出時救人如救火袁當速
戰速決袁挫其邪氣袁誠如唐大烈雲院野良將用兵袁法雲
貴速遥 我儕之治病亦然渊叶吳醫匯講曳冤遥 如對暴發性
野乙腦冶駱老採用白虎湯和大劑量清瘟敗毒飲袁三黃
石羔湯袁清心牛黃丸袁日夜急投袁兼程並進袁把住三
關袁控制高熱尧昏迷尧痙厥的發生袁使用苦寒袁甘寒清
熱解毒竣猛之劑袁 以直遏其燎原之勢遥 軍事上謂之
野速決戰冶遥 正如孫子日院野以十攻其一冶尧野以衆擊寡冶
集中優勢兵力袁殲滅敵人遥 故用藥如用兵袁貴在認眞
而藥之速遥

吳公天乙袁生於清乾隆五年袁清溪龍涓人袁據先
祖説吳公精通推拿按摩和草藥遥 坊間民衆常去請敎
他袁往往手到病除袁起死回生遥 但其先輩醫技醫德尧仁
心仁術傳揚梓里袁現整理成文以饗讀者遥
一﹑吳氏簡化推拿手法遥

推拿古稱按摩袁歷史悠久袁是中醫實踐醫療的一
種手段遥 它以中醫理論爲指導袁根據病情需要袁運用

輕重緩急各種不同的手法袁從體外施治的形式袁借着
手掌和手指按壓推運的力量袁 在患者體表里的生理
部位或穴位上袁 施以機械性的手法操作遥 以疏通經
絡袁行氣活血袁消腫止痛袁調節陰陽袁從而達到治療目
的遥 當今世界上以其無毒尧無副作用尧頗具自然療能
的非藥物療法遥

縱觀歷代推拿形成的流派較多袁手法各有千秋袁

民間郞中吳天乙老先生推拿手法初探

吳金宗 晉江市中醫院推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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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按尧摩尧推尧拿尧揉尧擦尧捏尧拍尧擊尧滾尧扳尧拉尧振尧搖尧
理尧切尧點尧捻尧搓尧踩尧摸尧抽尧扣尧扭尧抓尧抖尧揪尧搔尧
握尧捊尧捶尧挪尧彈尧拔尧刮尧勒尧掐尧綽尧抄尧拭尧抵尧抱尧
擰尧拂尧撥等五花八門遥 吳氏手法化繁爲簡袁推陳出
新袁僅取野推尧拿尧拍尧按尧摩尧滾尧擰冶等法袁應用于臨
床袁簡易而扼要袁着眼于實用遥
二﹑吳公手法特點遥

凡經吳公採用推拿治愈的患者袁 均有 野鬼手佛
心冶的評價遥 吳公在數十年的行醫生涯袁常看準可用
推拿療法的袁即着手操作袁因此能起沉疴于傾刻袁妙
手回春浴 吳公常謂此乃野巧出於心尧法隨心轉尧機動于
外尧靈巧于內冶袁推拿郞中應熟練和掌握基本手法袁明
瞭其適應和禁忌袁才能解除一切思想束縛遥 須經常聯
繫手技尧指勁袁熟能生巧而從心所欲袁如此循環不息袁
是推拿臨症之眞諦遥

吳公推拿的治療範圍廣泛袁包括內尧外尧婦尧幼等
科遥 它不同于只用于治療骨傷科推拿袁例如袁以往醫
藥條件差袁民間常有中暑尧發痧尧吐瀉尧腹痛等症袁用
推拿救治袁因而悟出推拿療法的特點院一尧時間短袁僅
數秒鍾或一二分鐘而奏效曰二尧取穴簡袁只操作三二
處完成治療遥 因此袁吳氏推拿袁理論上有所發展袁要因
時尧因地尧因人制宜袁注重於操作袁如果不按步驟袁東
抓西掐袁亂來一場袁其療效將適得其反遥 整個操作過
程應該由點到線袁由線到面袁有規律地進行袁使患者
感到輕鬆自如曰推拿的指力和使勁程度宜由輕而重袁
輕似拂羽袁重如舉鼎袁剛中有柔袁柔中有剛袁輕而不
浮袁重而不滯袁輕重並施袁剛柔並濟遥 推拿進行的速度
由慢到快袁先慢後快袁太快易擦傷皮膚袁太慢又推不
動氣血遥 有急有緩袁急如緊鑼密鼓袁緩似山澗流水袁操
作宜耐心袁如野垂杆待釣冶遥 同時袁應掌握淺深和病情
的緩急遥 若病在淺而按壓過深袁 反而破壞健全的組
織遥 若病在深而淺按袁猶如隔靴搔癢袁摸不着處袁不能
達到治療目的遥 治療時觀察病情袁先急後緩遥 先治什
么袁後治什么有先有後遥 對於某些慢性病袁或臥榻已

久之病人袁推拿穴位需涉及全身者袁更應講究次序分
明袁先頭而後身袁先背而後腹袁先軀幹後四肢袁先胳膊
後下肢袁先左後右袁這樣有次序地進行袁便于操作袁患
者也不至感到疲勞遥 操作要嫻熟袁野得心應手袁法隨機
變冶袁靈活機動地用于臨床之中袁可以隨時變換手法
或推或拿袁或拍或打曰選擇操作時患者的體位或立或
坐袁或俯或仰曰操作時間或長或短袁或久或暫袁着力或
輕或重袁 或松或緊等等遥 都要根據病情的需要而進
行袁這是指導推拿療法全程操作的基本特點遥
三﹑流傳民間吳公推拿案例

有某少婦産後念余日袁自覺一側乳房脹痛袁泌乳
不暢袁但表面尙未見焮紅袁此乃乳初起渊一側性乳腺
炎冤也遥 吳老囑其正坐袁以患側手臂平放于診桌袁用輕
快柔和的拍打手法袁自肩膊直拍至肘彎袁拍後患婦已
感脹痛消失遥

龍涓學堂啓蒙童生沒戴草帽袁頂日暴曬袁匆匆趕
入私塾聽 講授叶三字經曳遥 下課後袁自覺口干尧頭痛欲
裂尧心胸昏悶尧惡風尧皮膚起粟遥 吳公認爲是炎熱燻蒸
而傷陽暑袁囑去上衣袁正坐袁用手沾茶湯在印堂穴絞
擰三四下袁立即顯露淤紫紅斑袁旋即自背上沿脊柱兩
側袁雙手橫擰袁都擰紫紅轉黑的推拿操作後瘀斑遥 渊推
拿擰法用于皮膚的反應冤袁 患童邊喊先生手放輕些袁
邊汗出袁術後而諸症消失袁效若桴鼓遥

高鄰賴娟袁勞碌家務袁清早上山砍柴袁突覺腰部
閃扭疼痛袁不能挺直走路袁且須頃于左腰側袁影響喘
氣袁咳嗽遥 吳公認爲是提舉用力袁左側腰肌損傷袁僅取
點按左側龍筋尧委中尧承扶尧承山諸穴而松痛失遥

吳氏的推拿療法獨闢蹊徑袁自成一家遥 溶諸法爲
一體袁匠心獨運袁形成鮮明的特殊推拿風格遥 只有深
諳細悟不斷摸索探討袁 才能在繼承民間推拿絶技的
基礎上有所開拓創新浴

2011.7.26
渊晉江市中醫院門診部六樓康復科吳金宗袁 手機院

13559059068冤

潘明繼敎授1931年生袁1955年畢業于福建醫學
院醫療系遥 1958耀1961年就讀于衛生部福建省首屆西
醫離職學習中醫班遥 1964年受命創建福州市第一醫
院中西醫結合腫瘤科及腫瘤動物實驗室並任科主
任遥

從醫56年袁從事中西醫腫瘤防治硏究47年袁曾任
中國抗癌協會傳統醫學腫瘤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尧國
家科技成果評審鑒定專家曰 現任福州市第一醫院主
任醫師尧福建中醫藥大學敎授尧國務院首批特殊津貼
專家尧英國皇家醫學會會員袁最多時有36個頭銜袁但

潘明繼敎授治療癌症的學術思想及經驗總結

潘雲苓 福建省福州市第一醫院中西醫結合腫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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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最感自豪的只有一個要要要醫生遥
潘明繼首先提出扶正培本治癌的理論袁 成爲繼

手術尧放療尧化療之後的重要治癌法袁最早發現硏究
抗癌植物藥野三尖杉酯碱冶袁榮獲全國科學大會奬袁發
明抗癌藥 野志苓膠囊冶 是治療中晩期癌症痛苦綜合
徵尧國際惟一的中西醫結合的良藥袁獨立完成4部專
著袁 均被譯成英文出版袁20項科硏課題榮獲國際尧國
家尧省尧市級科技成果奬遥參加21次國際學術會議遥應
邀赴赴荷蘭尧美國尧德國尧新加坡尧韓國尧泰國尧菲律
賓尧澳大利亞尧馬來西亞尧斯里蘭卡尧香港尧澳門等10
多個國家和地區以至聯合國總部講學遥 被國外學者
譽爲野克癌聖斗士冶袁是我國著名的中西醫結合腫瘤
防治專家遥
一尧首先提出野扶正培本治癌冶的理論

潘明繼1964年初即從事中西醫結合治療癌症的
硏究袁通過半年多的臨床實踐袁發現純用放療尧化療
治療癌症袁給病人帶來的副反應較爲嚴重袁運用中醫
辯證論治袁可以預防和減輕副反應遥 于1964年末袁撰
文發表于福州市第一醫院院刋袁文中萌生野扶正培本
治癌冶的理念遥 1971年2月發表于叶福州醫學資料曳的
論文袁明確提出野扶正培本治癌的理論冶遥 1971年秋袁
出席在河南林縣召開的全國食管癌防治會議袁 在會
上作野扶正培本治療癌症冶的學術報吿袁得到與會代
表的贊賞袁 得到時任大會主席的中國醫學科學院腫
瘤醫院院長尧全國腫瘤防辦主任李冰的欣賞和肯定袁
李院長在大會總結時特別指出野扶正固本冶是祖國醫
學的精髓袁用于治療癌症是福建潘明繼最早提出的袁
潘明繼把扶正固本改成扶正培本袁 具有更積極的含
義袁對防治癌症有很強的生命力遥 大會決定成立野全
國扶正培本防治腫瘤協作組冶遥 當時500人參會袁有
388人簽名參加全國協作組並在會上推選潘明繼爲
野全國扶正培本防治腫瘤協作組冶組長遥

渊一冤潘明繼提出扶正培本治療癌症的依據
中醫認爲正氣內虛是致病的內因袁所謂野百病皆

生於氣冶袁 癌症的發生和發展與正氣內虛關係密切遥
對內袁會使人體陰陽失調袁免疫功能低下袁未能有力
監督尧克制尧糾正尧體內正常細胞越軌的細微變化渊基
因突變冤袁最後演變成癌細胞並生長和繁殖曰對外袁無
力抵禦各種致病因素渊邪氣冤的入侵袁正如中醫著名
理論野邪之所湊袁其氣必虛冶袁終于釀成疾病遥

扶正培本袁主要在扶持正氣袁平衡陰陽袁提高機
體免疫功能袁預防正常細胞基因突變袁保護並武裝人
體五臟六腑功能正常的運轉袁抵禦外部的入侵遥

渊二冤潘明繼扶正培本治療癌症的理論基礎
扶正培本是扶持人體的正氣袁培植機體的根本袁

如能貫穿在腫瘤防治硏究的始終袁 將會減少癌症的
發生袁即使患了癌症袁也可得到合理有效的治療袁減

輕痛苦袁提高生存質量袁延長壽命遥
1. 預防癌症的發生和發展

實驗硏究表明袁扶正培本中藥可治療癌前病變袁
阻斷癌變的進程袁消除致癌物質對人體的損害袁防止
癌症的發生和發展袁 促使早期癌變細胞向正常細胞
轉化遥
2 扶正培本能提高機體免疫功能

人體內有一個完整抗腫瘤的防禦機構要要要免疫
系統袁包括T細胞尧K細胞尧NK細胞尧巨噬細胞袁連同某
些體液免疫因素足以消滅105-106個腫瘤細胞袁如果
加上免疫治療可消滅107或更多的腫瘤細胞遥 潘明繼
和有關醫學科學工作者硏究表明中藥的黃芪尧 女貞
子及培補氣血的中藥能增強巨噬細胞的呑噬率及淋
巴細胞轉化率和玫瑰花結形成率遥

綜合各單位報道的單味藥及復方袁 起主要免疫
作用均離不開人參尧黃芪尧當歸尧地黃尧女貞子尧黃精
等遥 代表方劑有補中益氣湯袁四君子湯尧六味地黃湯袁
這些藥物除了可增強免疫功能外袁 還有增長白細胞
和保護肝腎的作用遥
3. 扶正培本能增強內分泌和體液的調節功能

綜合全國30多年來的硏究表明袁 癌症病人到了
中晩期袁各種內分泌腺體袁特別是腎上腺皮質袁均有
不同程度的退行性變和萎縮袁 尿液17羥類固醇排出
量減少袁 臨床表現大都呈現脾腎陽虛及氣陰兩虛證
侯袁使用益腎健脾尧培補氣血的中藥如人參尧鹿茸尧女
貞子尧黃精尧枸杞尧首烏尧附子尧熟地尧甘草尧淫羊藿尧蛇
床子尧 六味地黃湯等可促進各內分泌原退化萎縮的
腺體修復袁提高其功能遥
4. 扶正培本能保護骨髓袁並提高造血功能

潘明繼在臨床實踐結合實驗硏究袁 並參考國內
同道的硏究成果發現院鹿茸尧紫河車尧黃精尧當歸尧黃
芪尧黨參尧熟地尧何首烏尧田三七尧龍眼肉尧山茱萸尧肉
蓯蓉尧阿膠尧枸杞子尧補骨脂及益氣尧養陰尧升血等中
藥能保護骨髓袁減輕化療尧放療毒副反應袁提高血小
板袁使紅細胞中ATP含量上昇袁增加白細胞袁增強幹細
胞的活力袁從而增強放尧化療的療效遥
5. 扶正培本能增強消化吸收功能袁改善物質代謝

國內專家硏究表明袁 健脾益氣藥可調節消化道
功能尧增加唾液澱粉酶尧胰澱粉酶尧胃泌素的分泌遥 中
國和日本學者硏究四君子湯渊參尧術尧苓尧草冤袁不利于
癌細胞的代謝袁從而起到抗癌作用遥 鎖陽尧附子尧淫羊
藿尧 莵絲子尧 六味地黃湯也能促進體內蛋白質的合
成袁提高白/球蛋白的比値遥
6. 增強機體自動控制系統的能力

有些扶正培本的中藥具有雙相調節作用袁 如豬
苓多糖尧茯苓多糖尧人參皂苷對網狀內皮系統呑噬功
能較低的小鼠可使之升高袁過高的可使之降低袁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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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正常水平袁西洋參對高血壓病人使之降低袁低血壓
病人可使之升高遥 cAMP渊環磷酸腺苷冤cGMP渊環磷酸
鳥苷冤兩者在細胞比値失調袁會引起生理功能紊亂袁
癌症病人體內cAMP含量越低袁病情越重袁豬苓多糖
及六味地黃湯能提高癌症病人體內cAMP的含量袁從
而起到抗癌效應袁改善病人的症狀遥
7. 增強西醫各種治療手段的效果

手術尧放療尧化療都屬於攻的範疇袁每種治療都
有一定的適應症和局限性袁 也會出現一些不良的反
應遥 如能在各種治療手段的前尧中尧後期密切配合中
醫扶正培本和辯證施治袁 不但會使各種療法適應症
加寬袁減少不良反應和後遺症袁同時可提高療效袁關
於這方面的臨床硏究和實驗資料很多袁 所持觀點和
所得結論基本一致袁 具體如何結合運用可參閲專著
叶癌症扶正培本治療學曳遥

渊三冤叶癌的扶正培本治療曳專著的出版
爲了更加系統闡明癌症扶正培本治療的理論和

指導臨床實踐袁潘明繼于1986年開始撰寫叶癌的扶正
培本治療曳渊1989年由福建科技出版社出版冤袁1992年
該書又被中國國際圖書發行公司更名爲 叶癌症扶正
培本治療學曳袁並譯成英文出版袁向全世界130多個國
家發行袁好評如潮遥

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腫瘤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余桂清在該書的序言中寫到院野扶正培本治療癌症理
論的提出和專著的出版袁是繼手術尧放療尧化療之後
的第4種治癌法冶袁 國外學者認爲扶正培本治療癌症
是20世紀對人類的一大貢獻遥

第一本專著叶癌的扶正培本治療曳出版10年後袁
潘明繼通過臨床實踐及實驗硏究結合全國的硏究成
果袁在原著的基礎上進行重寫袁不但系統地提高理論
水平袁也使全書更爲充實和完善袁採用1992年譯成英
文版的書名叶癌症扶正培本治療學曳袁成爲第二本專
著袁2003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遥 如今扶正培本治
療癌症已成爲中西醫臨床工作者一種不可缺少的重
要療法袁也已成爲一種專門的學科遥
二尧建立中西醫結合診療癌症的體系

潘明繼在多年的臨床實踐中袁 除了70年代初首
先提出扶正培本治療癌症理論後袁 又充分發揮中西
醫兩種醫學體系和各自的優勢袁互補其不足袁在腫瘤
的臨床硏究中袁融匯貫通袁形成一種旣優于中醫又優
于西醫的中西醫結合診療癌症的體系遥

渊一冤辨病與辯證相結合的診斷模式
診斷疾病袁西醫從生理尧解剖尧病理到細微的結

構能結合現代科學方法作出定性尧 定位明確病名的
診斷遥 但患同一種癌症袁發生在不同器官袁不同病期袁
不同體質和年齡袁接受不同的治療手段袁根據病人的
整體動態變化袁運用中醫的四診尧八綱辯證袁能辨出

各種不同的中醫證型遥 採用西醫的病名診斷結合中
醫的辯證分型袁 不僅克服了中醫對疾病微觀認識的
不足袁也彌補了西醫過份強調個性尧定位尧忽視整體
反應及動態變化的短處袁就能明顯提高診斷準確性遥

渊二冤中西醫結合的綜合治療模式
循證醫學成爲21世紀醫學的時尙袁 其個體化的

施治與三千多年前祖國醫學提出的辯證論治相吻
合袁有了辨病辯證的診斷基礎袁制訂治療方案應根據
病期尧證型尧體質尧年齡尧精神狀態袁病人的經濟情况袁
家庭條件等進行綜合考慮遥
1. 攻補兼施有所側重

西醫的手術尧放射尧化療屬於治癌的攻伐手段袁
它對切除腫塊尧消滅癌細胞尧解除癌症對各種管道的
梗阻和壓迫袁療效比中醫迅速尧準確遥 凡符合各種攻
伐療法適應症者袁應視具體情况分別選擇袁並輔以中
醫的辯證施治尧平衡陰陽袁扶正培本袁達到提高機體
免疫功能袁防止復發和轉移袁糾正攻伐療法副反應遥
例如中下段的食管癌袁腫瘤侵犯長度在5耀7厘米以內
無遠處轉移應採用手術治療袁中段在7耀10厘米以內袁
上段在3耀5厘米以內無遠處轉移尧 應採用放射治療袁
必要時根據實際病况適當考慮化療遥 無論採用上述
何種手段的攻伐療法袁都要根據當時病人證型袁辯證
施治遥 對不宜使用西醫的攻伐療法者袁則採用中醫的
辯證論治袁大都可起到延壽減痛之功遥

這種模式袁可充分發揮中西醫各自的優勢袁互補
不足袁攻補兼施有所側重袁是一條較爲理想的途徑遥
2. 主病兼症同治

潘明繼認爲癌症是一種全身性疾病在局部的表
現袁局部癌症又影響全身袁産生各種病理尧生理變化袁
諸如抵禦不過病毒尧細菌的入侵袁肝腎功能的損害遥
在不同階段的病情中還會出現疼痛尧發熱尧咳嗽尧呑
咽困難尧厭食尧水腫尧疲乏尧精神不振尧失眠尧焦慮尧抑
鬱尧便秘尧體重減輕尧免疫功能低下等痛苦綜合徵遥 有
些臨床醫生治療腫瘤袁 往往將主要目標只瞄準在某
個器官的腫瘤病竈上袁認爲只有把癌塊去掉袁把癌細
胞趕盡殺絶袁才是最終目的遥 忽視了由於癌毒等多種
因素作用而産生機體平衡失調袁 出現各種痛苦綜合
徵遥 他們的治療上一意採用強攻手段袁往往導致癌末
克下袁正氣先衰袁終于一蹶不振袁釀成嚴重後果遥

大量的臨床上資料提示不少癌症病人袁 不是死
于癌症本身袁而是死于過份的攻伐治療袁産生副反應
及並發症或是精神武裝崩潰袁防禦機構瓦解遥

實際上袁 癌症病人最現實的迫切要求是解除他
現有的症狀袁那怕是解除一種或多種痛苦袁緩解某種
症狀袁就能提高生存質量袁從病人的心態和要求只要
痛苦減輕了袁就是最實際的療效指標袁這種效果會給
病人帶來了鼓舞和希望袁增強了精神武裝袁激發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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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防禦機構的各種免疫淋巴細胞尧T細胞亞群尧 巨噬
細胞尧自然殺傷細胞的戰鬥力袁從而抑制腫瘤細胞的
增殖袁且能減輕某種攻伐療法的副反應遥 這就是野精
神變物質袁物質變精神冶的哲學原理在醫學上最經典
的體現遥 因此袁潘明繼在70年代就提出一個獨特的觀
點院野凡能減輕病人的一分痛苦袁 就能增加一分抗癌
力量冶遥 多年來袁他遵循這種原則和理念袁終于使大量
的晩期腫瘤病人帶瘤生存袁無痛苦或少痛苦尧延壽多
年甚至治愈遥
三尧 提出生存期和生存質量也是評定腫瘤療效的標
準

長期以來袁 對腫瘤的療效標準是從傳統的生物
醫學模式袁細胞形態學的觀點出發袁根據腫瘤實體的
消失袁縮小尧穩定及進展列出4種不同的標準遥

CR 渊完全緩解冤 腫瘤全部病竈消失至少維持4
周遥

PR渊部分緩解冤腫瘤縮小達50%袁至少維持4周遥
NC/SD袁介于PR和PD之間遥
PD渊病變進展冤腫瘤增加超過25%袁或出現新病

竈遥
這個標準能明確反映局部瘤體被殲及縮小程

度袁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袁必然會引導人們把體內瘤
細胞殲盡殺絶袁作爲最終的目標遥 但是對化療不敏感
的瘤譜很可能會造成不必要的治療袁往往瘤未克下袁
正氣先衰袁而使病人一蹶不振袁不但達不到預期的目
的袁反而招來嚴重後果遥

中醫藥治療癌症分兩大類袁 一類是從中藥提取
具有細胞毒作用的藥物袁如長春新碱尧三尖杉酯碱尧
喜樹碱尧紫杉醇等袁這類藥品與化學抗癌藥相似袁已
進入西醫治癌理念的範疇曰 另一類是運用中醫的理
論袁指導臨床實踐袁根據癌症病理變化所表現的各種
不同的證型袁進行辯證論治袁能取得西醫所得不到的
療效袁 也能增強西醫各種攻伐手段的效果並減輕副
反應遥 儘管對縮小瘤體尧抑制癌細胞的增殖袁不如西
醫袁但它在平衡體內陰陽失衡袁改善症狀袁提高生存
質量袁延長壽命方面比起西醫更有獨到之處遥

醫療最終目標是疾病的痊癒或生存質量的提高
和生命的延長遥

潘明繼在80年代出版的專著 叶癌的扶正培本治
療曳就明確提出院野對於臨床上有些對放療尧化療不敏
感的腫瘤袁殲滅體內的癌細胞已不重要袁重要是如何
提高宿主抵抗力袁改善病人的身體內在環境遥 即使癌
細胞在體內仍處于緩慢增殖狀態袁 但病人可較長期
無痛苦或少痛苦地帶瘤存活較長時間袁 這種客觀的
事實應列爲癌症療效評定的標準冶遥 潘明繼的這種觀
點同醫學模式由傳統的單純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要
心理要社會醫學模式轉變相吻合袁 癌症病人的生存

質量及生存期的延長已成爲當前臨床硏究及療效評
定的考核指標遥 近二十多年來袁國內外同道也制定了
較多的觀察指標袁這些指標的提出袁對單純以瘤體動
態變化作爲癌症療效評定標準是個有力的挑戰遥 這
是醫學觀點的一大進步袁 對指導臨床實踐起到革命
性的作用遥
四尧新藥的硏究

潘明繼主要攻關目標是中西醫結合的腫瘤防治
硏究袁除了提出扶正培本治癌的理論外袁又潜心硏究
中西醫藥結合的抗癌新藥遥

渊一冤最先硏究抗癌植物藥野三尖杉酯碱冶
1968年潘明繼在發掘民間單方驗方上結合動物

實驗袁發現植物野三尖杉冶有抗癌活性袁製成針劑袁進
行人體試驗袁取得初步成功袁之後得到當時黨政的大
力支持袁又經福州尧省尧市地區和全國大協作袁經過三
年的奮戰終于取得圓滿成功遥 此項成果是新中國成
立以來獨立自主硏究載入世界藥學史冊的大事袁三
尖杉成爲國際治療髓系細胞白血病最佳藥物之一袁
1978年榮獲全國科學大會奬遥

渊二冤硏製治療肝癌的野消症益肝片冶
潘明繼等於1978年從蟑螂提取物發現有抑瘤作

用袁 經臨床應用取得療效後與福州市醫學科學硏究
所合作袁向福建省衛生廳聯合申報立項硏究袁指定福
州中藥厰製成口服片劑袁由福州市第一醫院牽頭袁委
派潘明繼任組長組織福州有關臨床單位對原發性肝
癌進行臨床試驗袁終于通過臨床驗證袁1985年獲得福
建省人民政府頒發新藥證書及批準文號袁取名爲野消
症益肝片冶遥 如今野消症益肝片冶仍然是福州金象中藥
厰治療原發性肝癌的拳頭産品袁廣泛服務于臨床遥

渊三冤發明野志苓膠囊冶治療中晩期癌症痛苦綜合
徵

中晩期癌症是種全身的疾病袁症狀錯綜複雜袁單
一藥品很難湊效袁 潘明繼通過20多年的臨床實踐和
動物實驗袁篩選出16味中藥爲主袁輔以5種化學藥袁組
成的野志苓膠囊冶上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袁歷
經11年反復補充驗證袁經6所國家藥品試驗基地的臨
床試驗袁終于成爲一種具有野起效快速尧療效顯著尧功
能全面尧安全無毒冶的抗癌新藥袁2005年7月獲國家頒
發新藥證書及批準文號袁 是當前國內外治療中晩期
癌症痛苦綜合徵唯一的中西醫結合良藥遥 2011年1
月袁榮獲福建省人民政府科技進步奬遥
五尧出國交流及講學

潘明繼的四本著作院第一本科譜圖書叶怎樣自我
發現癌症曳袁第一本專著叶癌的扶正培本治療曳尧第二
本專著叶艾滋病的中醫防治曳尧第三本專著叶癌症扶正
培本治療學曳均被譯成英文出版向全世界發行袁潘明
繼的學術思想和觀點得到國際學者的贊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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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光烈老師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名老中醫袁 他雖
年近九旬袁仍堅持每天上午爲病人服務遥 他精通經典
醫方袁博學多思袁臨床遣方用藥靈活善變袁尤其對疑
難雜症有獨到的經驗遥 筆者有幸隨師學習袁 親聆敎
誨袁受益匪淺袁現整理驗案二則以饗同道遥
1. 偏頭風渊偏頭痛冤

陳某袁女袁32歲袁工人遥 2000年10月15日初診遥
患者左側面頰部劇烈疼痛袁連及左目和左上齒袁

陣發性疼痛袁發作頻繁袁痛如刀割袁痛時伴流淚尧流
涎袁晝夜不安遥 曾在當地鄉村醫生就診袁口服去痛片尧
顱痛定袁注射安痛定等均無效袁來院求治于吳老遥 患
者表情極爲痛苦袁左側面部不能觸摸袁皮膚粗糙袁色
素沉着遥舌質淡紅尧苔黃膩袁脈浮弦遥證屬風邪阻滯經
絡尧氣血運行不暢遥 治宜祛風通絡尧活血止痛遥 處方院
川芎20克袁當歸12克袁丹參15克袁白芍15克袁柴胡9克袁
白芷9克袁全蝎9克袁地龍6克袁蜈蚣2條袁細辛6克袁羌活
9克袁防風6克袁甘草6克袁地鱉蟲6克遥 水煎服袁每日1
劑遥

服藥3劑後袁疼痛大減袁精神好轉袁飲食增加袁繼
服5劑袁疼痛消失袁隨訪半年未見復發遥

按院本病屬中醫偏頭風尧偏頭痛範圍遥 根據中醫
風善行而數變袁頭爲諸陽之會袁爲髓海所在袁五臟六
腑之氣皆會于此之理論遥 故外感時邪袁臟腑內傷袁均
可發生頭痛遥 吳老認爲院由於風邪內容袁瘀阻血脈袁脈
絡受阻袁造成不通則痛遥 方中重用川芎袁取其辛溫上
行祛風止痛尧活血化瘀之效曰細辛尧白芷尧羌活尧防風尧
柴胡散風止痛袁直達病所曰柴胡旣和解少陽又作引經
之用曰丹參尧白芍尧當歸行氣調經曰全蝎尧蜈蚣尧地鱉
蟲尧地龍辛溫袁走竄之力最速袁可搜風通絡尧散瘀止
痛袁內而臟腑袁外而經絡袁凡氣血凝聚之處皆可用之曰
甘草解毒袁又可調和諸藥遥 全方共奏祛風通絡尧活血

止痛之功袁故取得良好結果遥
2. 膽囊炎

劉某袁女袁35歲袁農民遥 2001年12月3日初診遥
患者右上腹部經常脹痛已近3個月袁 伴低熱

渊37.5益左右冤尧納差尧厭油膩尧噁心袁大便2-3天1次遥患
病後按胃痛治療袁服中藥10余劑效袁痛引肩背袁伴畏
冷發熱尧嘔吐胃內容物及黃水尧口苦咽干袁求治于吳
老遥 診見院舌質紅尧苔厚黃袁脈弦滑數遥 體檢院體溫
37.5益袁右上腹腹肌緊張袁膽囊區痛渊+冤袁肝脾未觸及遥
B超提示院膽囊壁厚0.5cm袁未見明顯強光點回聲遥 診
斷爲膽囊火遥 證屬肝膽濕熱型袁治宜疏肝利膽尧清利
濕熱遥 處方院

金錢草25克袁赤芍15克袁苡仁15克袁茵陳15克袁白
術12克袁川楝12克袁柴胡9克袁大黃15克渊後下冤袁蒲黃
9克袁黃芩9克袁靑皮9克袁五靈脂9克袁枳殻9克袁鷄內金
9克袁膽草6克袁木香6克渊後下冤袁元明粉12克渊另冲冤遥
水煎服袁每日1劑遥

服上方3劑後袁諸症減輕遥 藥已中病袁再守原方袁
繼服6劑袁低熱亦除袁不再厭油膩袁食慾大增遥 一個月
後袁患者因其他事來院袁順吿曰院服上方9劑袁諸證消
失袁一切正常遥 爲愼重起見袁囑再行B超檢查袁膽囊壁
未見增厚遥

按院膽囊炎的病位在膽袁主要病理變化爲肝膽氣
滯尧濕熱藴結遥 雖然涉及肝膽脾胃等臟器袁但以肝膽
爲主袁故吳老在治則上着重以疏肝利膽尧清利濕熱爲
法遥 方中柴胡尧枳殻尧靑皮尧木香尧川楝疏肝理氣袁解肝
膽之郁袁最能條暢肝木袁推陳致新以生氣血袁有助于
肝膽功能的改善曰蒲黃尧五靈脂尧赤芍理氣行血而止
痛袁 可明顯緩解平滑肌痙攣袁 爲痛引肩背必用之要
藥曰金錢草尧茵陳尧黃芩尧膽草能增加膽汁分泌袁爲利
膽退黃之聖藥袁尤其是茵陳能消除殘存肝膽之病毒袁

偏頭痛尧膽囊炎治驗

吳寅初

渊南安市侖蒼鎮侖蒼村衛生所 362300冤

他參加21次國際學術會議袁並作學術報吿袁2004
年他與兒子潘遠志雙雙應邀赴聯合國總部出席聯合
國第12屆可持續發展首腦峰會野緑色中醫冶論壇袁作
野中西醫結合在腫瘤防治硏究中的優勢冶 的學術報
吿袁潘遠志作野志苓膠囊治療500例中晩期癌症的療
效觀察冶的學術演講袁父子同登聯合國講壇袁成爲媒
體的美談遥 父子同獲大會頒發野爲人類健康作了杰出

貢獻冶的證書遥 此外袁潘明繼同夫人施增英自1986年
至今先後應邀赴荷蘭尧德國尧美國尧韓國尧新加坡尧泰
國尧澳大利亞尧菲律賓尧馬來西亞尧斯里蘭卡尧香港尧澳
門等國家和地區講學袁爲弘揚祖國醫學袁爲中醫走向
世界袁讓世界瞭解中醫做出貢獻袁1986年被選爲英國
皇家醫學會會員袁被國外學者譽爲野克癌聖斗士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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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疫病學有着悠久的歷史和卓越的功績遥 作

爲其中內容之一的痧瘴學説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遥 尤
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袁多種病毒性傳染病肆虐全球袁
中醫藥的防治作用不可低估遥 今就痧瘴學説發展史
略和現代運用初步探討如下院

1. 痧瘴的概念和源由

痧瘴二字袁叶説文曳均未收録袁可知痧瘴之病名起
源于漢代以後遥 古時痧袁沙袁砂三字同用袁最早記載沙
虱病的當屬晉時葛洪的叶肘後備急方曳遥 他在叶治卒中
沙毒方第六十六曳中説院野初得之皮上正赤袁如小豆忝
米栗粒袁以手摩赤上袁痛如刺遥 三日之後袁令百節疼
痛袁寒熱袁赤上發瘡遥 此蟲漸入至骨袁則殺人遥 比見嶺
南人初有此者袁即以茗苕刮去袁及小傷去皮則爲佳遥
已深者針挑取蟲子袁正如疥蟲袁着爪上映光袁方見行
動袁若挑得袁便就上灸三四壯袁則蟲死病除冶遥 後世隋
朝叶諸病源候論曳尧唐代叶外台秘要曳尧日本叶醫心方曳及
歷代醫藥方書均有收載此條內容遥 宋朝張杲的 叶醫
説窑卷三傷寒辨.痧病曳認爲院野痧病袁江南舊無袁今東西
方皆有之遥 原其證醫家不載遥 大凡才覺寒栗袁似傷寒
而狀似瘧袁但覺頭痛袁渾身壯熱袁手足厥冷遥 鄉落多用
艾灸袁以得砂良冶遥 元代叶世醫得效方.卷二沙證曳所述
更詳袁增加了野水沙病症袁兩足墜痛袁用苧蔴沾水刮
沙冶等內容遥 明代叶普濟方窑卷三百八窑沙虱毒曳稱爲
野沙子病袁山水間多有沙虱袁其蟲甚細不可見遥 其症如
傷寒頭痛袁嘔惡悶亂袁須臾能殺人遥 冶以上諸書所載的
沙虱病袁據范行準先生考證袁即現代傳染病中的恙蟲
病 遥

瘴袁 最早見于史籍是 叶後漢書窑卷五十四馬援
傳曳院野出征交趾袁士多瘴氣袁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遥
援在交趾袁常餌薏苡實袁用能輕身省欲袁以勝瘴氣遥 冶
南朝梁.顧野王的叶玉篇曳認爲院野瘴袁癘也袁疫也遥 冶作
爲病名袁首見于隋朝巢元方的叶諸熱源候論窑卷十瘧
病之山瘴瘧候曳院野此病生於嶺南袁帶山瘴氣遥 其狀發
寒熱袁休作有時袁皆由山溪源嶺瘴濕毒氣故也袁其病
重於傷暑之瘧冶遥 宋窑陳彭年的叶廣韻曳袁丁度的叶集韻曳
均稱野瘴爲熱病袁冶遥 地域濕熱袁蚊蟲孳生袁長期戰亂袁

人口遷徙袁使得嶺南成爲痧瘴疫癘之地遥 從一開始袁
就都把痧瘴列爲嶺南地區的流行病傳染病遥 唐朝詩
人張説叶端州別高六戬曳有野南海風潮壯袁西江瘴病
多冶曰李群玉叶湘陰縣送遷客北歸曳有野瘴染面如檗冶曰
韓愈和蘇東坡的詩詞都言及了嶺南痧瘴的嚴重遥 所
以周去非的 叶嶺南代答曳 會説院野南人凡病袁 皆謂之
瘴冶遥 以致象李璆袁張致遠這樣的朝廷官員都撰著叶瘴
論曳而被僧醫釋繼洪叶嶺南衛生方曳推崇而收載遥 以
後袁儘管論述痧瘴的醫籍層出不窮袁但是著作者大多
都是在嶺南從政行醫的人員袁 或至少是長江以南的
醫家遥 證明瞭痧瘴是南方渊嶺南冤溫熱地域袁濕熱季節
易感人群發生的流行病袁傳染病遥 如果説袁古代文獻
以前對各種傳染病袁還只用五疫或大疫渊很多地方誌
書都是這樣袁 使得後人很難確定是那種具體的傳染
病冤來籠統命名的話遥 那么袁從嶺南發端袁從葛洪袁巢
元方袁李璆袁張致遠尧釋繼洪開始已經發現不同于中
原經典傷寒的疫病袁 即是當地長期積累認識到的沙
虱尧瘴氣導致的恙蟲病尧痧病尧瘴瘧尧瘴病的不同症候
和體徵袁疫病命名有了更大的突破和發展遥

2. 痧瘴病名的變化和發展

唐宋以後袁謫臣貶官文人南下袁人口遷移袁旣把
中原醫學帶進嶺南袁 也爲疫病流行提供了大量的易
感人群袁痧瘴疫病傳播增加遥 經過長期的觀察認識袁
醫藥水平也得到總結提高遥 由於沙虱傷人瘴病傳染袁
患者出現惡寒發熱袁頭痛身疼袁噁心嘔吐袁全身倦怠袁
皮膚痧疹等獨特症候遥 因此袁醫家和民衆就把臨床上
具有類似的病症都稱之爲痧瘴袁 歷代醫家均有闡述
和發見遥 病因擴大袁病名增多袁治法擴展遥 繼李璆尧張
致遠撰著叶瘴論曳袁南宋葉大廉的叶葉氏録驗方曳渊1186
年冤首創治痧治瘴針對性藥物遥 元朝僧醫釋繼洪輯著
了叶嶺南衛生方曳渊1283年冤對瘴瘧瘴病在理法方藥進
行了全面總結袁成爲現存嶺南第一部地方醫學專著遥
明朝李時珍在叶本草綱目曳中記録院野溪毒袁射工毒袁沙
虱毒袁三者相近袁俱似傷寒袁故有挑痧袁刮痧之法冶遥 嗣
後對痧瘴學説的硏究有了進一步的深入遥 清初浙江
嘉興的郭佑陶總結前人經驗袁 撰著了 叶痧脹玉衡曳

痧瘴學説發展史略和現代運用

福建省邵武市人民醫院 楊家茂 楊劍英

改善消化功能曰大黃尧元明粉蕩除積穢尧清熱利濕尧活
血化瘀曰鷄內金消石顧護脾胃曰苡仁尧白術補脾利濕尧
增進食慾袁且能産生肝糖元袁提高機體抗病能力袁與

苦寒之劑配伍袁可免礙胃這弊遥 諸藥合用袁使肝氣疏尧
濕熱去袁則病自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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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675年冤曰王凱的叶痧症全書曳渊1686年冤曰普凈的叶痧
症指微曳渊1767年冤曰沈金鰲的叶雜病源流犀燭曳渊1773
年冤成爲清代四大痧症專著遥 他們認爲痧因癘氣尧暑
氣尧時行不正之氣引發袁採用察痧點袁驗痧筋袁試痧
方袁將臨床病症擬物化袁取類比象袁將許多疫病不論
是舊有還是新發現的或未知的都歸入于痧瘴範疇遥
如沙虱病渊恙蟲病冤曰霍亂痧尧吊腳痧尧癟腳痧渊霍亂冤曰
瘴瘧渊瘧疾冤曰啞瘴渊腦型瘧疾冤曰痢痧渊痢疾冤曰絞腸痧
渊食物中毒尧急性胃腸炎冤曰蝦蟆瘴渊流行性腮腺炎冤曰
傷風咳嗽痧渊流行性感冒冤曰黃疸痧尧黃痧瘴渊黃症型
肝炎冤曰頭痛痧渊流行性乙型腦炎冤曰眼目痧尧紅眼痧
渊流行性結膜炎冤遥 按季節分有靑草瘴尧黃梅瘴尧新禾
瘴尧黃茅瘴曰有氣味傳播的桂花瘴尧菊花瘴曰天氣異
常尧動物傳播的有水瘴尧霧瘴尧蚺蛇瘴尧孔雀瘴尧蚯蚓
瘴尧黃蜂瘴曰還有番痧尧瘟痧尧滿洲病等多種病名遥 此
外還有可能是新出現的傳染病如院爛喉痧渊猩紅熱冤曰
鎖喉痧渊白喉冤曰血痧渊流行性乙型出血熱冤曰身痛痧
渊登革熱尧登革出血熱冤曰蛔結痧渊蛔蟲感染冤等等遥 郭
佑陶的叶痧脹玉衡曳將痧病從症候屬性分寒痧尧熱痧尧
陰痧尧陽痧之別曰從病因區別有暑痧尧瘟痧尧絞腸痧不
同曰從病勢緩急來説有急痧袁緊痧袁慢痧之分曰共45種
病症曰沈金鰲則有三十六種正痧和三十六種變痧遥 至
清朝中後葉袁痧瘴學術硏究空前活躍袁各種醫籍層出
不窮遥單是叶痧症全書曳就反復刋印三十多次遥有些痧
瘴書籍甚至讬名叶陳修園圖書七十二種曳以利銷售遥
綜合各種書籍計有各種痧瘴病名達200多種遥 眞可謂
幾乎是野無病不痧尧無症不痧尧無書不痧瘴冶遥 誠如范
行準先生指出的那樣曰野元明以降的醫家袁 漸將各種
傳染病並入痧症袁 造成明清以後奪取傷寒溫病之席
之基礎遥 清中葉以降袁痧症範疇日趨龐大袁將外來傳
染病如霍亂尧白喉尧猩紅熱等傳染病並入痧症之中冶遥
痧瘴旣包括嶺南地理氣候袁人文習俗等多方面因素袁
也有病機的演變袁從籠統粗糙到具體詳細袁於是在近
代就成爲傳染病的代名詞遥 現代黃星垣敎授的叶中醫
急症大成窑痧症曳將現代醫學中的中暑袁急性胃腸炎袁
中毒性痢疾歸屬於痧症範疇遥

3. 痧瘴治法的延伸和嬗變

由於葛洪叶肘後備急方曳記録了嶺南運用刮尧挑尧
剌尧灸法治療痧瘴袁經過歷代醫療實踐袁具有簡尧便尧
廉尧效尧速的特點袁又符合叶素問窑刺瘧論曳院野諸瘧而脈
不現袁刺十指間出血袁血去必已冶的經旨遥 自宋元以
來袁醫家民衆廣泛應用遥 從王棐叶指迷方瘴瘧論曳的挑
草子到明清時用湯匙尧銅錢尧牛角梳尧蘸水或油刮背
部袁取效非常遥 叶景岳全書遥 雜證漠曳在瘟疫袁瘧疾之
後袁特列瘴氣一章録載叶嶺南衛生方曳的多篇文章袁辯
論詳析院野今東南人與刮痧之法以治心腹急痛遥 蓋使
寒隨血散袁 則邪達于外而臟起始安遥 此亦出血之意

也冶曰野細究其義袁蓋以五臟之象袁咸附于背遥 故向下刮
之則邪氣亦隨而解遥 凡毒氣上行則逆袁下行則順袁改
逆爲順袁所以得愈冶遥 吳道源的叶痧症匯參.痧痢之症曳
説院野痧不兼痢袁刮放即愈冶曰叶陳修園醫學全書七十二
種曳收有叶急救異痧奇方曳尧叶吊腳痧方論曳等著作遥 叶爛
喉痧輯要袁論證曳説曰由於病因野一時戾氣之染袁凡痧
證欲出未出袁宜早爲發散袁以解其毒遥 冶內治方藥推崇
蒮香正氣散尧五加正氣散袁常用靑蒿尧常山尧草果袁柴
胡尧檳榔袁黃連袁黃芩等藥物遥 改變居住衛生條件袁體
育活動以強壯體質袁防蚊蟲動物叮咬尧防暑避濕都是
預防痧瘴疫病的基本方法遥 清代以後袁民間更與經絡
臟腑學説結合袁循經應臟袁從頭到脊背袁從上肢到下
肢袁穴位按壓袁針刺袁刮尧挑尧刺尧放血袁艾灸尧推拿等方
法更擴展到內科的感冒袁咳喘尧中暑尧嘔吐尧腹瀉尧胃
腸炎和外科的落枕尧扭傷尧抽搐尧疼痛等多種病症遥

4. 痧瘴學説的現代運用院
十九世紀西醫傳入我國袁 經過100多年的發展袁

對傳染病袁病原學的認識步步深入遥 古代傷寒尧溫病尧
痧瘴學説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和衝擊遥 尤其是抗生素
對某些傳染病的特效作用袁 疫苗接種具有顯著確切
的預防效果袁使得中醫疫病學處于衰微狀况遥 現在正
規的醫學院校渊包括中醫藥冤敎材和醫籍中都鮮有論
及中醫防治各種傳染病的理法方藥袁 而痧瘴學説更
是難以登入科學殿堂遥 民國時期肇始的野取消中醫冶
的鼓譟袁讓中醫的生存險些陷入尷尬的境地遥 但是袁
中醫藥有着強大的生命力遥 清末民初中醫藥治療爛
喉痧渊猩紅熱冤曰解放後中醫成功治療多種傳染病的
事實令人刮目相看遥 如1956年石家莊應用白虎湯治
療乙腦曰1957年北京用溫病理論治療乙腦袁 麻疹肺
炎曰1988年上海治療甲肝袁 中醫藥都發揮了重要作
用遥 而中醫治療痧瘴的針刺袁刮痧方法卻因爲簡便效
廉更得到廣泛的認同和臨床應用遥 現代硏究證實刮
痧療法具有調節陰陽袁活血化瘀袁疏通經絡袁解痙止
痛袁調整臟腑功能袁防治亞健康狀態和美容強壯保健
功能遥 成爲不用手的按摩袁不用針的針灸袁用刮痧板
的拔罐遥 于20世紀末又神奇般地被包裝爲現代都市
時髦保健療法遥 尤其是美國大片叶刮痧曳電影在全球
放映袁刮痧療法走向世界遥 國家已經頒佈刮痧療法的
各種規範標準袁作爲特種職業得到批準和實際應用遥
更爲重要的是2003年以來爆發的SARS袁有專家提出
用痧斯病來命名遥 理由是古代中醫就將麻疹袁霍亂等
急性傳染病稱爲痧.應用中醫藥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
績.所以專家們認爲野傳統中醫對瘴病的治療技術可
爲今天瘧疾和傷寒等傳染病的治療提供借鑒冶遥 以後
發生的禽流感和正在流行的甲流感都是西醫西藥沒
有特效藥物預防治療的情况下發揮救治作用遥 因此袁
痧瘴學説的硏究總結和提高必然爲防治各種疾病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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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保障人民身體健康做出更大的貢獻遥
渊作者簡介曰楊家茂袁男遥 1954.2要袁福建省邵武市人民醫

院副主任醫師 . 幼承家傳袁1970年開始從事中醫臨床工作袁
1979年參加全省選拔中醫人員考試袁 調入邵武市人民醫院工

作遥 1986年在廣東省中醫院進修1年遥 1994年評定爲副主任醫

師遥兼任福建省醫學會醫史學分會委員曰福建省中醫藥學會內

科學分會委員曰福建省中醫藥學會糖尿病學會委員曰福建省中

西醫結合學會糖尿病學會委員曰 南平市醫學會內分泌學會委

員 遥 主 要 從 事 內 科 內 分 泌 臨 床 和 醫 史 硏 究 遥 電 話 曰
13860009578曰E.mail曰yjm5198@126.com.冤

吳光烈老師從醫60餘年袁博覽群書袁精硏歷代醫
籍袁勤學苦鑽袁學識淵博袁經驗豐富袁思路開闊袁師古
不泥袁獨創驗方袁應用于臨床應手取效良好遥 筆者在
臨床醫療工作中袁 運用吳光烈老師治療偏頭痛經驗
方治療偏頭痛臨床觀察80例袁取得良好療效袁現介紹
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本組80例中袁男性31例袁女性49例袁發病年齡在
20歲至68歲曰病程最短3天袁最長者12年遥 根據2004年
國際頭痛學會所制訂的國際頭痛分類及診斷標準第
2版袁把偏頭痛分爲典型偏頭痛和普通型偏頭痛兩大
類曰其中屬典型偏頭痛者33例渊有典型發作先兆袁如
畏光袁眼前閃光等先兆症狀出現後出現搏動性頭痛袁
呈跳痛或鑽鑿樣袁 程度逐漸加重袁 發展呈持續性劇
痛袁伴噁心嘔吐袁畏光畏聲袁有的病人面色潮紅袁出
汗袁有的病人可出現面色蒼白袁精神萎靡袁厭食袁一次
發作可持續1-3天遥 通常睡覺後頭痛明顯緩解袁但發
作過後連續數日出現倦怠乏力袁 發作間歇期一切正
常袁排除顱內外器質性疾病後即可診斷冤遥 屬普通型
偏頭痛者47例 渊發作性中度到重度搏動性頭痛伴噁
心嘔吐或畏光畏聲袁體力活動使頭痛加劇袁發作開始
時僅爲輕度的鈍痛或不適感袁 幾分鐘到幾小時後達
到嚴重的搏動性痛或跳痛袁 部分女性患者偏頭痛發
作往往和月經周期有關袁 除外顱內外各種器質性疾
病後即可作出診斷冤遥 80例患者中袁根據痛史記録頭
痛發作與月經周期有關者12例袁 過夜疲勞後發作者
18例袁精神緊張後發作者25例袁多數患者就診前曾服
用中西藥治療袁 病情比較頑固袁 仍反復發作未能痊
癒遥
2. 治療方法

運用吳光烈老師治療偏頭痛的經驗方院 桃仁6
克袁紅花6克袁白芷9克袁川芎9克袁葱白3個渊後下冤袁地
鱉蟲6克袁殭蠶6克袁全蝎3克袁白芍15克袁甘草3克爲主
方袁酌情隨證加減遥 每日1劑袁水煎兩遍袁上下午飯後

分服遥
3. 治療結果
3.1 療效標準院近期治愈院服本方20例以內袁頭痛發
作痊癒袁並穩定6個月無復發者遥 好轉院服本方20劑以
內袁 頭痛發作次數減少及疼痛程度明顯減輕者遥 無
效院服本方20劑頭痛發作次數及程度無改變者遥
3.2 治療效果院本組80例中袁近期治愈52例袁好轉23
例袁無效5例袁總有效率93%遥
4. 病案舉例

陳某某袁女性袁43歲袁2006年11月5日初診遥
患者以野頭痛反復發作二年余袁加劇伴噁心嘔吐

二天冶 爲主訴而來院求治遥 患者旣往曾多次求醫診
治袁經服用中西藥治療後袁頭痛僅得以暫時緩解袁仍
反復發作袁未能痊癒遥 診時症見院頭痛劇烈袁呈鑽鑿樣
疼痛袁痛有定處袁痛苦面容袁面色蒼白袁精神萎靡袁目
赤畏光袁食慾不振袁時伴噁心嘔吐袁二便正常袁舌質暗
淡紅袁舌苔薄白袁脈象弦澀袁經神經系統體格檢查及
影像學檢查排除顱內外器質性病損袁 診斷爲 野偏頭
痛冶袁給予吳光烈老師治療偏頭痛的經驗方隨症加減
治之袁處方院桃仁10克 紅花6克 白芷9克 川芎9克袁
葱白3個 地鱉蟲6克袁 殭蠶6克 全蝎3克 白芍15克
半夏9克 菊花6克 水煎服遥 服藥6例後袁頭痛明顯好
轉袁藥已中病遥 按上方隨症加減續服12劑後袁諸症悉
除袁隨訪半年未見復發遥
5. 體會

偏頭痛是一類有家族傾向的周期性發作疾病袁
臨床表現爲陣發性的偏側搏動性頭痛袁 常伴噁心嘔
吐及畏光袁經一段間歇期後可再復發袁現代醫學認爲
其病因及發病機制尙不清楚遥 本病屬祖國醫學 野頭
痛冶的範疇袁由於偏頭痛多呈反復發作袁病程較長袁祖
國醫學認爲本病多因久痛入絡袁淤血內阻袁脈絡不暢
而致遥 吳光烈老師治療偏頭痛經驗方中袁以桃仁袁紅
花袁川芎活血化瘀袁通絡止痛袁地鱉蟲袁殭蠶袁全蝎蟲
類搜逐之品以祛風逐瘀袁通絡止痛袁白芍緩急止痛袁

吳光烈老師經驗方治療偏頭痛臨證體會

吳一飄 吳盛榮

渊南安市南僑醫院 362321袁南安市中醫院 3623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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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芷祛風止痛袁葱白散寒通陽袁甘草緩和諸藥曰由於
藥中病機袁配伍嚴謹袁藥簡力宏袁故奏效良好袁確爲臨

床治療偏頭痛之妙方遥

吳光烈老師懸壺濟世65載袁擅治內科疑難雜症袁
臨床師古而不泥古袁博採各家之長袁辨證論治袁獨具
卓識袁臨證診治常獲良效遥 筆者曾蒙吳老敎誨袁獲益
良多袁兹舉驗案數則如下院
1. 口瘡

林某袁女袁38歲袁小學敎師遥 2003年5月21日初診遥
患者復發性口瘡反復發作已10多年袁 患部呈燒

灼樣疼痛袁特別是説話尧吃飯尧咀嚼時疼痛更甚袁接觸
酸尧咸食物刺激則疼痛難忍袁每天失眠或敎學緊張時
而加重遥 曾經多方求醫袁屢服西藥及清心導熱尧滋陰
降火中藥袁均未獲效遥由於病程長袁患者體質漸衰遥納
獃食少尧頭暈目眩時作袁神倦懶言袁面色少華遥 舌質淡
紅尧苔少尧口唇內側上下黏膜可見圓形及橢圓形潰瘍
點4個袁小的直徑約1.5毫米袁大的3毫米左右袁邊緣整
齊袁潰瘍面平坦袁覆有微黃色或灰白色的一層袁周圍
有紅暈遥 脈沉緩而弱遥 證屬脾陽虛衰爲本袁內藴毒熱
之邪爲標曰治宜溫陽健脾尧佐以甘寒解毒遥 處方院羊肉
120克袁緑豆30克袁生薑5片袁大棗10粒遥 加水適量袁炖
爛取服袁每日1劑袁囑服3劑遥

6月10日患者因腎炎來我院治療袁順談其復發性
口瘡袁服上方3劑後袁藥對證袁效如神袁爲鞏固療效袁自
己連進5劑而吿痊遥 經隨訪袁自訴偶有復發袁仍以原方
治之袁隨即消失遥

按院復發性口瘡是一種常見口腔病遥 吳老在臨床
實踐中袁認爲脾胃之虛愈甚袁則口瘡愈易發作袁病程
愈長袁消爍陰津則愈厲害遥 故體內必藴積熱毒之邪袁
這是本病的關鍵遥 但其本在于虛袁 其標在于熱毒之
邪遥 故臟腑病變爲本袁局部病變是標遥 根據治病必求
于本的原則袁在治療上以甘溫調補脾胃爲主袁輔以甘
寒清泄熱毒之邪袁方用吳老自擬緑豆羊肉湯治之遥 其
用意爲羊肉系血肉有情之品袁以形補形袁氣味甘溫袁
專入用遥 即叶內經曳所謂野形不足者袁溫之以氣袁精不足
者袁補之以味冶曰生薑溫中散寒曰大棗爲安中之藥袁以
增強補益脾胃之功遥 蓋脾胃爲野後天之本袁營血化生
之源冶遥 脾虛得治袁則諸虛俱愈矣遥 緑豆取其甘寒袁旣
資脾胃袁又解久病內藴熱毒之邪遥 合而用之袁而收全

功遥
2. 小兒積滯

劉某袁男袁3歲遥 2003年8月20日初診遥
其母代訴院患兒腸鳴泄瀉已將6天袁瀉出物爲不

消化之水樣穀物便袁其味酸臭袁日7-8次袁伴腹脹遥 曾
用西藥乳酶生尧氟哌酸等治療袁均不見明顯效果袁而
求治于吳老遥 診見患兒精神萎靡袁納獃尧嘔吐尧腸鳴尧
泄瀉遥糞檢院脂肪球渊+++冤袁白細胞少許袁舌質淡尧苔白
膩袁脈數遥 吳老辨證爲飲食內停尧內生濕熱尧脾胃損
傷尧運化失司所致遥 治宜健脾和胃尧澀腸止瀉遥 處方院

車前子6克袁山楂炭6克袁蒼術6克袁澤瀉6克袁木香
4.5克袁砂仁3克袁茯苓6克袁罌粟殻2克袁檳榔4.5克袁甘
草3克遥 水煎服袁每日1劑遥

服藥3劑袁泄瀉即止袁大便成形袁但仍有腹脹尧嘔
吐尧腸鳴袁囑按原方繼續2劑袁諸症消失袁精神轉佳遥

按院小兒消化不良屬中醫學野泄瀉冶尧野嘔吐冶尧野疳
積冶範疇遥 吳老認爲由於小兒臟腑嬌嫩尧形氣未充袁故
無論感受外邪袁還是內傷乳食袁均可導致胃運化功能
失調而發生泄瀉遥 方中車前子尧澤瀉能通水道袁使邪
濁從小便出曰山楂尧砂仁消乳化食尧和中開胃曰蒼術尧
茯苓燥濕健脾曰木香尧檳榔調中宣滯尧行氣消積曰罌粟
殻澀腸止瀉曰甘草調和諸藥遥 綜上合參袁具有健脾和
胃尧澀腸止瀉之功袁故收效良好遥
3 尿濁

陳某袁女袁35歲袁農民遥 2002年5月3日初診遥
自感全身無力尧怕冷尧蛋白尿已3年遥 近一個來月

症狀加重袁舌質淡紅尧苔黃膩袁脈沉細遥 尿見乳白色袁
放置後凝固袁尿蛋白渊+++冤袁紅細胞渊+冤曰乳糜試驗陽
性遥證屬脾腎陽虛尧精微下泄尧清濁相混遥治宜益氣健
脾尧清熱利濕遥 處方院

黃芪15克袁黨參15克袁白術15克袁茯苓15克袁升麻
9克袁萆薢12克袁山藥15克袁車前子15克袁芡實15克袁甘
草6克袁蓮須9克遥 洗米水煎服袁每日1劑遥

連服10劑後症狀大減袁20劑後尿液變清袁乳糜尿
試驗轉陰遥 爲鞏固療效袁繼服20劑袁症狀消失袁乳糜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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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陰性遥 隨訪二年未見復發遥
按院乳糜尿屬中醫學野尿濁冶尧野膏淋冶範疇遥 吳老

認爲主要由於感染絲蟲之後袁蟲體壅結經脈袁氣血運
行不暢袁以致積濕生熱袁影響脾運功能袁精微不能正
常傳輸袁而隨濕下流袁導致膀胱分清泌濁功能失常袁
出現尿濁如漿遥若經脈瘀阻濕熱傷絡則出現血尿遥因
臨床診見以脾虛證候居多遥 故吳老治以益氣健脾爲
主尧清熱利濕爲輔遥 方中黨參尧黃芪尧白術尧芡實尧山
藥尧甘草健脾益氣曰升麻升舉清陽曰茯苓尧車前尧蓮須尧
萆薢清熱利濕曰使脾健濕祛而病癒遥 在治療過程中袁
一般以清淡飲食爲宜袁並配合休息靜養遥
4. 尿血

李某袁男袁52歲袁工人遥 2006年10月13日初診遥
患者尿血病史已3-4年袁曾經多次治療袁未見明

顯好轉袁反復發作遥 近幾天來症狀加重袁伴小腹部疼
痛尧尿道有灼熱感尧小便澀痛袁而求治于吳老遥 診見舌
質紅尧苔黃尧脈弦遥 證屬熱蓄腎與膀胱尧損傷脈絡曰治

宜滋陰清熱尧止血爲主遥 處方院
生地15克袁白茅根15克袁藕節15袁茯苓15克袁車前

子15克袁蒲黃12克袁滑石15克袁黃柏9克袁山茱萸9克袁
石韋12克袁木通9克袁山藥15克袁甘草6克遥 水煎服袁每
日1劑遥

二診渊10月16日冤院服上藥3劑後袁感覺舒服袁小便
澀痛尧尿血尧小腹痛均有減輕遥 藥已中病袁原方再進3
劑遥

三診渊10月20日冤院連服上藥後袁小便清長袁腹痛尧
尿血痊癒遥 隨訪一年余袁未再復發遥

按院尿血指小便中混有血液袁或血塊夾雜而下袁
多無痛感遥 故一般痛爲血淋袁不痛爲尿血遥 本例吳老
辨證爲熱蓄腎與膀胱袁損傷脈絡袁血隨尿下袁而成尿
血遥故吳老治以清熱瀉火尧滋陰止血爲主遥方中黃柏尧
石韋尧木通尧車前子能清下焦之火曰使熱從小便而解曰
山茱萸尧山藥健脾固腎曰甘草調和諸藥遥 諸藥合用共
奏清熱止血尧利尿之功遥

吳光烈老師係我省著名老中醫袁全國首批500名
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指導老師遥 生於1925年
11月袁中共黨員袁福建省南安市人袁現任南安市中醫
院名譽院長尧主任中醫師遥

吳老出身于六代中醫世家袁自幼秉承家訓袁隨父
學醫袁勤奮聰明袁刻苦鑽硏袁盡得其傳遥 1946年秋袁國
民政府考選委員會中醫師考核合格袁 榮獲中醫師證
書遥 業醫65載袁治學嚴謹袁學驗俱豐袁醫術精堪袁醫德
高尙袁名聞遐邇袁求醫者絡繹不絶袁堪稱野當代名醫冶遥
筆者有幸作爲吳老學術經驗經承人袁 肩負着學習和
整理硏究其學術經驗的雙重任務袁感到非常榮幸袁通
過老師的口傳心授袁精心指導袁耳濡目染袁潜心揣摩袁
獲益良多遥 現將其學術思想袁擇其大要袁作一淺述遥
1. 幼承家技 博採衆長

吳老幼秉庭訓袁學有淵源遥 童年時期即在其父親
指導下習誦 叶醫學三字經曳尧叶藥性賦曳尧叶湯頭歌括曳尧
叶醫學實在易曳等醫學啓蒙書袁課餘亦常侍診父側遥 對
叶內經曳尧叶傷寒論曳尧叶金匱要略曳尧叶本草經曳 等諸經典
著作刻苦鑽硏袁對歷代的學術流派袁也勤學深鑽袁吸
取精華遥 嘗謂中醫學術源遠流長袁 學者務須勤求古
訓袁探本求源袁熟讀經典袁紮實基礎袁然後涉獵群書袁
執簡馭繁遥 他認爲四大經典著作乃中醫之根基袁是經

過幾千年的社會實踐袁 千錘百煉而被公認的科學瑰
寶袁必須熟讀尧精硏袁才能深窺奧旨曰舉一反三袁臨床
方能從容應付曰左右逢源袁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遥 他
不僅自己刻苦學習尧博覽群書袁而且要求學生在學習
經典著作上狠下功夫遥 特別是對於叶內經曳中最精要
的篇章袁應做到吟哦成誦袁倒背如流遥 有了這個基礎袁
再結合臨床實踐袁細心體會袁方能融會貫通袁受益終
身遥 幾十年來袁他對叶內經曳尧叶傷寒論曳尧叶金匱要略曳等
諸家學説都能虛心鑽硏袁孜孜以求遥 吳老除此之外袁
對富于創見獨具一格的醫學著作袁更是擇善而從之袁
擷取所長袁旣向本書學習袁又向師友請敎遥 凡遇有效
之一方一藥及獨特新穎學術見解袁都必記手冊袁推敲
揣摩袁深入硏究袁驗之臨床袁重複推廣袁從而不斷提高
診治水平遥
2. 師古不泥 衷中參西

吳老博覽群書袁孜孜不倦袁對叶醫林改錯曳尧叶醫學
衷中參西録曳等頗爲賞識袁認爲王清任尧張錫純氏袁重
科學袁堅持實踐第一袁獨創革新精神袁是値得學習的遥
吳老諄諄吿誡後學袁醫者宜師古不泥袁擷採諸家之所
長袁認眞進行臨床驗證遥 嘗雲院古今醫著汗牛充棟袁學
者務必由博返約袁唯善是從遥 學無捷徑袁只有勤奮讀
書袁不斷實踐袁才能深得四診的要旨遥 吳老在深入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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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醫學術的同時袁亦能借鑒現代醫學知識袁補中醫
學之不足遥 他認爲袁醫學硏究必須堅持野古爲今用袁洋
爲中用冶的方針袁開展百家爭鳴袁力求百花齊放遥 中醫
和西醫雖然同以患者的疾病爲硏究對象袁 但硏究的
方法和角度不同袁 各自掌握的事實和建立的理論體
系不同袁形成了兩種並存的醫學遥 我們可以利用兩種
醫學擺事實袁講道理尧取長補短尧共同進步袁從而加速
傳統的中醫向前發展袁促進其與現代醫學的相結合遥
這樣袁旣可充實和提高現代醫學向前發展袁又有利于
符合客觀規律的尧新型的醫學科學理論的形成遥 他還
認爲學習現代醫學知識的目的要明確袁 決不能學西
棄中袁要用現代科學儀器檢查袁對照中醫診察方法袁
對疾病進行診斷袁以豐富中醫辨證內容袁提高療效遥
3. 突出特色 精在辨證

吳老注重實踐袁主張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遥 他認爲
野中醫之所以歷經千年而不衰袁 深爲廣大人民所信
仰袁關鍵在于它能爲人民解除疾病痛苦冶袁野勤于實踐
是中醫臨床醫生提高學術水平尧 豐富經驗最重要的
方法冶遥 然中醫要存在尧要發展袁就要保持自己的特
色袁才能千年不衰袁中醫的特色袁突出點就是辨證論
治遥 所謂野辨證冶袁主要是指辨識證候袁證者袁徵也尧驗
也尧信也尧亦候也遥 證是機體病理變化的表現袁中醫通
過對人體的耳尧鼻尧口尧舌尧眼尧皮膚尧毛髮尧爪甲等之
氣色變化及脈搏之動靜的觀察尧診視袁找出疾病屬性
特徵袁以判斷其性質的部位遥 故野證冶即指望尧聞尧問尧
切四診合參之診斷依據遥 候袁是疾病發展的不同階段
表現遥 在辨證論治之中袁他主張首先要辨出主證袁掌
握其特點袁然後兼顧他證袁才能爲論治提供正確的依
據遥 其次袁特別強調辨病與辨證相結合遥 他認爲辨病
有利于瞭解病因及疾病發展變化的規律曰 辨證有利
于從整體觀念出發袁全面分析疾病的病位袁性質及邪
正盛衰等情况袁使診斷更加具體化尧個體化袁使治療
能夠做到因人而異袁用藥精當遥 他不贊成偏執一舌尧
一脈或單一症狀的診病方法袁強調要四診合參袁全面
診察袁不要刻舟求劍袁泥守一證一型遥 只有這樣才能
抓住疾病的本質袁準確辨證袁提高療效遥
4. 重在繼承 貴在創新

吳老常敎誨靑年中醫説院 祖國醫學是一個偉大
寶庫袁要博覽群書袁其目的是要把前人的經驗尧智慧
繼承下來袁只有繼承尧創新才能發揚袁否則發揚就是
一句空話遥 吳老認爲院振興中醫袁首在繼承袁貴在創
新遥 繼承途徑有二院一是文獻整理與硏究袁對古典醫
籍應詳加校正袁疏義注釋並予熟讀和深思遥 此外袁還
要學習文尧史尧哲知識袁把醫書內外知識結合起來袁以
求領會中醫理論之眞諦袁 尤其是中醫學術之內容由
多學科所形成袁必須進行學科硏究袁才能發掘其精髓
而光大之遥 二是把理論硏究和臨床科硏實際緊密結

合起來遥 他認爲臨床是理論的發端尧驗證與歸宿遥 因
此袁吳老特別強調經典理論與臨床尧科硏與實踐相結
合遥 他堅決反對那理論脫離實踐袁只強調理論袁反對
或輕視實踐的所謂純理論之繼承遥 這種現象是目前
有些人硏究中醫經典理論的主要弊端袁 也是中醫繼
承問題上的主要障礙和危險遥

吳老旣推崇張仲景袁 而對金元四大家以至清代
陳修園尧葉天士尧王孟英等著作亦多鑽硏袁臨證不泥
一家之説遥 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豐富的實踐經驗
加以補苴罅漏袁力圖創新遥 並認爲醫不創新袁不能適
應時代要求袁醫學則無所發展遥 他常説院叶內經曳所言
野無者求之冶就是啓迪後人在繼承的基礎上敢於提出
新問題袁 解決新問題袁 從而不斷豐富中醫學術新內
容遥 這樣中醫才會有旺盛的生命力袁才能面向世界袁
面向未來遥
5. 獨闢蹊徑 善創新方

吳老常説院野一人之才有限袁而醫術無窮袁樂于學
同道之所長袁而補已之不足袁以應萬變之疾冶遥 他謹遵
經旨袁師古不泥袁博採衆方袁力圖創新遥 倒如院用麻黃
湯治失音袁不僅仲景書中未見記載袁後世醫家亦少應
用遥 緣者因感受風寒袁肺氣被遏袁故以散寒宣肺取效遥
又如治膽道蛔蟲症袁患者腹劇痛袁嘔吐尧大汗出袁肢末
冷袁用大黃附子湯加味袁溫陽通下袁僅一劑而安遥 他應
用細辛爲主藥治多種病證袁常得心應手袁如治療習慣
性便秘就很典型遥 多年來袁吳老創制方劑很多袁如治
療胎位不正有顯效的 野加味當歸芍藥散冶渊當歸尧白
術尧杭芍尧茯苓尧澤瀉尧續斷尧桑寄生尧菟絲子尧大腹皮尧
川芎尧紫蘇尧陳皮冤袁被命名爲野吳光烈散冶曰治療妊娠
惡阻見效快的野生薑鷄肉湯冶渊童鷄尧生薑尧伏龍肝冤竈
心土渊 冤曰治療小兒夏季熱神速的野麥冬橄欖湯冶渊麥
冬尧橄欖尧田蛙冤以上三方被收載于叶中國中醫秘方大
全曳遥 他的名方野緑豆羊肉湯冶治療復發性口瘡有奇
效袁被群衆稱爲野仙方冶遥 一枝獨秀的有野舒肝利膽湯冶
治療膽囊炎曰野排石湯冶治療泌尿繫結石袁這些都是闡
前人之所未發袁 充分體現了吳老臨證用藥的獨具匠
心遥
6. 注重食療 發掘驗方

吳老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感到袁 臨床治病不能
徒恃藥物袁應從護理尧飲食方面加以配合袁尤其應重
視飲食療法遥 他認爲治病野在用藥治療的同時袁加強
病人的飲食護理袁至爲重要遥 如飲食得宜袁不僅能達
到輔助藥物治療的目的袁 而且可以促進病人體力的
復原袁提高療效袁縮短療程冶遥 正如叶內經曳提出的野毒
藥攻邪袁五穀爲養袁五果爲助袁五畜爲益袁五菜爲充袁
氣味合而服之袁以補精益氣袁冶在臨床上仍有指導意
義遥 他認爲野飲食對溫熱病人更爲重要遥 因爲患了溫
熱病後袁正氣因抗邪而受到一定的耗損袁大都表現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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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不振袁胃納獃滯袁因此在藥物治療的同時袁應當設
法促進病人的食慾袁以補充營養遥 營養旣足袁才能達
到扶正祛邪的目的遥 尤其是溫熱病恢復期的病人袁邪
氣雖盡袁而正氣未復袁更須注意節制袁應少食多餐袁否
則可使腸胃突然增加負擔而引起耶食復爷之變冶遥 野胃
痛病人袁尤須注意飲食冶遥 他主張野胃痛病人飲食不可
過量袁宜少食多餐袁進食不可過冷過熱袁以利脾胃的
消化尧吸收遥 忌食生冷辛辣尧酬酒袁以免刺激胃脘袁加
重病情遥 如屬寒邪胃痛袁可進食少許辛辣食物以溫中
散寒袁加強脾胃的運納遥 冶他認爲野病人如注意飲食袁
配合治療袁則有利于早日康復遥 冶

吳老認爲發揚祖國醫學遺産袁 主要的一條是收
集整理祖國醫學典籍上所未記載而散在民間具有獨
特療效的單方尧驗方遥 他不滿足于自己的豐富學識和
臨床經驗袁不耻下問袁經常野採方冶訪賢袁發現一方袁立
即進行臨床驗證袁爲祖國醫學增添異彩遥 如應用入骨
丹治療多發性膿腫袁白刺莧治療膽石症袁一條根治療
早期肝硬化袁金櫻根治療空洞型肺結核袁黃花稔治療
牙糟膿腫等屢收良效遥 此外袁還收集民間靑草醫李引
錠先生用白田烏草配合中藥治療白喉的祖傳秘方袁
經臨床治療31例袁治愈率爲90.5%袁充分説明民間靑
草藥具有化險爲夷之功袁應引爲重視遥
7. 大醫精誠 醫德高尙

吳老認爲醫生應以精益求精的醫術爲第一遥 醫德
不只是道德觀念或意識形態的表現袁 而是精神作用
于物質袁加速解除病人疾苦袁獲得早日康復的有效成
份遥 他説做爲一個醫生袁首先對病人的生命安危袁要
有高度的責任感遥 在診斷治療整個過程中袁要認眞仔
細袁嚴謹周密袁一絲不苟的作風遥 爲了挽救病人的生
命袁寧可自擔風險袁也要把希望留給病人遥 凡是接觸
他的人袁無不感到他純樸憨厚袁平易近人遥 他注重醫
德袁對同道不貶低袁不攻擊袁對待患者十分熱情誠懇尧
細心診治袁耐心作思想工作袁在治療中總是想患者之
所想袁急患者之所急袁痛患者之所痛袁處處爲患者着
想袁 爲患者早日恢復健康着想袁 爲患者生命安全着
想袁千方百計爲患者排擾解難遥 多年來袁他深知貧睏
人求醫之難袁公餘來家診治者袁診費不取分文遥 在門
診看病時袁爲了使患者能及時得到治療袁當天返回家
中袁經常加班加點延遲就餐和休息時間袁他常説院野捨
得一身累袁換來萬家歡冶遥 有時病人找到家里去袁無論
白天尧黑夜袁他從不拒之門外遥 對患者不論是工人尧農
民尧幹部尧還是外賓尧高干都一視同仁尧熱情相待袁精
心施治遥他認爲院野醫生任務是治病袁不是看級別冶遥診
病時袁他從不開人情方袁大處方袁常以簡尧便尧驗尧廉之
藥物袁並竭盡全力地減輕患者的經濟負擔而籌謀袁有
些中藥價格昂貴袁根據病症又必須應用袁其憑着對中
藥性能廣博知識袁 千方百計地尋找廉效不減的代用

品袁如水牛角代犀牛角袁糯稻根代西洋參等遥 經臨床
反復驗證袁這些代用品袁大劑量運用袁療效並不遜色袁
吳老常以這種方法袁 不僅解決了許多貧病交困者的
經濟困難袁 也拯救了不少因貧困無力支付藥資而瀕
臨死亡的患者袁深受人們的崇敬和愛戴遥 他常吿誡院
野學醫之道袁以德爲要冶袁並要以野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袁
誓願普救含靈之苦冶袁作爲行醫的座右銘袁與學生共
勉遥 還説院野救死扶傷袁乃醫生之天職曰濟世活人乃中
醫之優良傳統遥 他平易近人袁絲毫沒有專家的架子袁
有些外地患者慕名來信求醫袁他義務野函診冶袁他都有
求必應袁不厭其煩袁認眞作答袁從不拖延遥 由於吳老醫
術高明袁醫德高尙袁外地及海外三胞求醫者慕名而紛
至沓來遥 如印尼僑胞林育德先生給吳老治療讚揚説院
野象您這樣對病人認眞負責袁實是世人罕有遥 冶台中市
地方時事雜誌社總主筆黃嘉福先生患神經性頭痛袁
給吳老診治頗有改善袁他説有人講大陸看病難袁其實
不難袁象您這樣爲人和藹袁診斷認眞袁在台灣是看不
到的袁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遥

在從醫過程中袁 他經常遇到病人贈送禮品及紅
包袁 他理解病人求助他的心情袁 總是在爲患者診治
後袁有禮貌地謝絶一切禮物遥 他就是這樣爲我們樹立
了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榜樣遥
8. 誨人不倦 培育後學

吳老深知袁要振興中醫袁繼承和發揚祖國醫藥學
遺産袁就必須培育中醫後繼人才遥 文革期間袁吳老被
下放到蓮塘農村袁幫助當地創辦醫院袁爲當地群衆培
訓辦紅醫班袁吳老白天診病袁晩上講課袁自編敎材袁在
授課時袁對每一病證概念講解清晰袁層次分明袁重點
突出袁聯繫實際袁引經據典袁深入淺出袁舉一反三遥 他
語言生動袁板書清楚袁深受學生歡迎遥 學生每聽一次
課或學術講座袁不僅學到了專業知識袁而且還領悟了
老師的嚴謹敎風袁寬闊思路和豐富學識袁常常是一次
精神享受袁印象深刻袁受益匪淺遥 至今的學生都還念
念不忘吳老的敎誨遥

吳老指出院野旣要重視課堂敎學袁 又要重視臨床
實踐袁 使學生鞏固所學知識袁 並受到實踐技能的訓
練袁也是正確貫徹理論聯繫實踐的原則遥 數十年來袁
吳老帶徒袁指導實習生尧進修生都很注意理論聯繫臨
床實踐袁常能結合對具體病例的分析袁把深奧的理論
講清講透袁諄諄善誘袁誨人不倦遥 他敎導學生袁師古而
不泥古遥 如處方用藥要根據病症和病人的實際而有
所變化袁不能照搬古方袁旣使對同一病人袁用同一個
方劑袁其藥味及藥量往往前後也應有所增減遥 他培養
的中專生尧大學生尧實習生尧進修生和鄉村醫生遍布
省內外袁在不同的醫療崗位上袁勤學苦練袁他們中大
多數是技術骨幹或擔任領導職務袁 已成爲中醫事業
的醫療骨幹和棟樑遥 在這些學生中不少人仍與吳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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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專家袁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袁現任福建省南安市中
醫院名譽院長遥 吳老懸壺濟世65載袁擅治內科疑難雜
症袁臨床師古而不泥古袁博採各家之長袁辨證論治袁獨
具卓識袁 臨證診治常獲良效遥 筆者有幸曾蒙吳老敎
誨袁獲益良多袁兹舉驗案三則如下袁以饗讀者院
1. 嚴重失眠症

陳某袁男袁27歲遥 2000年7月15日初診遥
患者嚴重失眠已將半年遥 發病前袁因工作繁忙袁

用腦過度袁曾冥思苦索一夜未睡袁嗣後則日夜不眠袁
亦不呵欠遥曾服中西藥物均未見效而求治吳老遥診見
頭暈痛袁口苦尧舌質紅尧苔黃膩尧脈弦數遥 證屬肝火亢
盛尧上冲於心遥治宜清肝瀉火尧鎮心安神遥方用自擬清
肝安神湯院夜交藤15克袁合歡皮12克袁珍珠母30克渊先
煎冤袁川連9克袁膽草9克袁川芎9克袁白芷9克袁郁金12
克袁甘草6克袁龍齒15克渊先煎冤遥 水煎服袁藥服6劑而病

癒袁高興萬分遥 隨訪未再復發遥
按院失眠爲臨床常見證之一袁然治療實屬棘手遥

由於病因不同袁體質差異尧病程久暫等因素袁失眠的
精神程度也輕重不等遥 一旦發生失眠袁患者的精神容
易緊張袁情緒焦慮袁恐懼袁求寢之心越切尧越是床第輾
轉難眠袁如此惡性循環袁甚至通宵目不交睫袁服安眠
藥初尙有效袁常服則失靈遥 吳老認爲本案主要由於肝
失條達尧氣郁化火所致袁口苦尧舌紅尧苔黃膩尧脈弦數
乃肝火之證遥 肝火上擾清竅袁故頭昏痛曰肝火上擾心
神袁故日夜不眠遥 治療時用自擬清肝安神湯袁僅服6劑
而愈遥 方中用膽草尧川連大苦大寒清肝之火曰郁金尧川
芎疏肝之郁曰龍齒尧珍珠母平肝鎮心曰夜交藤尧合歡皮
涼肝鎮靜安神曰 白芷協川芎祛風止痛袁 甘草調和諸
藥袁標本兼顧袁藥證相合袁故效如桴鼓遥
2. 口渴症

李某袁男袁60歲袁2000年5月19日就診遥 患者稟賦

吳光烈老師驗案三則

林輝樑

渊福建省南安市中醫院 362300冤

保持聯繫袁或登門向吳老求敎袁或把醫療上所遇到的
難題袁函請吳老幫助解決袁吳老總是有求必應袁有問
必答遥

吳老爲培養中醫後繼人才袁 孜孜不倦袁 嘔心瀝
血袁 數十年如一日袁 爲祖國醫學敎育事業做出了貢
獻遥
9. 老驥伏櫪 壯志未減

吳老已屆86歲高齡袁但爲了中醫事業袁仍不遺餘
力袁自強不息袁工作不知疲倦袁始終不脫離臨床袁每天
還堅持半天診治病人袁不顧年老袁有求必應遥 晩上不
是著書就是總結臨床經驗袁整理資料袁手不釋卷袁常
常工作至深夜袁從不閒暇遥 最可貴的是年近耄耄袁還
熱情應邀院外會診袁下基層參加咨詢袁義診等社會活
動遥 在繁忙的診療之餘袁仍刻意求新袁孜孜不倦地學
習新知識袁時刻關心中醫藥在國內外的發展動態袁爲
發展中醫事業撰寫文章袁 並把自己幾十年的臨床經
驗及祖傳絶技袁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下一代袁造福於人
民遥
10. 一生勤奮 碩果卓著

吳老不僅是一位臨床經驗豐富的醫學家袁 而且
又是一位具有學術見解獨特的醫學大師遥 同道們贊
其院上臨床能醫疑難雜症袁上課堂能説會道袁諄諄善
誘袁誨人不倦袁寫文章獨具匠心遥 吳老先後在國內外

醫學雜誌發表論文40余篇袁出版專著5部袁並榮獲省
市縣科技進步一尧二尧三等奬遥 吳老一生熱愛中醫事
業袁65年如一日袁嘔心瀝血袁辛勤耕耘袁兢兢業業袁碩
果纍纍遥 他以救死扶傷爲已任袁以弘揚祖國醫學遺産
爲職責袁爲繼承和發揚祖國醫學寶貴遺産袁把全部心
血都傾注在醫學事業上做出了貢獻袁 受到各有關部
門的嘉奬和同行專家的讚揚遥 1980年以來先後40余
次受到國家尧省尧市尧縣等級表彰遥 曾榮獲省五一勞動
奬章袁省衛生廳先進工作者袁省中醫藥先進工作者袁
省學習雷鋒尧白求恩先進工作者袁省計生協會先進志
願者袁省縣級中醫院優秀院長袁市優秀黨員袁市優秀
政協委員袁市優秀科技先進工作者遥 1992年受國務院
表彰袁 授予有突出貢獻專家袁 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曰
1994年獲國家人事部尧衛生部尧中醫藥管理局爲培養
中醫藥人員做出貢獻的榮譽證書曰2006年12月榮獲
中華中醫藥學會中醫藥傳承特別貢獻奬遥 吳老的光
輝業績及學術經驗被載入 叶中國當代中醫名人志曳尧
叶世界名人録曳等辭典中遥 他還赴香港尧澳門尧菲律賓尧
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訪問及進行多次學術交流袁名
揚海內外袁爲中醫藥學走向世界做出了貢獻遥

總之袁吳老的學術思想極爲豐富袁絶非本文管見
所及袁有待於今後進一步探討袁悉心硏究袁用于指導
臨床實踐袁提高中醫學術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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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袁且年事已高袁因高熱住院治療5天袁汗出甚多袁
熱解後繼而出現口渴不已袁喜熱飲袁以夜爲甚遥 每夜
須飲熱開水約10磅左右也不能解其渴遥 尿頻袁排出清
澈的尿量相當于攝入的開水量袁已15天袁伴有頭暈尧
耳鳴尧口干尧舌燥尧手足心熱尧大便燥結袁不欲飲食等
症遥 經中西藥治療效果不顯袁而請吳師會診遥 診見神
疲尧顴紅尧脈細數無力袁舌質瘦薄袁紅絳無苔遥 化驗檢
查袁血常規正常袁尿糖未發現遥 吳師辨證爲發汗太多袁
劫津耗液袁陰虛火旺袁陰損及陽袁脾腎兩虧之口渴症遥
治宜健脾益氣尧溫補腎陽袁助以清熱養陰遥 處方院熟附
子15克尧肉桂4.5克渊硏末分冲冤尧白術15克尧黨參15克尧
淮山15克尧黃芪30克尧石膏30克遥 服3劑後袁口渴大減袁
每夜僅飲熱開水5磅袁尿量也隨之大減袁效不易轍袁繼
服6劑袁口渴理袁諸症亦瘥袁經隨訪半年袁一切自如遥

按院本例素稟不足袁且年事已高袁過汗損傷津液袁
陰損及陽袁脾腎兩虧之症遥 脾陽虛衰袁失其健運袁故不
欲飲食袁不能化水液爲津液袁故口渴多飲遥 腎陰虛衰袁
腎氣失其蒸騰袁故口渴多飲多尿袁尿多津益傷袁故出
現頭暈尧耳鳴尧口干尧舌燥尧手足心熱尧大便燥結遥 舌質
瘦薄尧紅絳無苔尧脈細數無力等一系列傷津症狀遥 方
中淮山尧白術尧黨參尧黃芪補脾益氣袁脾氣旺盛袁則運
化有權袁納食正常袁水液自然轉化爲津液遥 熟附子尧肉
桂因患者稟賦不足袁年事已高袁吳師説袁用量應稍大
些袁以壯其少火袁鼓舞腎氣袁腎氣充盈袁則陽蒸陰化袁
津液自生袁取其少火生氣之義也遥 正如釜底無薪袁鍋
蓋乾燥袁釜底加薪袁枯籠蒸溽遥 先賢張景岳雲院野善補
陰者袁必于陽中求陰袁則陰得陽升而泉源不竭遥 冶再益
以石膏清熱養陰袁緩益脾氣袁並可制其附子尧肉桂大
熱之性遥 本方陰中有陽袁陽中有陰袁相互爲用袁則陰生
陽長袁津液自生袁故藥服9劑袁口渴理袁諸症亦除遥 余隨

侍吳師院 見治療失津症袁 每于陰藥中加入適量之附
子尧肉桂袁屢收良效袁如果辨證準確無誤袁舌紅絳無
苔袁對附子尧肉桂也未嘗不可應用遥
3. 失音

洪某袁男袁16歲袁2000年5月22日初診遥 聲音重濁
不揚袁咳嗽尧痰稠色黃袁喉干袁口燥欲飲伴有大便燥結
難下已月余袁屢服姜糖茶治療未效袁反而加劇袁而請
敎吳師遥 診見院精神尙好袁發育一般袁營養中等袁舌質
紅尧苔黃尧脈數遥 吳師認爲此證乃痰熱之阻袁肺氣失
宣遥 治宜清熱宣肺袁化痰潤燥遥 處方院桔梗6克尧前胡9
克尧杏仁9克尧甘草6克尧當歸15克尧陳皮9克尧蘇子9克尧
黃芩9克尧元參9克尧麥門冬9克尧麻黃3克尧荆芥3克袁藥
服3劑袁咳痰甚多袁聲音複元袁大便暢通袁囑繼服3劑
後袁停藥觀察袁經隨訪半年袁未見復發遥

按院本例因于感受風熱之邪袁灼液成痰袁痰熱交
阻壅遏于肺袁肺失升降袁氣道不利袁清肅失司袁而致聲
音不能揚遥 肺中痰熱藴結袁故咳嗽痰稠色黃曰津液被
灼故喉干尧口燥欲飲曰且肺與大腸相表里袁肺氣失宣
故大便乾燥結難下遥 舌質紅尧苔黃尧脈數乃痰熱實邪
之證遥 農村習慣凡遇感冒尧咳嗽袁不問寒熱袁皆欲以生
薑尧紅糖遥 本例爲外感風熱袁金實無聲袁其病屬實袁並
非寒症袁故屢治未效袁反而加劇袁此爲誤治遥 中醫辨證
至爲重要袁非精細入微不可遥 方中用蘇子清痰止咳曰
前胡尧桔梗尧陳皮宣通肺氣袁止咳消痰曰元參尧麥門冬尧
杏仁除肺熱袁祛痰止咳袁潤大腸燥結曰當歸潤胃腸尧止
咳逆上氣曰甘草補脾潤肺止咳曰黃芩清肺理咳尧祛痰曰
少助麻黃尧荆芥輕宣肺氣袁利咽揚聲遥 諸藥合用袁具有
清熱宣肺袁化痰潤燥之功袁藥僅3劑袁聲音復原袁至於
大便也隨即暢通與宣肺提壺揭蓋法也有一定的關
係遥

許眞眞主任醫師畢業于福建醫學院中醫系袁長
期奮戰于臨床尧敎學尧科硏第一線袁臨證30餘年袁曾任
我院內一科主任尧醫務科科長尧門診部主任袁學驗俱
富袁衷中參西袁活人無數袁對血管性痴獃病的治療積
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袁 臨證中多采用補腎塡精治其
本袁化痰醒竅及活血祛瘀治其標袁標本兼治袁療效顯
著袁筆者和其同事二十餘年袁常隨其查房袁耳聞目染袁

獲益良多袁現將其治療血管性痴獃的經驗整理如下遥
1. 腦梗塞

郭某某袁女性袁73歲袁以反復眩暈10餘年袁復發加
劇半個月爲主訴于2008年5月9日入院遥 入院伴症見
健忘袁言語時有錯亂袁小便時失禁袁腰酸膝軟袁夜寐不
安袁口干微渴袁知暗淡袁苔中薄黃濁袁脈弦細遥 查體見
反應遲鈍袁言語對答欠流利袁而且對時間尧人物尧地點

許眞眞辨治血管性痴獃經驗

莊增輝1 陳海清1 陳文鑫1尧2 吳秋英1

1.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市中醫院 福建 泉州 362000曰2.福建省泉州市醫藥硏究所 福建 泉州 36200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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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均有部分缺遥血壓24/14.67kPa袁步態蹣跚袁頸軟袁
雙肺呼吸音清袁心率72次/分袁律齊袁四肢肌力IV級袁
雙側腱反射++袁病理反射渊-冤袁雙指鼻試驗渊-冤遥 顱腦
CT提示院左基底節區腔隙性腦梗塞袁腦萎縮遥 西醫診
斷院動脈硬化性腦病袁腦梗塞袁老年性痴獃袁高血壓
病遥 辨證屬腎精不足袁氣血虧虛袁痰濁內生袁痰火擾
神遥 先治予清熱化痰袁安神定志袁方用黃連溫膽湯加
減院黃連6克袁遠志8克袁酸棗仁15克袁茯神15克袁半夏
10克袁陳皮10克袁龍齒24克袁磁石20克渊先煎冤袁朱砂3
克渊另兌入冤袁生白芍20克袁生地15克袁丹參15克袁甘草
4克遥 連腦5劑袁日期1劑袁並配合服純珍珠粉2克袁每日
2次遥 藥後患者情緒較穩定袁夜寐好轉袁言語對答較清
楚袁言語錯亂次數減少袁小便失禁次數減少袁已有自
控能力袁再服5劑遥 藥已中病機袁改服熟地黃15克袁山
茱萸10克袁茯神15克袁生淮山15克袁菟絲子10克袁當歸
10克袁黃芪20克袁龜板12克袁合歡皮15克袁膽星8克袁遠
志8克袁龍牡各20克袁水蛭5克渊硏粉冲服冤袁上藥加減
服10余劑袁精神好轉袁言清袁而色紅潤袁生活能自理袁
願與他人交談袁還能料理家務袁隨訪至今未再復發遥

按院許主任指出袁患者久病未愈袁加上年事已高袁
久則耗傷氣血袁腎精不足袁不能榮養腦竅曰因病後求
治不及時袁 釀成痰火擾亂心神袁 因此急則先清心安
神袁靜臥神安袁口和納香袁再進一步滋腎塡精袁精血滋
生袁髓海充盈袁終使獃症日漸緩解袁乃可取得滿意效
果遥
2. 腦出血

周某某袁男性袁63歲袁因言語蹇澀10余天袁伴反應
遲鈍袁記憶力下降袁呑咽嗆咳袁口角流涎于2008年6月
7日由家屬抬送入院遥 查體見院反應遲鈍袁完全性失
語遥 查體欠合作遥 頸軟袁右鼻唇溝變淺袁伸舌困難遥 心
肺渊-冤袁四肢墜落試驗渊-冤袁病理徵未引出袁雙下肢腱
反射對稱渊++冤袁肌力IV級袁舌強袁舌暗紅苔薄黃袁脈沉
弦遥 長期嗜酒10餘年袁1年前有中風病史袁無明顯後遺
症遥顱腦CT示左顳葉血腫袁腦萎縮遥辯證屬飲食不節袁
痰熱內藴袁耗傷肝腎陰津袁陰血虧虛袁血脈瘀滯袁痰瘀
互阻而致遥 方用導痰湯加減院膽星10克袁石菖蒲15克袁
遠志8克袁陳皮10克袁茯苓15克袁半夏10克袁全蝎5克袁
殭蠶12克袁水蛭6克渊硏粉冤袁生大黃6克袁竹茹15克袁鈎
藤15克遥 此方加減服20余劑袁日服1劑袁鼻飼灌服遥 此
間曾配合靜脈點滴清開靈袁腦復康等到藥遥 患者反應
日漸清楚袁呑咽也日漸改善袁拔掉鼻飼管遥 肢體功能
肌力增進袁並能發出單音遥 症見好轉袁加強益氣養血
通絡袁方用補陽還五湯加減袁方藥如下院生黃芪30克袁
當歸10克袁川芎10克袁赤芍12克袁桃仁10克袁紅花10
克袁水蛭6克袁懷牛膝15克袁石菖蒲15克袁膽星10克袁甘
草5克袁7劑袁日1劑遥 藥後患者能簡單對答袁肢體活動
增強袁精神好轉遥 但出現納食欠佳袁苔少袁便干袁停上

藥加強健脾養胃陰袁 助運納谷袁 方用沙參麥冬湯加
減袁藥用沙參15克袁麥冬15克袁茯苓15克袁麥芽20克袁
山楂肉15克袁生扁豆12克袁生懷山15克袁郁金10克袁石
菖蒲10克袁竹茹10克袁連服6劑遥 患者胃納佳袁便調袁精
神好轉袁對答清楚袁能自已行走遥顱腦CT復查示院左顳
葉頂葉血腫吸收好轉袁 右基底節陳舊性腦梗塞囊變
期遥 于2008年7月8日帶藥出院袁隨訪至今袁患者生活
能自理袁行走自如袁並能做少許家務活遥

按院許主任指出袁患者由於長期嗜酒袁久則釀成
痰熱曰加上年事已高袁肝腎陰精不足袁血虛痰瘀互結
阻絡遥 急則先清熱熱痰通張祛瘀袁痰去瘀通遥 緩則加
強益氣養血通絡袁取野舊血不去袁新血不生冶之意袁促
進顱內血腫吸收袁 改善顱內水腫袁 促進神經元的恢
復袁病人神志日漸好轉袁反應清楚袁肢體功能恢復袁而
且年老患者袁治病不能伐其正氣袁時時要顧其後天之
本袁脾胃運貨功能健全袁方能氣血生成袁血脈通達袁榮
養髓海袁耳聰眼明袁使重症病人痊癒出院遥
3. 腦萎縮

鮑某袁男性袁78歲袁因反應遲鈍袁行走不穩袁神倦
乏力發作1周爲主訴于2009年8月9日入院遥 家屬代
訴院住院前2周袁不愼感冒袁出現畏冷發熱袁求診當地
醫療所袁藥後渊具體用藥不詳冤出現大汗淋灕袁熱退遥
但1周來自汗出袁納食減少袁神倦臥床袁反應遲鈍袁言
語對答欠清袁二便時失禁袁行走蹣跚遥 舌質紅袁苔少而
干袁脈沉細偏數遥 旣往無特殊病史遥 查體院血壓16/
11kPa袁神志反應遲鈍袁對答欠流利袁時有錯語袁形體
消瘦袁面色欠華袁雙肺呼吸音清袁心率85次/分袁律齊袁
四肢肌力IV級袁握力減弱袁病理徵未引出遥顱腦CT示院
腦萎縮袁急診血生化示院血糖3.78mmol/L袁血鈣2.06
mmol/L袁血鉀3.5mmol/L遥西醫診斷院腦動脈硬化症袁腦
萎縮袁電解質紊亂袁低糖血症遥 中醫診斷院痴獃症遥 症
屬氣陰兩虛袁腎精虧虛袁神明失養遥 治予滋陰補腎袁健
脾醒竅袁方用左歸飲加減院生地黃15克袁熟地黃10克袁
茯苓15克袁生懷山15克袁枸杞15克袁山茱萸10克袁黃芪
15克袁白術10克袁防風8克袁石菖蒲12克袁郁金10克袁山
楂肉10克袁炙甘草5克遥 連服4劑袁日1劑遥 配合靜滴生
脈注射液尧川芎嗪注射液尧腦復康遥 二診院患者神志反
應較清楚袁言語對答較流利袁納食有增袁小便能自控袁
訴行走仍欠穩袁須他人攙扶曰上方去防風尧生地袁加杜
仲15克袁桑寄生15克袁巴戟天10克袁枳實10克袁連服7
劑袁日1劑遥 其間囑家屬配合語言訓練思維圖像訓練尧
肢體功能訓練袁 並且要增強食物療法遥 患者諸症緩
解袁于2009年8月20日出院遥 9月初來院復診袁談吐自
如袁生活能自理袁並打算外出旅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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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眞眞主任系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市中醫
院內科主任醫師袁 全國第二批名老中醫專家郭鵬琪
主任學術思想經驗繼承人袁 福建中醫藥大學臨床敎
學兼職敎授袁兼任福建省中西醫結合學會理事尧福建
省中西醫結合學會神經病學分會常務理事尧 福建省
中西醫結合學會心血管病分會委員袁 泉州市中西醫
結合學會副會長袁 泉州市醫學會醫療事故鑒定專家
庫成員遥 許主任從事臨床工作近40年袁在臨證中善用
中藥藥對加減化裁組方袁 提高應對各種疾病的靈活
性和有效性遥 本人有幸能隨許主任臨證學習袁受益非
淺袁現將其臨床上常用藥對的運用體會淺析如下袁以
饗同道遥
1 陳皮尧半夏

陳皮味苦尧辛袁性溫袁歸肺尧脾經袁理氣健脾袁燥濕
化痰遥 半夏辛尧溫袁歸脾尧胃尧肺經袁和胃降逆袁燥濕化
痰遥 二藥並用袁半夏得陳皮之助袁則氣順而痰自消袁化
痰濕之力尤勝曰陳皮得半夏之輔袁則痰除而氣自下袁
理氣和胃之功更著遥 二者相使相助袁共奏燥濕化痰尧
健脾和胃尧理氣止嘔之功遥 本對藥化痰濕之力強袁善
治濕痰袁 凡外感風寒或中焦濕痰上犯導致肺氣不利
而出現的咳嗽痰多袁胸悶等症用爲要藥袁可作爲化痰
的基本方隨證加味袁治一切痰嗽症遥 歷代醫家用之者
甚衆袁見方頗多遥 如叶溫病條辨曳杏蘇散尧叶小兒藥證直
訣曳異功散尧叶丹溪心法曳保和丸尧叶千金方曳溫膽湯尧
叶濟生方曳之導痰湯等袁不僅用治痰濕之證袁對因痰而
致的各種病證袁亦可加減應用遥 臨床上袁許主任常用
此藥對組成溫膽湯加減以化痰熄風尧理氣健脾袁用于
辨證治療中風尧眩暈尧失眠尧頭痛及高血壓病尧冠心病
等遥
2 地龍尧殭蠶

地龍性味鹹寒袁主歸肝經袁功善清熱息風尧通絡尧
平喘尧利尿遥 叶本草綱目曳曰院野性寒而下行袁性寒故能
解諸熱疾冶袁野主傷寒瘧疾袁大熱狂煩袁及大人小兒小
便不通袁急慢驚風袁歷節風痛遥 冶殭蠶性味鹹尧辛尧平袁
歸肝肺二經遥 功能息風止痙尧祛風止痛尧化痰散結遥
叶本草綱目曳言院野散風痰結核袁瘰癧袁頭風袁風蟲牙痛袁
皮膚風瘡袁丹毒作癢噎噎一切金瘡袁疔腫風痔遥 冶兩藥
相伍袁共奏息風止痙袁清熱平肝袁化痰開竅之功遥 許主

任常以此藥對組成補陽還五湯化裁袁 臨床上用于中
風後遺症尧面癱尧癲癇尧頭暈尧頭痛等辨證屬於風痰上
擾夾血瘀者遥
3 郁金尧菖蒲

此藥對出自叶溫病條辨曳菖蒲郁金湯袁原書用于
治療濕溫病濕熱並重之濕熱釀痰袁蒙蔽心包證遥 郁金
性味辛尧苦尧寒袁歸肝尧膽尧心經袁功用活血行氣止痛袁
解郁清心袁利膽退黃袁涼血遥 叶本草備要曳曰院野行氣袁解
郁袁泄血袁破瘀遥 涼心熱袁散肝郁袁治婦人經脈逆行遥 冶
菖蒲辛尧苦尧溫袁歸心尧胃經遥 本品辛開苦燥溫通袁芳香
走竄袁不但有開竅寧心安神之功袁且兼具化濕尧豁痰尧
闢穢之效遥 兩藥相合袁取郁金涼血清心尧行氣開郁和
菖蒲芳香開竅尧化濕和胃之功用袁臨床常用于濕熱尧
痰濁上蒙清竅尧胸脘痞悶尧神志不清袁以及驚癇尧癲狂
等病症遥 許主任常用此藥對與化痰藥膽南星尧竹茹尧
陳皮尧半夏等合用以祛瘀化痰尧開竅醒神袁常用在中
風神志不清尧神昏譫語者尧心悸怔忡之冠心病尧心絞
痛患者尧以及抑鬱寡歡尧食慾不振之脘腹脹痛者遥
4 遠志尧石菖蒲

遠志尧石菖蒲入心尧腎經袁具有祛痰開竅袁理氣解
郁袁安神益智之功袁叶本草綱目曳言此二藥能益智慧尧
有野不忘冶之功遥 其中袁遠志具有寧心安神尧祛痰開竅
的功效袁叶神農本草經曳總結其功效爲野益智慧袁耳目
聰明袁不忘冶曰現代硏究證明袁其有效成分遠志皂苷具
有改善記憶尧抗氧化尧抗衰老尧強心尧降壓及治療老年
性痴獃的作用遥 而石菖蒲則化濕和胃尧開竅豁痰尧醒
神益智袁叶神農本草經曳稱它能野開心孔袁通九竅冶袁孫
思邈言其具有久服輕身不老之功遥 二藥合用袁相輔相
成袁使氣自順而壅自開袁氣血不復上菀袁痰濁消散不
蒙清竅袁神志自可清明遥 叶聖濟總録曳中遠志尧石菖蒲
合用袁名曰遠志湯袁治療久心痛遥 叶千金要方曳加入龜
板尧龍骨袁名曰孔聖枕中丹袁用于治療心血虛弱尧精神
恍惚尧心神不安尧健忘失眠等證遥 許主任常用此藥對
合用溫膽湯袁臨床上常用于治療中風神昏尧失語尧失
眠健忘尧神經衰弱尧痴獃等病證遥
5 龍骨尧牡蠣

龍骨味甘袁性微寒袁歸心尧肝二經曰牡蠣味鹹袁性
微寒袁歸肝尧腎二經遥 二者均有平肝潜陽袁收斂固澀之

許眞眞主任常用中藥藥對臨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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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遥 龍骨尤善鎮靜安神袁牡蠣長于軟堅散結遥 臨床常
常相須爲用袁以治療多種病證遥 許主任常以龍骨尧牡
蠣爲主藥袁配伍于不同的方劑中袁用以治療眩暈尧心
悸尧不寐等病袁均能取得較好療效遥 例如院治眩暈時重
用龍骨尧牡蠣以重鎮平肝尧潜浮陽袁配以滋陰養液尧清
泄肝火之藥袁使肝有所養袁肝陽得潜袁肝火得泄袁則眩
暈自止遥 對於心悸者袁重用龍骨尧牡蠣以鎮驚定悸袁並
與養血益氣尧升發清陽之藥爲伍袁使化源充袁氣血足袁
則心有所養袁心神得安而心悸諸症可平遥 而治療不寐
時袁重用龍骨尧牡蠣以鎮靜安神袁更與益氣養血藥同
伍袁使氣充血足袁心有所養袁神有所藏袁則心神自寧袁
睡眠安穩遥
6. 酸棗仁尧夜交藤

酸棗仁酸尧甘尧平袁歸心尧肝尧膽經袁有養心益肝袁
安神袁斂汗之功遥 叶本草綱目曳曰院野其仁甘而潤袁故熟
用療膽虛不得眠袁煩喝虛汗之證曰生用療膽熱好眠袁
皆足厥陰尧少陽藥也遥 冶叶別録曳言院野煩心不得眠袁噎噎
虛汗袁煩渴袁補中袁噎噎冶遥 現代藥理硏究顯示袁酸棗仁
煎劑有鎮靜尧催眠作用袁能對抗咖啡因引起的興奮狀
態遥 夜交藤甘尧平袁歸心尧肝經袁功用養心安神袁祛風通
絡袁叶本草正義曳用于野治夜少安寐冶遥 二藥合用袁共奏
養心安神之功遥 許主任臨床上常用此藥對配伍其他
重鎮安神或益氣養血藥來治療心肝血虛所致的心煩
失眠尧不寐等證遥
7. 桃仁尧紅花

桃仁尧紅花爲活血祛瘀之要約袁二者野濡潤行散袁
善於活血通絡冶袁往往相須爲用袁共奏活血祛瘀尧補氣
防壅之效遥 野血受寒則凝結成塊袁 血受熱則煎熬成
塊冶袁無論血寒尧血熱均可導致瘀血遥 桃仁尧紅花藥性
平和袁無論血寒尧血熱所致瘀血都可以使用袁如血府
逐瘀湯尧通竅活血湯尧少腹逐瘀湯尧膈下逐瘀湯尧身痛
逐瘀湯尧 解毒活血湯等皆取其活血化瘀之功袁 正所
謂院野血中瘀滯用桃紅冶遥 臨床上袁許主任善用益氣活
血法袁對氣虛與血瘀之間的關係有深刻的認識袁對於
氣虛導致血瘀尤爲重視袁認爲補氣與活血必須並用袁
才野能使周身之氣通而無滯袁血活而不瘀冶袁所以常在
補氣的基礎上佐以此藥對以活血袁使血活氣行袁氣旺
血暢遥 許主任常以藥對組成的補陽還五湯爲主方加
減袁用于治療中風病之氣虛血瘀者遥 對於瘀血痹阻型
之胸痹心痛者袁許主任常用桃紅四物湯化裁袁或加減
組成血府逐瘀湯來治療袁臨床上常與三七尧川芎尧丹
參尧當歸尧赤芍尧澤蘭尧牛膝尧鷄血藤尧益母草尧水蛭尧王
不留行尧丹皮尧山楂等活血化瘀藥物配合使用遥
8. 金銀花尧連翹

金銀花味甘袁性寒袁歸肺尧心尧胃經袁清熱解毒袁疏
散風熱袁偏于上半身之熱遥 連翹味苦袁性微寒袁具有清
熱解毒尧消癰散結尧疏散風熱之功效袁便于透達全身

之熱遥 二者相須爲用旣有清涼透瀉尧 清熱解毒的作
用袁 又有芳香避穢的功效袁 在透解衛氣分邪毒的同
時袁兼顧了溫熱病邪多挾穢濁之氣的特點遥 許主任常
用此藥對來治療咳嗽尧咽炎尧發熱尧支氣管炎等肺表
有關疾病袁其多與菊花尧桑葉尧大靑葉尧薄荷尧荆芥等
輕清芳香藥配伍合用遥
9. 蒼術尧白術

蒼術辛苦溫袁爲運脾要藥袁功能燥濕健脾尧芳香
化濁尧祛風明目遥 白術辛苦甘溫袁爲補脾要藥袁功能健
脾益氣尧燥濕利水尧固表止汗遥 二者同爲脾尧胃二經之
要藥袁均能燥濕健脾遥 然白術偏于補袁守而不走袁最善
補脾曰蒼術偏于燥袁走而不守袁最善運脾遥 補脾則有益
氣之功袁運脾則有燥濕之力袁二者相配袁一散一補袁一
胃一脾袁白術得蒼術袁補脾之不足而瀉濕濁之有餘曰
蒼術得白術袁瀉濕之有餘而益脾之不足袁故使燥濕與
健脾互爲促進遥 許主任臨床上常用此藥對應用于脾
胃不健袁運化失常袁納差袁腹脹袁脘悶嘔惡等曰或外濕
困脾袁氣機不利袁胸脘滿悶袁呼吸不暢袁以及濕氣下注
腸間袁症見腹脹尧腸脹尧泄瀉等遥
10. 白芍尧甘草

白芍味酸袁養血斂陰袁柔肝止痛曰甘草味甘袁甘緩
性平袁補脾益氣袁緩急止痛遥 兩藥均有較強的緩急止
痛作用遥 二藥配伍袁相輔相成袁相得益彰遥 二者合用袁
酸甘化陰袁 故對陰血虧損所致的內臟平滑肌及骼肌
的痙攣疼痛具有顯著緩解作用遥 臨床上袁許主任常以
該藥對爲核心袁組成芍藥甘草湯尧小建中湯尧眞人養
臟湯等方劑袁用于消化尧運動尧神經系統等以疼痛或
攣急爲特徵的病證遥 例如院對於萎縮性胃炎尧消化性
潰瘍所致胃液分泌不足的胃陰虛證袁 常因陰血不足
而致胃脘拘急疼痛袁 許主任常應用芍藥甘草湯加減
理氣和胃之藥袁用于止痛袁效果顯著遥 對於中陽虛寒尧
陰血虧損所致的脘腹疼痛袁 許主任常用此藥對組成
的小建中湯袁 方中在藥對上加用桂枝以溫經通陽散
寒袁以防白芍酸寒斂邪傷陽遥 而對於瀉痢日久袁滑脫
不禁袁腹中拘急疼痛者袁許主任則以此藥對配合溫陽
益氣之人參尧白術尧肉桂袁澀腸止痢之罌粟殻尧訶子
等袁組合成眞人養臟湯袁以達到標本兼治的效果遥 許
主任在應用此藥對時強調院 白藥用量宜大袁 一般在
30g以上袁且生用爲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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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中醫學家吳光烈先生壽登耄耋袁從醫六旬袁
理論精深袁辨證精細袁常于毫髮之間袁辨識眞諦袁處方
用藥袁不拘一格袁靈活多變袁治時方經方于一爐遥 他旣
師古法袁又能另闢蹊徑袁做到師古不泥袁立新而有據遥
該書由其學術繼承人所撰袁是吳老一生臨床的精華袁
涉及臨床經驗尧用藥心法尧病案評析等諸多方面袁論
述詳盡袁條理清晰袁評論中肯袁而切合實用袁其學術性
強袁影響年輕一代中醫遥 拜讀之後所見如下院
1. 內容豐富袁涉及面廣

全書臨床經驗是其重點袁涉及內尧外尧婦尧兒尧五
官尧皮膚尧傳染病7科的220個病案遥 驗案以中醫病名
歸類袁採用中西醫病名對應袁病史詳盡袁用藥精當袁按
語詳釋遥 論述大量方劑袁有經方尧時方尧經驗方及藥膳
方等遥 所以袁全書內容全面袁體例條理袁題材新穎遥
2. 集結經驗袁足啓後學

全書內容袁臨床方面佔了很大比重袁涉及內尧外尧
婦尧兒尧外傷等科袁堪稱醫療經驗之集成遥 旣總結理
論袁又介紹經驗遥 將經方尧時方尧經驗方及藥膳方靈活
運用臨床各病症遥 如經方新用有小柴胡湯用于黃疸
性肝炎等袁麻黃湯治失音袁用大黃附子湯加味治療膽
道蛔蟲症曰時方辨治疑難病袁如補中益氣湯治療美尼
爾式綜合症袁玉屛風散用于風濕性關節炎曰推陳出新
的有野胃寶冶治療胃脘痛的經驗曰一枝獨秀的有排石
湯疏肝利膽等治驗曰亦有諸多藥膳記載袁如生薑鷄肉
湯止嘔袁紅殻秫米糖粿治五更瀉等曰據成無忌野細辛
能潤腎燥冶之説袁應用細辛爲主藥治多種病症袁如習
慣性便秘等袁在外科尧兒科尧五官科等亦有治驗遥 按語

從概念尧病因尧證候等方面做了概述或分析袁旣提出
己見袁又引經據典袁所云的治療法則均有醫論爲據袁
列出各種病症的具體經驗方藥袁 這些都是闡前人之
所未發袁體現吳老臨床用藥的獨具匠心袁對臨床工作
者有一定啓發借鑒作用遥
3. 探仲景旨袁法貴活用

仲景之方袁爲群方之祖袁驗之臨床袁信而有證遥 然
因時代變遷袁 環境變化袁 人類疾病譜較古時有所不
同袁 故經方的運用在過去或現在都不可能治療所有
的疾病袁針對這一問題袁本書提出 野古法活用冶尧野古
方新用冶袁即宗仲景之野觀其脈證袁知犯何逆袁隨證治
之冶的辨證論治思想袁野有是症用是藥冶袁如小柴胡湯
加味治療慢性淺表性胃炎袁症見咽干尧口苦尧眩暈尧胃
痛等曰炙甘草湯加味治療便秘袁症有大便秘結尧心悸尧
面色無華等遥 在深刻認識和掌握前人成就與實踐的
基礎上袁 不斷發展新方袁 而 野不能固守經方一成不
變冶遥 活用經方要善於應變袁如此才能野以不變應萬
變冶袁有效地治療各種疾病遥 該書附有大量的經方活
用驗案及經方組成配伍心法的説明袁 于臨床具有較
高的參考價値遥

該書所載的是吳老窮一生之努力所得袁 使吳老
學術思想袁臨床經驗得以公之于衆袁傳之于世遥 全書
思路新穎袁效果確實袁方法獨特袁對臨床頗有指導意
義袁讀之可使人耳目一新矣遥 近年來袁人們已認識到
中醫的生命力在于臨床療效袁 老中醫的經驗是一筆
寶貴的財富遥 而叶吳光烈驗案精選曳正是其中的瑰寶袁
値得後輩學習尧繼承和發揚遥

學識稱豐博 診治出新義
要要要叶吳光烈驗案精選曳讀後

王旭麗 丁偉亮

渊福建中醫藥大學 350003冤

筆者近2年來運用我院名老中醫吳光烈驗方野前
列保康煎冶治療慢性前列腺炎43例袁取得較好療效袁
現報吿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本組共觀察43例院 最小年齡25歲袁 最大年齡55

歲遥25-35歲8例袁36-45歲21例袁46-55歲14例遥病程最
長27年袁最短2年遥

運用吳光烈老中醫驗方治療慢性前列腺炎43例

南安市中醫院渊362300冤 卓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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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診時具有的臨床表現院渊1冤 尿道刺激症狀院不
同程度的尿頻尧尿急尧尿痛遥 渊2冤尿液改變院排尿前後
有渾濁白色粘液流出袁或尿濁尧尿血遥 渊3冤前列腺痛院
會陰部尧骶尾部隱痛尧下腹部尧腹股溝尧大腿內側尧睾
丸不適感遥 渊4冤不同程度的乏力感尧腰酸尧腰痛尧性功
能障礙及神經衰弱遥 前列腺液常規檢查院卵磷脂小體
減少渊小於++冤袁白細胞每個高倍鏡大於10個遥直腸指
診前列腺局部有硬結節或成條索狀腫塊袁 腫塊錶面
光滑有觸痛遥
2. 治療方法
2.1 我院名譽院長尧國家級名老中醫吳光烈驗方治
療慢性前列腺炎的驗方前列保康煎院 王不留行15g尧
三棱15g尧莪術10g尧赤芍15g尧丹參15g尧元胡10g尧穿山
甲10g尧敗醬草15g尧澤瀉10g尧萆薢15g尧黃柏10g爲基本
方袁瘀重可選用院乳香10g尧沒藥10g尧牛膝15g尧全蝎
6g尧地鱉蟲6g曰濕重可選用白豆蔻10g尧車前子10g尧蒼
術10g尧瞿麥10g曰熱重可選用大黃10g尧蒲公英15g尧栀
子10g尧 白花蛇舌草15g曰 有脾虛少用或不用敗醬草
15g尧澤瀉10g尧萆薢15g尧黃柏10g袁可選用白術15g尧干
姜20g尧蒼術10尧茯苓15g尧芡實15g尧蓮子15g曰有腎虛
可選用枸杞20g尧菟絲子20g尧淫羊藿20g尧補骨脂20g尧
附子20g尧吳茱萸10g遥 也可根據臨床症狀進行加減袁
小便不暢可選用通草10g尧車前草20g曰小便混濁可選
用赤茯苓15g尧金櫻子15g曰睾丸腫痛或牽涉上腹部疼
痛可選用荔枝核15g尧橘核15g尧川楝子15g曰腰痛可選
用杜仲10g尧川斷10g曰早泄尧夢遺可選用煅龍骨15g尧
煅牡蠣15g遥 每日一劑水煎服遥
3. 療效觀察

3.1 療效評定院渊1冤痊癒院症狀消失袁前列腺液常規檢

查連續檢查3次正常袁 直腸檢查前列腺基本恢復正
常遥 渊2冤顯效院自覺症狀明顯減輕袁直腸指檢前列腺無
觸痛尧無腫塊袁但仍有輕度觸痛袁前列腺液常規檢查
白細胞減少袁軟磷脂小體增多遥 渊3冤症狀有減輕袁直腸
指檢前列腺有好轉遥 渊4冤無效院治療前後症狀尧直腸指
檢前列腺及前列腺液常規檢查無明顯好轉遥
3.2 治療結果院經過1個月治療爲一個療程袁一療程
治愈31例袁佔72.1豫曰顯效7例佔16.3豫曰好轉5例袁佔
11.6豫曰無效0例曰總有效率100豫遥
4. 討論

慢性前列腺炎是中靑年男性較常患的生殖系統
疾病袁其臨床特點是病情反復難愈袁治療上較棘手袁
給患者及家庭帶來較大的痛苦和麻煩袁 屬中醫的淋
病尧白濁尧精濁的範疇遥 我院名譽院長尧國家級名老中
醫吳光烈積60多年的豐富臨床經驗袁 把很多寶貴的
經驗尧驗方無私地奉獻給社會袁我們信手拈來應用于
臨床袁往往取得非常好的效果遥 其治療慢性前列腺炎
的經驗方野前列保康煎冶袁方中王不留行尧三棱尧莪術尧
赤芍尧丹參尧元胡活血化瘀止痛袁醬草尧澤瀉尧萆薢尧黃
柏清熱祛濕袁穿山甲祛瘀尧通經尧散結尧消癰排膿曰白
術尧干姜尧蒼術尧茯苓尧芡實尧蓮子健脾祛濕曰枸杞尧菟
絲子尧淫羊藿尧補骨脂尧附子尧吳茱萸補腎塡精遥 慢性
病人反復發作袁後期易傷耗脾腎之陽氣袁出現食慾下
降尧性欲低下尧陽痿尧早泄遥 此時應根據濕熱多少袁先
清利濕熱後補脾腎袁或清利與補脾腎兼施遥 但始終加
用祛瘀尧通經尧散結藥遥 慢性病人較易復發袁體會多由
於生活調攝失宜所致袁 所以本病治愈後一定要重視
生活調攝袁要忌煙尧酒和辛辣食物袁節制房事袁避免下
腹部受涼袁以防復發遥

吳光烈老中醫係我院名譽院長尧 國家級名老中
醫專家袁筆者近兩年來採用吳老驗方野鼻炎湯冶治療
過敏性鼻炎袁經臨床治療觀察60例袁療效顯著袁現報
吿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本組60例袁其中男性37例袁女性23例曰20歲以內5
例袁20-30歲17例袁31-40歲15例袁41-50歲15例袁51歲
以上8例曰年齡最小12歲袁最大65歲曰病程最短半年袁
最長20年遥
2 治療方法

吳光烈老中醫驗方野鼻炎湯冶組成院黃芪30克尧太
子參15克尧山茱萸9克尧杜仲12克尧防風9克尧細辛5克尧
薄荷9克渊後下冤尧辛夷花15克尧蒼耳子15克尧烏梅6克尧
訶子肉6克尧地龍6克尧升麻9克尧石菖蒲15克尧甘草9
克遥 隨證加減院頭痛加羌活9克尧川芎9克曰有黃膿涕加
黃芩9克尧敗醬草15克尧魚腥草15克曰息肉者加澤瀉9
克尧浙貝9克尧瓜蔞仁15克袁水煎服袁每日1劑袁早晩分
服遥治療時停用其他藥物遥服藥期間忌食辛辣刺激性
食物袁加強鼻部按摩保健遥
3 治療結果

鼻炎湯治療過敏性鼻炎60例臨床觀察體會

洪培華 吳盛榮

渊南安市中醫院 362307冤

學術經驗 125



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補腎通絡湯系南安市中醫院國家級名老老中醫
專家吳光烈主任醫師驗方袁 通過臨床應用及療效驗
證,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62例袁取得良好療效,現總結
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本組62例均爲門診患者袁男42例袁女20例袁年齡
23-75歲袁病史10天至5年袁其中30-48歲居多袁患者均
有頑固性下腰疼痛袁下肢單側或雙側交替性疼痛尧麻
木遥 腰椎側彎畸形袁雙下肢足跟測量不等長袁雙臀皺
線不對稱遥
2 診斷要點

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1994年頒佈的 叶中醫病證
診斷療效標準曳 中關於腰椎間盤突出的診斷標準爲
依據遥

腰痛伴下肢放射痛遥 直腿抬高試驗小於60度袁強
試驗陽性袁膝尧跟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袁拇趾背伸力減
弱遥 脊椎側彎袁腰椎生理前突平袁棘突旁壓痛遥 X線拍
片有骨贅形成及病變椎間盤可能變窄遥 椎管內造影
等輔助檢查與臨床症狀體徵相符者遥
3 吳老驗方補腎通絡湯組成

川續斷15g尧黑杜仲15g尧狗脊12g尧補骨脂15g尧懷
牛膝15g尧鷄血藤15g尧千年健15g尧丹參12g尧獨活9g尧威
靈仙15g尧當歸9g尧川蜈蚣2條尧全蝎6g袁水煎服袁每日1
劑袁水煎2遍袁早晩各1次遥 隨證加減院若濕重者加木
瓜袁防杞袁薏仁曰兼風寒者加桂枝袁附子院兼濕熱者加
蒼術尧黃柏曰陽虛者加肉蓯蓉尧巴戟天曰刺痛明顯者加
制乳香尧制沒藥曰氣虛者加黃芪尧黨參遥
4 治療結果

痊癒渊症狀體徵完全消失袁直腿抬高70度以上袁
能恢復原工作冤36例袁好轉渊腰腿痛症狀減輕袁腰部活
動功能改善袁日常生活能夠自理冤22例袁無效渊症狀及
體徵與治療前相比無改善或加重冤4例袁 總有效率爲
93.3%遥
5 體會

腰椎間盤突出屬祖國醫學中歸屬於野痹症冶遥 中
醫對野腰椎間盤突出症冶很早就有叙述袁叶黃帝內經曳
野腰爲腎之府袁轉搖不能袁腎將憊矣冶遥 叶素問曳野衡絡之
脈令人腰痛袁 不可以俯臥袁 仰則恐僕袁 得之舉重傷
腰冶遥 野風寒濕三氣雜至袁合而爲痹也冶遥 叶太素曳野內里
三脈袁令人腰痛袁不可以咳袁咳則筋急冶遥 叶醫學心悟曳

補腎通絡湯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62例總結

李詩豪

渊南安康美衛生院 362300冤

本組60例袁經治療後袁痊癒38例渊自覺症狀消失袁
檢查鼻甲粘膜腫大消退袁分泌物消失冤曰有效19例渊自
覺症狀消失袁檢查鼻甲粘膜腫大基本消退袁分泌物明
顯減少冤曰無效3例渊自覺症狀及檢查均無明顯進行冤遥
一般服6劑見效袁20劑左右即可痊癒遥
4 典型病例

劉某袁男袁45歲遥 2010年5月10日初診遥
患過敏性鼻炎反復發作已15年袁 經常于每天清

晨起床或氣溫變化外出遇冷空氣立即連續打幾十個
嚏噴袁同時涕淚俱流袁鼻塞袁易患感冒遥 曾經服用激素
及抗過敏藥物效果不佳遥 檢查院雙下鼻甲腫大袁表面
光滑袁色蒼白袁質軟袁鼻道有大量清水樣分泌物遥 舌質
淡袁苔薄白袁脈沉細遥診斷爲過敏性鼻炎遥證屬脾腎兩
虛袁肺衛失調遥治宜益氣補腎袁祛風通竅遥藥用本方治
療6劑後袁症狀明顯大減袁藥已對症袁繼服6劑後發作
停止袁諸症消失袁雙鼻甲腫大消退袁分泌物消失袁同時
感覺精力較前充沛袁食慾增加遥 爲鞏固療效袁囑用補
中益氣丸和金匱腎氣丸各6克袁每日1次袁連服1個月袁
隨訪一年袁未見復發遥

5 體會

過敏性鼻炎屬祖國醫學野鼻鼽冶之範疇遥 臨床表
現爲反復發作性鼻塞尧鼻癢尧噴嚏頻頻袁流大量清涕袁
病史較長者鼻粘膜可呈自肉樣變遥 本病的發生多因
肺氣虛尧衛表不固袁腠理疏鬆袁內寒之邪乘虛而入袁寒
邪凝滯于鼻竅所致遥 叶諸病源候論曳曰院野夫津液涕唾袁
得熱即乾燥袁得冷則流溢袁不能自收遥 肺氣通于鼻袁其
藏有冷袁冷隨氣入乘于鼻袁故使津液不能自收遥 冶然肺
有賴脾氣的充養遥 叶脾胃論曳 曰院野脾胃虛則肺最受
病冶遥 腎爲氣之根袁主納氣遥 叶景岳全書曳曰野五臟之陽
氣非此不能發冶袁腎虛則肺氣亦虛袁攝納無權遥 因此袁
鼻鼽病在于肺袁與脾腎之虛有關遥 故在用藥上袁選黃
芪尧太子參尧山茱萸尧杜仲益氣補腎曰防風尧細辛尧薄荷
發表散風袁溫肺化飲袁兼有行氣通竅之功曰辛夷花尧蒼
耳子辛溫芳香袁能散風寒袁宣鬱熱袁通鼻竅曰烏梅尧訶
子斂肺氣袁止涕流曰升麻曰石菖蒲升舉陽氣袁疏清透
達曰地龍善於通利經絡袁更具有止痙鎮嚏袁抗過敏之
功曰甘草調和諸藥遥 諸藥相合袁具有益氣補腎袁祛風散
寒袁通利鼻竅之功遥 故用于本病袁而取得較好的療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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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叶吳光烈驗案精選曳

宋南昌

渊南昌市中西醫結合醫院 江西 330003冤

由福建省南安市中醫院吳盛榮醫師繼承整理
渊編著冤袁學苑出版社出版的叶吳光烈驗案精選曳渊下稱
叶驗案選曳在2009年就與醫者見面袁我有幸能夠目睹袁
深感榮幸浴 叶驗案選曳全書共16萬8千字袁遴選了內尧
外尧婦尧兒尧皮膚尧五官及傳染科醫案220例和160余種
病症及經效方100余首的治療經驗遥 病例典型袁內容
豐富袁記載了吳老治病袁如蜂釀蜜袁雜採百花袁博採衆
長袁師古不泥袁標新立異袁善用經方袁靈活熨貼病情袁
闢古方新用袁秉先輩所傳秘驗和盤托出袁敢於超越先
輩技術袁 硏製出衆多自擬方歷試袁 善於採擷民間效
方曰認爲內服湯劑固屬重要袁外治諸法直達病所不容
忽視袁內外合治則其療效可相得益彰曰主張治病當以
藥攻袁扶正須求食補袁輔佐食療遥 更善於辨證遣藥袁一
方一藥均適證而用袁法度嚴謹而又靈活變通袁常致效
若桴鼓曰爲傳心之作袁很値得一讀遥 加之吳老爲人廉
和誠懇袁正直忠厚袁醫術精湛袁醫德高尙袁深爲病家景
仰遥 兹就其學術思想及臨床經驗舉述梗概袁 以饗同
道遥
1 貴在變通袁創古方新用途

中醫各家學説學驗豐富袁 吳老潜心鑽硏仲景藥
方袁善承其而變通袁爲我所用袁活病活方袁闢古方新用
途徑袁成效顯著遥 如院玉屛風散爲固表止汗袁補益肺氣
之劑袁主治體虛自汗袁容易感冒症遥 吳老善用玉屛風
散加味治正氣不固袁 風寒外襲之感冒 渊上呼吸道感
染冤尧咳嗽渊慢性支氣管炎冤尧小兒咳嗽渊支氣管哮喘冤曰
表衛不固尧中焦虛憊之盜汗尧頸項汗出尧泄瀉渊慢性結
腸炎冤尧鼻淵渊鼻竇炎冤曰氣營虧虛袁風寒濕邪乘襲之風
痹渊風濕性關節炎冤袁效果極佳遥 又如血府逐瘀湯治頑
固性頭痛渊偏頭痛冤尧脅痛渊慢性膽囊炎冤尧痛經尧癥瘕
渊宮外孕冤尧腸癰渊闌尾炎冤遥 金匱腎氣丸治鼻鼽渊過敏
性鼻炎冤尧梅核氣渊慢性咽喉炎冤尧口瘡渊復發性口腔潰

瘍冤尧癃閉渊前列腺肥大並發尿瀦留冤尧淋證渊泌尿系感
染冤袁每有效驗遥 又如院大黃附子湯尧補中益氣湯尧歸脾
湯尧小柴胡湯尧逍遙散尧參苓白術散尧炙甘草湯尧四逆
散尧溫經湯尧止嗽散尧當歸六黃湯尧導赤散等等都體現
了異病同治尧古方新用遥
2 毫無保留袁盡傳家秘驗方

吳老出生於六代中醫世家袁自幼隨父行醫袁繼承
家傳秘驗方袁 臨床60多年屢試屢驗遥 如用家傳秘方
野胃寶冶尧野孕寶冶尧野清理解毒湯冶尧野四味掃毒癀冶尧野咽
喉萬應散冶及治療小兒遺尿絶招袁在叶驗案選曳將家傳
秘方袁毫無保留地貢獻出來遥
3 立足臨床袁自創實用新方

吳老集個人多年臨床經驗袁廣收博採袁自創了不
少療效確實並便于實用的新方遥 例如益氣通脈湯是
吳老根據冠心病氣虛血瘀和本虛標實的特點袁 爲心
氣不足血脈瘀阻之證所設遥 還有疏風定喘湯尧活血祛
瘀湯尧益氣化瘀湯尧銀翹敗醬湯尧滅滴湯尧益壽降壓
湯尧十味降脂湯尧清肝安神湯尧疏肝和胃湯尧清膽消石
湯尧排石湯尧舒肝利膽湯尧溫膽和胃湯尧膽道驅蛔湯尧
生地通淋湯尧消癭散結湯尧補腎種子湯尧通經湯尧暖宮
促孕湯尧健脾消積粉尧清里解毒湯尧補腎通絡湯尧消疳
健兒散尧固胎保育飲尧通絡化瘀湯尧健脾和胃湯尧結腸
炎方尧參桂烏梅湯尧健脾止帶湯等諸多自擬方均是其
多年臨床之精華所成遥 用之臨床袁屢獲奇效遥
4 如蜂釀蜜袁博採民間經驗

吳老遵循長沙野勤求古訓袁博採衆方冶之遺言袁認
爲民間驗方是祖國醫學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袁 善於
發掘尧總結尧運用于臨床而形成了學術風格的又一特
點遥 叶驗案選曳中記載白田烏草尧算盤子根尧黃花稔根尧
鮮辣蓼尧入骨丹等多種民間單方草藥袁用之得當袁獲
得很好的療效遥

也説院野腰痛拘急袁牽引腿足冶遥 所以本症當爲血淤尧寒
濕尧濕熱之邪痹阻經脈袁久病而虛袁大多爲本虛標實
之症遥 治療上當扶正祛邪袁標本兼治遥 吳老方中以川
續斷尧杜仲尧狗脊尧補骨脂補益肝腎袁強筋壯骨曰制川
烏尧威靈仙尧獨活尧千年健祛風除濕散寒止痛曰當歸尧
鷄血藤尧丹參養血和營尧活血通絡曰再配蟲類之品全
蝎尧川蜈蚣以野搜剔冶經絡筋骨間之邪氣袁並且蟲類藥
物含有動物異體蛋白袁對於增加機體免疫功能袁提高

機體抗病能力有特殊作用曰 牛膝祛瘀止痛袁 引藥下
行袁直達病所遥 全方達到活血化瘀尧補肝腎尧強筋骨尧
祛風通絡尧化痰除濕袁有可能促使椎間盤突出的自然
吸收袁並能減輕或消除福經根局部充血尧水腫等炎症
反應袁改善局部血液循環袁使神經內及周圍局部炎症
介質尧致痛物質被清除袁促進神經根結構及功能的恢
復袁而且能減輕化學性刺激袁降低免疫性反應袁甚至
吸收突出物遥 由於本方配伍嚴謹精當袁故收效迅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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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藥食同源袁妙在扶正祛邪
吳老認爲治病不能徒恃藥物袁應從護理尧飲食上

配合袁尤重視飲食療法遥 根據野藥食同源冶理論袁喜用
童鷄尧豬心尧豬血尧豬肚尧豬腎尧羊肉尧鰻魚尧桂圓尧蓮
子尧大棗尧黑大豆尧糯米尧緑豆尧秫米尧扁豆尧冬瓜子尧胡
椒尧鮮葱尧生薑尧蜂蜜尧芝蔴油尧醋尧冰糖尧紅糖尧荔枝核
等食品配合某些藥物組方袁如自擬葱腎湯尧椿杞豬肚
湯尧生薑鷄肉湯尧緑豆羊肉湯尧茵扁鷄肉湯尧振陽起勃
湯尧胃痛四味飲尧苧蓮安胎飲尧芪桂鰻魚湯尧麥冬橄欖
湯尧紅殻秫米糖粿尧加簸童鷄湯尧補血理癢湯等食療
方袁屢收良效遥
6 內外合治袁其效相得益彰

吳老治病袁常用內服尧外治相配合以提高療效遥
對於有些病症袁則單用外治法取效袁曾治扁桃腺紅腫
潰瘍袁呑咽困難袁用吳萸硏末調醋塗于兩足心曰小兒
夜啼袁則吳萸末調醋塗臍曰胃腸積氣如鼓袁用吳萸末
炒酒乘熱敷臍或灌湯袁還有中藥燻洗湯外洗曰均見速
效遥 在叶驗案選曳還記載野治陰門奇癢冶野房事後小腹劇
痛冶野嬰兒腹脹冶野慢性支氣管炎冶 等等運用外治法的
經驗袁臨床上値得採用遥
7 別出心裁袁引伸觸長藥用

吳老幼秉庭訓袁自小在父指導下熟讀叶藥性賦曳尧
叶湯頭歌括曳尧叶本草經曳等經書袁對藥物性味尧歸經尧功
效尧應用尧藥量及加工炮製瞭如指掌遥 尤能汲取精華袁
善用辛溫渊熱冤解表尧溫里尧苦寒攻下的單味藥治療多
種病症袁往往得心應手袁例如院吳老善用細辛袁取其殺
蟲止癢功效治療陰門奇癢曰 溫膽除驚治小兒膽虛驚
癇曰溫經通絡治療下焦虛寒尧濕滯胞宮之不孕症渊輸
卵管閉塞冤曰潤燥通便治陽虛陰凝袁運送失常之大便
秘結遥 此外袁吳老還妙用細辛潤肝燥袁條暢肝木袁以生
氣血之理袁治療煩躁失眠尧耳鳴目昏尧偏頭痛尧風痙尧
嬰兒腹脹尧手指拘攣等病例袁對風寒邪入至陰重症袁
吳老每用9克以上袁療效顯著並未見弊端遥 還有使用
吳茱萸尧五味子尧鴉膽子尧伏龍肝尧葛花尧刺五加尧靈芝
草尧大黃等單味中藥治療疾病袁臨床療效頗佳遥

吳老自幼敏而好學袁又受學家燻陶袁早就熟諳岐
黃袁且矢志不渝袁攻醫甚篤曰復躬身實踐袁重視臨床袁
活人無數袁故心得甚多遥 對多種病症診治袁尤其遣方
用藥獨具巧思袁頗有獨到之處袁實可效之法之遥 限于
篇幅袁 以上探析僅是臨床經驗的一部分袁 遠非其全
體袁有待於今後進一步硏讀袁多出心得袁爲指導中醫
臨床而發揮更大作用遥

固胎保育飲係我市中醫院國家級名老中醫專家
吳光烈主任醫師治療先兆流産的經驗方袁 筆者近年
來運用該方治療20例袁療效確切袁現總結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1.1 本組20例袁妊娠40-60天者8例袁61-80天者8例袁
80天以上者4例遥
1.2 陰道出血量院 出血量約50ml者10例袁 出血量約
30ml者6例袁出血量約10m者4例遥
1.3 出血原因院有外傷者4例袁有過度勞累及受振動
者12例袁無明顯誘因者4例遥
1.4 伴發症狀院伴輕度小腹疼者10例袁伴小腹明顯疼
痛6例袁無小腹疼痛者4例遥
1.5 其他症狀院20例中袁有流産史者15例袁無流産史5
例遥
2 治療方法
2.1 吳老驗方固胎保育飲院

組成院蓮子肉12克尧苧蔴根12克尧糯米12克尧杜仲
12克袁白術9克尧菟絲子9克袁砂仁6克尧黃芩6克尧桑寄

生6克袁白銀2枚遥 每月三劑袁水煎兩次袁早晩空腹分
服袁服至超過流産月數爲止遥
2.2 口服維生E100mg袁1日3次遥
3 典型病例

李某袁女袁25歲袁工人遥 2001年5月15日初診遥
患者自述連續流産已2胎袁第一胎爲2個月袁第二

胎爲3個月遥 此次停經將60天袁每天早晨有噁心嘔吐
感袁2天前因上班干重活袁回家後袁當夜小腹隱痛袁次
日見有少量陰道出血伴有腰酸袁小腹墜脹感袁噁心尧
納差袁面色蒼白袁舌淡苔薄袁脈沉緩遥 檢查院妊娠乳酸
試驗院陽性遥 給服固胎保育飲3劑袁水煎服袁1日2次袁維
生素E100mg袁1日3次遥

二診院服上藥3劑後袁出血已止袁小腹隱痛基本消
失袁繼服上方2劑袁諸症痊癒遥 囑每月按原方服三劑以
固胎保育袁後足月順産一男嬰袁母子均安遥
4 體會

先兆流産是婦科常見病之一遥 其病機吳老認爲
與先天腎氣的盛衰及後天脾胃的強弱有密切的關

固胎保育飲加維生素E治療先兆流産20例體會

曾麗蓉

渊南安市洪瀨中心衛生院 3623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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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遥 故吳老在治療本病袁除應以補腎外袁還必須並用
健脾之品袁使腎與脾袁先天與後天相互促進袁故用固
胎保育飲遥 方中蓮子肉補脾且清君相之火而固澀袁苧
蔴根清熱止血安胎袁糯米尧白術尧砂仁健脾和胃袁杜
仲尧菟絲子尧桑寄生固腎袁黃芩尧白銀清熱尧安胎袁諸藥

合用袁旣補先天之腎袁又健後天之脾袁兼清熱而安胎尧
自無流産之虞遥再加維生素E袁意在促進子宮代謝袁有
利于孕卵發育起到安胎作用遥 故臨床用于治療先兆
流産起到滿意的療效遥

吳光烈老中醫是福建省名老中醫袁全國首批500
名老中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指導老師之一遥 吳老醫
德高尙袁醫術精湛袁擅治內科疑難雜症袁在中藥炮製
方面也具有獨特的經驗袁 現就吳老對中藥炮製重要
性淺談如下院

吳老説院中藥炮製有着悠久的歷史袁是祖國醫學
的寶貴遺産遥 中藥炮製是根據醫療尧調劑以及製劑要
求袁而對中藥進行各種加工處理遥 科學尧正確的炮製
是提高藥品療效及保證用藥安全的前提袁 炮製質量
不合標準袁直接影響着醫療質量袁輕則貽誤病情袁重
則危害生命遥 因此袁 中藥炮製自古至今受到醫家重
視袁我們要在繼承傳統方法加以硏究袁以中醫辨證理
論爲準繩袁搞清炮製中原理袁爲提高中醫臨床療效打
下堅實的基礎遥

中藥炮製要符合中醫臨床的要求袁 使其發揮應
有的效果遥炮製可降低或消除藥物毒性或副作用遥就
拿中藥炮製中的潤法來説袁 有些藥材在製成飲片前
需經水浸潤處理袁藥材吸收一定水分後袁質地變軟袁
以利切片遥 浸泡時間長短對飲片有效成分影響很大袁
長時間浸泡袁會使藥材有效成分大量流失遥 近年來袁
有些藥材部門管理不當袁 致使工作人員在藥材加工
中不講科學袁不按要求去做袁只求數量袁不求質量袁致
使不少劣質藥材大量上市袁病者用後袁旣貽誤病情袁
又造成經濟損失遥 對於有毒藥物的炮製袁更應以科學
認眞的態度對待遥 近年來因服用炮製不當的有毒中
藥而中毒的事例時有發生袁 中藥材加工部門應該引
以爲戒遥 有毒中藥經過科學的炮製袁降低其毒性袁使

服後不致産生不良反應而確保用藥安全的遥 如馬錢
子袁散血熱尧消腫止痛袁有效成分士的寧也是主要的
毒性成分袁通過油炸或砂燙就有破壞部分士的寧袁旣
能達到治療的目的袁又不致引起中毒遥 大戟尧甘遂中
均含有三萜類成分袁 與酸作用後的衍生物可消除毒
性和刺激作用袁因此二藥須經醋制後應用袁炮製中提
高療效遥 倒如地楡炒炭後不僅保存生地楡的止血作
用袁又釋放出可溶化鈣袁其止血作用更優袁説明中醫
用地楡炭止血是有一定道理的袁也符合中醫野血見黑
則止冶的理論遥 這些方法旣經濟尧又安全尧是減低中毒
副作用袁提高中藥療效的可靠方法遥

吳老説要結合現代科學理論和技術袁 指導中醫
炮製袁爲中醫臨床服務袁同時必須將中醫特點放在優
先的位置上袁中醫治病是從整體上立方用藥袁這就是
中醫的辨證施治理論遥 只注重主要成分的變化是不
全面的袁也代表不了中藥全部成分的變化袁中藥的有
效成分在炮製及應用到病人的各個方面是變化的遥

總之袁 中醫中藥有其獨特的理論體系和醫療特
色袁廣泛地體現在中藥應用的各個環節之中袁過去我
們的前人在醫療過程中往往是自己採藥袁自己炮製袁
甚至自己煎煮袁各個環節都一絲不苟袁精益求精袁藥
物很容易發揮最佳療效袁 這就要求我們的中醫藥工
作者袁以嚴肅認眞的科學態度袁對待中藥炮製過程中
的每一個環節袁 保持中醫藥特色袁 發揮中醫藥的特
長袁使中醫藥永遠立足于世界之林袁爲人類做出更大
的貢獻遥

吳光烈老中醫談中藥炮製對中醫療效的影響

劉克瑜

渊南安市溪美衛生院 3623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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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光烈老中醫治療小兒哮喘經驗

洪志銘

渊南安市中醫院 362000冤

吳光烈是國家級老中醫袁懸壺濟世數十載袁救人
無數遥 筆者有幸得以聆聽老先生的敎誨袁受益頗豐袁
臨證實踐袁多有實效袁現將本人學習吳光烈主任醫師
治療小兒哮喘的一些體會總結如下院
1 治必分期袁攻補迥異

吳老認爲袁小兒哮喘袁雖然臨床常見袁治療實屬
不易遥 往往發病急迫袁控制症狀已是不易袁根治尤其
困難遥 治療的首要任務就是辨別疾病所處的時期袁不
同時期治療原則大相逕庭遥 急性發作期大多是感冒
外邪袁引發肺內伏痰袁正如叶諸病源候論曳所言院野內有
窠臼伏飲袁因外邪引動而發冶袁故此期治療應該以宣
肺祛邪爲治療大法遥 繼而細分寒尧熱尧痰濁袁孰是主
因院如惡寒發熱無汗尧氣促尧痰白稀袁舌淡苔薄白袁脈
浮緊袁乃是風寒閉肺之證袁治宜辛溫解表袁宣肺化痰袁
可用麻黃湯或小靑龍湯曰 如患兒發熱有汗袁 口渴欲
飲袁痰濁黃袁鼻翼煽動袁面赤唇紅袁舌紅苔浮數或滑袁
乃是風熱閉肺之證袁治療當以辛涼解表袁宣肺豁痰袁
可用化痰散袁定喘湯加減曰如症見壯熱煩躁袁喉鳴痰
壅袁氣促喘憋袁鼻煽袁舌苔黃膩袁脈洪滑數袁乃是痰熱
壅肺袁治療當以清瀉肺熱袁滌痰定喘袁可酌用下法袁如
防風通聖散加減遥 而對於處于緩解尧恢復期的則應當
以扶正氣爲治療大法遥 若見患者兒平素怕冷惡風袁膚
色少華袁四肢欠溫袁動輒多汗袁脈舌如常袁治宜益氣固
表袁可用玉屛風散合龍牡五味子曰若見不思飲食袁便
下稀溏袁體質瘦弱袁治當健脾燥濕袁可用六安煎加萊
菔子袁厚樸袁杏仁遥 若無明顯外邪而易復發的袁或素有
肢冷多汗袁愈發愈甚者袁治療當以補腎斂陽袁可用腎
氣丸合紫河車尧鹿角霜遥
2 調理氣機袁勿過寒涼

吳老認爲袁肺系的全部功能在于肺氣袁肺喜宣疏

而惡郁閉袁喜肅降而惡上逆袁二者功能並行不悖袁共
爲肺氣之機遥 若肺氣應宣而反閉袁或應降而反逆袁則
常見腠理閉塞袁鼻塞無汗袁咳逆喘促袁痰聲呼嚕遥 故臨
證之時袁在選擇化濕燥痰的藥物時袁時時刻刻需要注
意調理氣機之宣尧肅二法的運用遥 正所謂院野哮喘因外
感而發者其病在表袁不必定喘袁只須髮散袁發散則表
邪盡去袁而哮喘自平矣冶遥 此時選擇藥物應輕清靈活
爲長袁以免傷及小兒正氣袁常用藥物如蘇葉尧防風尧橘
紅尧桔梗尧郁金尧杏仁之類曰另外袁六腑通降則肺氣自
和降袁因此袁通腑法亦能使濁氣降而達降頑痰袁平喘
促之功袁只是藥宜緩而勿峻袁不可通下過度袁傷及小
兒未充之正氣袁可用郁李仁尧瓜蔞仁尧杏仁尧枳殻之
類遥 同時袁吳老針對現代醫學認爲清熱解毒之寒涼藥
物有抗炎作用袁 而導致臨床上過用寒涼攻伐之弊提
出批評袁認爲若只爲野炎症冶所惑袁一味妄投寒涼之
品袁則可使氣機阻遏袁苦燥傷及肺陰袁應遵野治上焦如
羽袁非輕不舉冶之訓袁而選用微辛微苦以疏風散寒爲
宜遥
3 治肺之餘袁莫忘培元

吳光烈老中醫還常敎誨袁小兒哮喘的治療袁固當
治肺袁莫忘培元遥 在發作期袁常見的病因有風尧寒尧熱尧
痰袁病久還常夾瘀袁反復發作袁遷延日久袁常傷及先
天尧後天之本遥 因此袁對於伴見面色少華袁納獃袁自汗袁
脈虛細袁在用驅邪方藥的同時袁當輔以益氣健脾法袁
可用太子參尧白術尧茯苓乃至當歸尧黃芪曰若見面色無
華袁目眶黯黑袁肢冷袁夜尿袁脈沉無力袁則當佐以補骨
脂尧益智仁尧菟絲子尧鹿茸袁可溫腎散寒遥 至於緩解期
及恢復期袁更是以調理脾胃尧充實腎氣爲主要原則袁
可以達到野培土生金冶及野固腎納氣冶之功遥

祛風通絡湯係我院老中醫專家吳光烈主任醫師
臨床驗方袁筆者自2002年3月要2005年3月袁運用吳老

驗方湯治療35例周圍性面神經麻痹患者袁療效滿意袁
現總結如下院

吳光烈驗方祛風通絡湯治療面神經麻痹35例臨床體會

歐陽良瑛

渊南安市中醫院 3623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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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氣潤腸湯治療老年性便秘76例臨床總結

蘇世鑫1 陳春雷2

渊1南安市醫院 2南安市中醫院 362300冤

老年性便秘屬中醫虛秘範疇袁爲老年常見病尧多
發病之一遥 筆者自2008年5月至2010年5月袁運用名老
中醫專家吳光烈主任醫師驗方野益氣潤腸湯冶治療老
年性便秘76例袁取得較好療效袁現總結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本組76例中袁男性34例袁女性42例曰年齡均在50-
85歲間袁以50-60歲之間爲多見曰病程最長爲10年袁最
短爲1年遥 便秘周期3-10天袁以5天尤多遥 排便所需時
間大多在30分鐘左右遥 臨床表現大便秘結不通袁排便
次數減少袁 經常3-5天或6-7天甚至更久才能大便1
次袁便質干結袁或便質並不干結但排出困難袁面色無
華袁頭暈目眩袁神疲氣短袁舌質淡紅袁苔薄白袁脈細弱
等症遥
2 治療方法

吳老驗方野益氣潤腸湯冶組成院黃芪15克尧黨參15
克尧白術12克尧淮山藥15克尧杏仁9克尧當歸9克尧桃仁9
克尧火麻仁15克尧核桃肉2個尧蜂蜜10克遥 隨症加減院熱
便者加大黃尧決明子曰血虛加生地尧首烏曰腹痛加白
芍尧甘草曰高血壓者加珍珠母尧草決明曰噫氣上逆加旋
復花尧代赭石遥 水煎服袁每日1劑袁上下午分服遥
3 治療結果

3.1 療效標準淤痊癒院排便通暢袁便質正常或恢復至
病前水平袁其他症狀全部消失袁維持療效達3個月以
上者遥 于有效院臨床症狀好轉袁大便間隔縮短袁大便變
軟袁維持療效不足三個月者遥 盂無效院服藥後臨床症
狀及便秘無改善者遥
3.2 治療效果院76例中袁臨床治愈38例袁有效34例袁無
效4例袁總有效率92.8%遥

1 臨床資料

35例門診患者袁其中男20例袁女15例袁年齡最大
爲58歲袁最小爲10歲遥 患左側面癱19例袁右則面癱16
例袁按中醫辨證屬風寒型23例袁風熱型12例遥
2 治療方法

祛風通絡湯院全蝎5只袁殭蠶10克袁地龍6克袁白附
子10克袁羌活6克袁桂枝9克袁防風6克袁秦艽10克袁生黃
芪30克袁白術10克袁當歸10克袁赤芍10克遥 風寒型加細
辛3克袁川芎10克袁白芷15克曰風熱型加黃芩10克袁生
地15克袁葛根15克遥 每日1劑袁水煎2次分服遥
3 治療結果

35例患者全部治愈渊患側額紋恢復袁眼瞼閉合自
如袁鼻溝恢復如常袁口角無歪斜袁飲食袁言語無障礙袁
乳突處無壓痛袁患側麻痹消失冤遥 未發現後遺症發病
例遥 療程最短爲1周袁最長爲7周袁大多數病例經治療
2-5周恢復正常遥風寒型與風熱型的治療結果比較無
明顯差異遥
4 病例介紹

陳某袁男袁50歲袁2003年5月3日就診遥
自訴3天前下午工作時不明原因自覺左耳疼痛

不適袁隨後感面部麻痹袁口角歪斜袁左眼瞼不能閉合袁
且流淚袁發音不清袁飲水時水從左側口角溢出袁進餐
時食物停于左側齒頰之間袁自覺全身肌肉拘緊酸痛袁
惡風袁怕冷袁無汗袁故求診遥 診見院左側額紋消失袁不能
皺額袁皺眉遥 鼓腮及吹口哨袁左眼瞼不能閉合袁左側鼻

唇溝明顯變淺袁口角向右歪斜袁笑時尤甚袁舌質淡紅袁
苔薄白袁脈浮緊遥診斷爲口僻袁證屬風寒型遥治宜祛風
通絡袁養血和營袁以祛風通絡湯治療遥 處方院全蝎5只袁
地龍6克袁殭蠶10克袁白附子10克袁羌活6克袁桂枝9克袁
防風6克袁秦艽10克袁生黃芪30克袁白術10克袁當歸10
克袁赤芍10克袁細辛3克袁白芷15克袁川芎10克遥 7劑袁每
日1劑袁水煎2次分服遥

10日復診袁服上藥後袁初診時症狀大部分消失袁
只有口解仍輕微歪斜袁 鼻唇溝已有所恢復袁 上方有
效袁再進7劑袁患者顔面恢復原貌袁囑其避免憂慮袁失
眠袁同時注意避風寒之邪的侵襲遥 隨訪至今袁未見復
發遥
5 體會

周圍性面神經麻痹袁祖國醫學稱其爲口僻袁口眼
歪渊冤斜遥屬野中風冶病中的中絡證範疇遥吳老驗方祛
風通絡湯具有祛風化痰通絡之功袁方中全蝎尧地龍尧
殭蠶尧白附子祛風止痙袁溫經通絡曰秦艽尧羌活尧桂枝尧
防風祛風化痰袁通絡解表曰赤芍尧當歸養血行血曰取
野治風先治血袁血行風自滅冶之意曰白術尧黃芪乃補益
之品袁 可補氣扶正袁 針對本病的發生是由於正氣不
足袁外邪乘虛入中而設袁且重用黃芪袁有補氣固表袁托
邪外出之特殊功效遥 風寒型加入細辛尧白芷尧川芎辛
溫香竄之品袁以加強祛風散寒行血之功曰風熱型加入
黃芩尧生地尧葛根辛涼尧清涼之品袁以加強疏散風熱袁
涼血解肌之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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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增生病是婦女乳腺疾病中的常見病尧 多發
病袁列乳腺疾病之首袁且有逐年升高的趨勢袁嚴重危
害着廣大婦女的健康遥 筆者自2006年3月~2010年3
月袁運用吳光烈老中醫經驗方袁疏肝消癖湯治療該病
60例袁取得滿意的效果袁現總結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本組病例均爲門診病人遥 年齡最小的18歲袁最大
的60歲袁 其中25歲以下10例袁25歲~36歲20例袁36歲~
47歲12例袁47歲~58歲10例袁58歲以上9例曰 病程最短
15天袁最長10年曰乳房一側增生者49例袁兩側增生者
11例遥 診斷主要依據爲乳房疼痛袁觸診時乳房內可觸
及腫塊袁形如梅尧李尧鷄卵或呈結節狀袁推之可移袁並
經乳腺儀及B超檢查證實爲乳腺增生病遥
2 治療方法

吳老疏肝消癖湯組成院柴胡12g尧杭芍12g尧郁金
9g尧香附9g尧橘核仁15g尧三棱12g尧莪術12g尧王不留行
30g尧赤芍12g尧夏枯草15g尧浙貝母12g尧黃藥子30g尧瓜
蔞實15g遥 隨症加減院素體虛弱袁月經量多者加黃芪
15g尧黨參12g尧乳房脹痛較甚者加延胡索9g尧川楝子
15g曰乳房脹尧灼熱者加丹皮9g尧膽草6g曰乳頭溢液者
加丹皮9g尧栀子10g尧旱蓮草15g尧胸悶者加竹茹9g尧枳
殻9g曰失眠多夢加夜交藤15g曰腰痛者加川斷12g尧狗
脊12g曰痛經者加五靈脂12g尧蒲黃9g遥 每日一劑袁水煎

服袁連服15劑爲1個療程遥 若1個療程未愈袁可間隔5天
再進行第2個療程遥經期可連續服用遥用藥期間袁要調
整情緒袁保持心情舒暢袁並加強體育鍛煉遥
3 治療結果

60例經治後袁痊癒渊症狀及體徵消失袁腫塊完全消
散冤22例袁佔36%曰有效渊腫塊消失袁疼痛減輕袁或腫塊
縮小1/2以上袁疼痛輕袁其他症狀及體徵均好轉冤35例袁
佔58%曰無效渊腫塊與疼痛如舊袁無明顯變化者冤4例袁
佔6%遥 總有效率爲94%遥 爲排除因月經周期變化對疼
痛和腫塊大小的影響袁均于經凈後1周判定療效遥
4 典型病例

陳某袁女袁30歲袁已婚袁工人袁2008年5月20日初
診遥左側乳房上有一腫物已近5年遥1個月前因與其家
人發生口角袁情志不暢袁煩勞氣郁而致胸悶不舒袁心
煩易怒袁失眠多夢袁經行前乳房脹痛明顯加重袁經色
紫黯有塊遥 檢查院左乳暈周圍可觸及2.0cm~2.5cm腫
塊袁觸痛明顯加劇袁質中等硬袁表面光滑可移動遥 舌質
淡紅袁苔薄黃而干袁脈弦數遥B超提示院乳腺增生遥中醫
診爲乳癖袁證屬肝失疏泄袁氣滯血瘀遥 治宜疏肝消癖
湯加川楝子12g尧枳殻15g尧夜交藤15g遥 連服10劑袁疼
痛減輕袁腫物變軟且縮小遥 藥已中病袁按原方再服10
劑袁臨床症狀及腫物消失遥 後以逍遙丸調理3個月鞏
固療效袁並注意調節情緒袁保持心情舒暢袁隨訪1年袁

運用吳光烈經驗方治療乳腺增生病60例

洪美玉 吳盛榮

渊南安市中醫院 362300冤

4 典型病例

李某袁男袁58歲袁農民遥 2008年7月4日初診遥
患者于10年前因疝氣手術袁術後體質虛弱袁大便

4-5天或6-7天1次袁排出困難袁約40分鐘解完遥今大便
6天不解袁臨厠努掙乏力袁掙則全身汗出袁伴有面色無
華袁頭暈目眩袁動則氣喘袁神疲乏力袁舌質淡紅袁苔薄
白尧脈細遥 此乃老年脾肺氣虛袁中氣下陷袁大腸傳導無
力所致便秘症遥 治宜補中益氣袁潤腸通便遥 方用益氣
潤腸湯加味遥 黃芪15克尧黨參15克尧白術12克尧淮山15
克尧杏仁9克尧火麻仁15克尧桃仁9克尧核桃肉2個尧當歸
9克尧生地15克尧首烏15克尧蜂蜜10克遥 服上方7劑後袁
大便通袁諸症減遥 上方加減再服15劑後袁大便正常袁體
質轉佳遥 囑用補中益氣丸袁每次6克袁每日3次袁以鞏固
療效遥 隨訪一年袁未再復發遥
5 體會

老年性便秘以氣虛尧血虛便秘爲多見遥 一般病程

較長袁體質虛弱袁病情錯綜複雜遥 其病因多因燥熱內
結袁氣滯不利袁氣虛傳遞無力袁血虛腸道干澀以及陰
虛凝結所致遥 吳老根據野肺與大腸相表里冶袁野肺朝百
脈冶之理論袁認爲益肺氣可使各臟腑功能增強遥 故方
用野益氣潤腸湯冶治療遥 方中用黃芪尧當歸益氣養血曰
黨參尧白術尧淮山增強補氣之力袁並能提高機體的抗
病能力曰杏仁尧核桃肉宣肺利氣袁並含脂肪油袁能下氣
潤燥通便曰桃仁尧火麻仁尧蜂蜜潤腸通便遥 諸藥相配袁
俾使中氣旺尧大腸傳導有力袁則便閉而解遥 方中雖無
攻下之品袁然仍區通便之效遥 説明祖國醫學辨證論治
至關重要遥

此外袁在治療中袁尙需要吿誡老年患者袁平素當
多吃粗糧麵食和新鮮蔬菜袁多飲水或果汁飲料袁注意
調精怡神袁保持情緒舒暢袁經常參加活動及及醫療性
鍛煉曰還應留心便意袁養成定時排便習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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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光烈老師是我省著名老中醫專家袁 也是全國
有突出貢獻的專家袁 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袁 從醫65
截袁博鑒醫書袁精通醫理袁博採衆長遥 在臨床上取得了
許多獨特的經驗方遥 筆者近二年來袁 運用吳老驗方
野補腎通絡湯冶治療坐骨神經痛30例療效滿意遥 現總
結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本組30例均爲門診患袁男18例袁女12例曰年齡最
大者65歲袁最小者22歲曰其中以25-45歲居多曰病程最
短者半年袁最長者12年遥 全部病例直腿抬高試驗都有
明顯壓痛感遥 臨床自腰部或臀部起袁向下沿坐骨神經
分布區域呈自發性放射疼痛袁 甚者坐臥不安爲主要
特徵袁輕者影響工作袁重則生活難以自理遥
2 治療方法

補腎通絡湯組成院川續斷15克尧杜仲15克尧狗脊
12克尧補骨脂15克尧牛膝15克尧鷄血藤15克尧丹參12
克尧獨活9克尧千年健15克袁威靈仙15克尧當歸9克尧川
蜈蚣2條尧全蝎6克袁水煎服遥 每日1劑袁水煎兩遍袁早晩
各服1次遥 服用本方時停用其他一切藥物遥
隨證加減院若兼濕重者加木瓜尧防已尧苡仁曰兼風寒者
加桂枝尧附子曰兼濕熱者加炒蒼術尧黃柏曰陽虛者加肉
蓯蓉尧巴戟天曰刺痛明顯者加制乳香尧制沒藥曰氣虛者
加黃芪尧黨參遥
3 治療結果

痊癒渊症狀及體徵完全消失袁肢體活動自如袁同
正常人一樣參加工作冤15例曰好轉渊疼痛基本消失袁但
步行過久或勞累仍有輕度疼痛袁 休息後疼痛可自行
消失袁日常生活能自理冤12例曰無效渊症狀及體徵與治
療前相比無變化或加重冤3例遥 總有效率90%遥

4 病案舉例

李某袁男袁42歲袁農民遥 2002年10月23日初診遥
患者左側腰鶻部疼痛已3年余袁 每因氣候變化尧

勞累時加劇袁 經多方調治時輕時重袁 近一個月來加
重遥 就診時檢查院步行艱難袁腰部疼痛並沿左側下肢
坐骨神經分布區域渊大腿後側袁小腿後外側及足背外
側冤呈放射性疼痛袁活動明顯受限袁臥床不起遥 查直腿
抬高試驗陽性曰腰部X線平片陰性遥 舌質淡紅尧苔薄
白尧脈沉細無力遥 診斷爲野坐骨神經痛冶投野補腎通絡
湯冶治療15天後疼痛明顯好轉袁已能下地活動袁直腿
抬高試驗陰性遥 藥已中病袁囑按原方繼服15劑袁疼痛
已止袁活動自如袁已能參加正常工作遥 隨訪至今未再
復發遥
5 體會

坐骨神經痛是臨床常見病證袁好發于成年人袁靑
壯年多見袁常爲單側性袁並有男多于女的趨勢遥 本病
屬於祖國醫學的野痹症冶範疇遥 其病因吳老認爲多由
營衛失調袁腠理不密袁風寒濕邪內侵袁正氣爲邪所阻袁
不能宣行袁氣血凝滯袁久而成痹遥 從坐骨神經痛部位
腰臀及下肢看袁肝腎不足在發病中佔重要因素遥 方中
以川續斷尧杜仲尧狗脊尧補骨脂補益肝腎袁強筋壯骨曰
制川烏尧威靈仙尧獨活尧千年健祛風除濕袁散寒止痛曰
當歸尧鷄血藤尧骨參養血和營尧活血通絡曰再配蟲類之
品全蝎尧川蜈蚣以野搜剔冶經絡筋骨間之邪氣袁並且蟲
類藥物含有動物異體蛋白袁對於增加機體免疫功能袁
提高機體抗病能力有特殊作用曰牛膝祛瘀止痛袁引藥
下行袁直達病所袁諸藥合用袁具有補益肝腎袁搜風通
絡袁活血止痛之功效遥 由於配伍嚴謹精當袁故收到立
竿見影之效遥

運用吳光烈老師驗方治療坐骨神經痛30例體會

李龍章

渊南安市成功醫院 362300冤

一切正常遥
5 體會

乳腺增生病現代醫學認爲與性激素有一定關
係袁屬祖國醫學野乳癖冶之範疇遥 叶外科正宗曳雲院野憂鬱
傷肝袁思慮傷脾袁積想在心袁所願不得志者袁致經絡痞
澀袁聚結成核袁初如豆大袁漸若棋子遥 冶闡明瞭前人對
乳癖病因病機的認識遥 吳老認爲乳腺增生病多因郁
怒傷肝袁肝失條達袁肝郁則氣滯袁氣滯則血瘀曰又由於
乳房屬胃經袁陽明多氣多血袁最易出現氣滯血瘀曰同
時袁肝氣橫逆或思慮傷脾袁則脾失健運袁痰濕內生袁故

氣滯尧血瘀尧痰凝互結爲核袁積于乳房而成該疾遥 故在
治法上應以疏肝理氣爲主袁 佐以活血化瘀袁 軟堅散
結遥 疏肝消癖湯中柴胡尧杭芍尧郁金尧香附疏肝解郁以
行氣曰配合橘核仁則增強行氣化滯之功曰赤芍尧三棱尧
莪術尧王不留行活血化瘀袁通絡止痛袁且王不留行專
走血分袁性善能通利袁上能通乳袁下能通經袁取其行而
不留袁走而不守之特性袁以達通血脈尧消瘀阻尧散結腫
之目的曰夏枯草尧浙貝尧瓜蔞實尧黃藥子軟堅散結袁通
乳消核遥 諸藥合用袁可使氣滯得通袁鬱結得散袁則痛減
病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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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周炎是臨床的常見病遥 本病的治療方法較多袁
西醫近年提倡阻滯麻醉剝離袁使本證治療得到創新袁
但此法又存在一定的缺陷遥 當代名老中醫專家吳光
烈主任醫師從事中醫臨床工作60餘年袁 在海內外享
有盛譽袁在理論上具有很高的造詣袁在臨床上具有豐
富的經驗遥 筆者自2006年5月至2010年6月運用吳光
烈老中醫經驗方野通經活血湯冶治療肩周炎100例袁經
臨床驗證療效顯著袁現總結報吿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本組100例中女.62例.男.38例袁左肩58例.右肩32
例.雙肩10例尧病史最長2年.最短5天.均有肩關節疼痛
和活動受限遥 渊上舉尧外展尧內旋尧外旋冤遥 查體有52例
有不同程度的肌萎縮袁 尤以三角肌爲明顯遥 均有壓
痛遥X線片顯示35例岡上肌腱鈣化和不同程度骨質疏
鬆袁余無異常遥
2 治療方法

吳老經驗方野通經活血湯冶中藥內服院當歸尧桂
枝尧麻黃尧羌活各10g尧鷄血藤尧桑寄生尧地龍干尧斷續尧
薑黃各15g袁制附子8g袁細辛尧甘草各3g加減疼痛甚者
加白芍尧元胡各15g袁制乳香尧制沒藥各9g袁陳皮7g尧凍
結甚者加全蟲3g尧蜈蚣2條袁水煎尧每天1劑分2次溫
服遥

功能鍛煉院1.後伸摸脊法曰2.爬墻壓肩法曰3.擺動
劃圈法遥

每天3-5次袁每次20~30min袁主.被動功能鍛煉相
結合尧活動量及幅度由小到大袁以患者微痛麻忍受爲
度袁循序漸進袁堅持不懈遥
3 治療結果

本組100例遥 痊癒45例尧顯效38例尧好轉12例尧無
效5例遥 總有效率達到95%遥
4 典型病例

郭某尧女尧53歲袁農民遥 2006年9月15日初診遥
主訴院左肩部酸痛1個月遥 曾于外地醫院做過局

部封閉渊藥物不詳冤遥 未見好轉袁近日加重袁尤以夜間
更甚遥 查體院左肩關節腫脹袁關節活動受限不能上舉尧
外展尧內旋尧外旋遥 肩關節周圍壓痛明顯遥 局部腫脹尧
疼痛拒按遥 舌質暗有瘀斑遥 脈細澀遥 診斷院左肩關節
周圍炎遥 症屬院瘀血阻滯型遥 治宜院行氣活血尧通絡止
痛遥 方用院吳光烈老中醫經驗方野通經活血湯冶加減遥
組方院當歸尧桂枝尧麻黃尧羌活各15g鷄血藤15g地龍干
9g尧薑黃9g尧赤芍15g尧元胡15g尧川芎9g尧煅乳香尧煅沒
藥各6g尧甘草3g遥 水煎尧每天1劑分2次溫服遥 功能鍛
煉院後伸摸脊法尧爬墻壓肩法尧擺動劃圈法遥 每日3~5
次袁每次20~30min遥以微痛能忍爲度遥循序漸進尧堅持
不懈遥 經治療一個月後基本痊癒遥 功能恢復正常遥 囑
注意保暖休息遥
5 體會

肩關節周圍炎是中老年人常見病袁 故有 野五十
肩冶 之稱遥 肩關節周圍炎在中國傳統醫學理論中屬
野痹症冶範疇袁其病因常不明確遥 吳老認爲本病多由氣
血不足尧風寒濕邪侵襲袁或跌打損傷尧瘀血凝滯肩部袁
經脈拘急所致遥 現代醫學硏究認爲袁肩關節周圍炎肩
關節活動受限主要是因爲關節粘連所致遥 病理上主
要爲肩關節周圍肌肉尧肌腱尧滑囊尧關節等所有軟組
織因退行性改變或創傷袁 勞損等外因作用引起炎性
粘連袁致使關節運動受阻而凝滯遥 其病機關鍵乃是經
脈痹阻遥 野不通則痛冶本病病因較多常見的有肩部受
風寒尧濕邪侵襲遥 勞損及頸椎病外傷中風後繼發遥 由
於本症正氣不足尧衛外不固遥 風尧寒尧濕邪乘虛內侵袁
故以邪實爲主尧體虛並存遥 故治療宜通經活血尧祛風
散寒爲主遥 方中院羌活尧鷄血藤尧地龍干尧桂枝尧痛經活
血尧祛風散寒袁白芍尧元胡緩急止痛袁當歸尧川芎活血
祛瘀袁寄生尧斷續補肝腎尧強筋骨遥 諸藥合用共奏祛風
利濕尧通經活血之功遥 在治療過程中應注意保暖和休
息袁 同時積極進行功能鍛煉也是恢復功能的必要條
件遥

運用吳光烈老中醫經驗方配合功能鍛煉治療肩周炎100例臨床觀察

張志民 吳盛榮

渊南安官橋鎮藍橋村第四衛生室 362341袁南安市中醫院 36230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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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自2006年以來運用針刺結合國家級名老中
醫吳光烈主任醫師自擬野補腎通絡湯冶治療腰椎間盤
突出症30例袁收到較好的療效袁現總結報吿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1尧1 一般資料

全部60例病例均爲門診患者袁 按就診時間先後
順序進行編號登記袁隨機分爲兩組袁單號爲針藥結合

組尧雙號爲針刺組袁每組30例遥 針藥結合組男性18例袁
女性12例曰 年齡在25要65歲之間袁 其中40歲以上22
例曰病程最短者1個月袁最長者10年遥 針刺組男性17
例袁女性13例曰年齡在24要64歲之間袁其中40歲以上
23例曰病程最短者2個月袁最長者11年遥 2組患者性別尧
年齡尧病程等一般資料經統計學處理袁差異均無統計
學意義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針藥結合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療效觀察

鄭忠誠 吳盛榮 葉永財

渊南安市中醫院 362300冤

肩關節周圍炎渊肩周炎冤袁又稱凍結肩袁粘連性肩
關節肩炎袁五十肩等遥 由氣滯血瘀而得名袁且多因肩
部感受風寒濕邪而引致袁故亦稱漏肩風遥 本人自2005
年3月以來運用吳光烈主任醫師驗方野老姜散冶治療
肩周炎65例袁取得顯著療效袁現總結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本組65例袁其中男性22例袁女性43例曰發病年齡
最大63歲袁最小45歲袁平均年齡52歲曰病程最長9個
月袁最短半個月遥
2 臨床主要表現與診斷

本病女性發病率較高袁主要表現爲肩部疼痛袁呈
酸痛或鈍痛袁肩關節外展或上舉時加重袁嚴重者疼痛
可放射至上臂尧前肩或頸枕部袁夜間疼痛加劇袁甚至
痛醒袁不能入睡袁肩關節活動功能障礙袁活動度逐漸
減小袁患者自覺肩部漸漸僵硬袁肩關節外展尧外旋及
手臂上舉明顯受限袁並且疼痛加劇袁以至梳頭尧穿衣
動作困難遥 肩關節外展尧外旋尧後伸試驗陽性遥 X線照
片一般無明顯變化袁 部份患者可見肱骨頭骨質疏鬆
改變遥 本病需與頸椎病尧頸背部筋膜炎尧肩袖損傷尧肱
二頭肌長頭肌健炎相鑒別遥
3 治療方法

處方院老姜250克袁黃酒適量遥
用法院合搗爛炒熱袁布包外熨患部袁冷即再炒袁每

日1-2次袁每次10-15分鐘遥
結合中藥內服遥 中藥處方院桑枝15克袁桑寄生15

克袁靈仙15克袁秦艽9克袁羌活6克袁紅花6克袁絲瓜絡15
克袁制川烏6克袁制草烏6克袁老薑3片遥 水煎內服袁每日
1劑遥 以上治療10日爲一療程袁治療期間可配合野手拉
滑車冶尧野蝎子爬墻冶等方法進行功能鍛煉遥
4 治療結果

療效評定標準院
痊癒院能勝任日常工作袁生活自理袁無疼痛感袁1

年內無復發遥
有效院肩部仍有輕微壓痛袁日常生活無影響遥
無效院症狀和體徵無改善遥
本組65例經過2-4個療程治療袁痊癒46例袁有效

19例遥
5 討論

肩周炎是骨傷科常見病尧多發病袁本病多因年老
體弱袁肝腎不足袁氣血虧虛袁筋脈失養袁復感風寒濕
邪袁或因勞損過度袁致肩關節氣血瘀滯尧寒濕阻絡袁經
脈拘急而引起遥 本方重用老姜尧黃酒溫熱外熨患部袁
溫經散寒袁通絡止痛袁藉助酒氣尧溫度直達病所遥 桑
枝尧靈仙尧秦艽尧羌活遥 絲瓜絡袪風勝濕袁通經活絡袁和
血止痛曰紅花爲血中之氣藥袁通經活絡袁和血止痛曰制
川烏尧制草烏尧老姜溫經散寒袁行氣止痛曰桑寄生不寒
不熱袁以補肝腎袁養肝血遥 通經脈見長袁諸藥合用袁共
奏袪風勝濕袁溫經散寒袁補肝腎袁養肝血袁行氣活血袁
通絡止痛之功袁配合功能鍛煉袁使較爲頑固難愈的肩
周炎得以逐漸康復袁痊癒遥

運用吳光烈主任醫師驗方野老姜散冶治療肩周炎65例

李成裕

渊南安市中醫院 3623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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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例數 治愈 顯效 有效

針藥結合組 30 12渊40.0冤 14渊46.6冤 2渊6.7冤
針刺組 30 8渊26.7冤 12渊40.0冤 7渊23.3冤

無效

2渊6.7冤
3渊10冤

愈顯率渊豫冤

86.6
66.7

表员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例渊豫冤

表2 兩組治愈患者治療次數比較渊X(--)依S冤

組別 治愈例數 治療次數渊次冤

針藥結合組 12 8~20渊9.52依7.36冤
針刺組 8 13~23渊15.88依8.56冤

1尧2 診斷標準
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頒佈的 叶中醫病證診斷

療效標準曳進行病例選擇院淤有腰部外傷尧慢性勞損
或受寒濕史曰于大部分患者在發病前有慢性腰痛史袁
常發生於靑壯年曰盂腰痛向臀部及下肢放射袁腹壓增
加渊如咳嗽尧噴嚏冤時疼痛加重曰榆脊柱側彎袁腰椎生
理曲度消失袁病變部位椎旁有壓痛袁並向下肢放射袁
腰活動受限曰 虞下肢受累神經支配區有感覺過敏或
遲鈍袁病程長者可出現肌肉萎縮袁直腿抬高或加強試
驗陽性袁膝尧跟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袁拇趾背伸力減弱曰
愚X線片檢查院脊柱側彎袁腰椎生理前凸消失袁病變椎
間盤可能變窄袁相鄰邊緣有骨贅增生遥CT檢查可顯示
椎間盤突出的部位尧程度及方向遥
2 治療方法
2尧1 針藥結合組

淤針刺治療遥 取穴院L2~L5夾脊尧腎兪尧秩邊尧環
跳尧陽陵泉尧足三里尧委中尧崑崙尧阿是穴遥 每次治療選
5耀6穴遥

操作院患側取穴後袁按常規消毒袁捻轉進針袁行平
補平瀉法袁得氣後接G6805電針治療儀袁選擇連續波袁
頻率約100次/分袁強度以病人感覺舒適爲度袁留針30
分鐘遥 隔天1次袁10次爲1個療程袁療程間隔3天袁2療程
後評定療效遥

于中藥治療遥 以吳光烈主任自擬野補腎通絡湯冶
治療袁方藥組成院川續斷15克尧杜仲15克尧狗脊12克尧
補骨脂15克尧牛膝15克尧鷄血藤15克尧丹參12克尧獨活
9克尧千年健15克尧威靈仙15克尧當歸9克尧川蜈蚣6克尧
全蝎6克遥 隨證加減院若兼濕重者加木瓜尧漢防已尧薏
仁曰兼風寒者加桂枝尧附子曰兼溫熱者加炒蒼術尧黃
柏曰陽虛者加肉蓯蓉尧巴戟天曰刺痛明顯者加乳香尧沒
藥曰氣虛者加黃芪尧黨參遥 水煎服袁每日一劑袁水煎兩
遍袁早晩各服1次袁服用本方時停用其他一藥藥物遥
2尧2 針刺組

針刺組治療方法與針藥結合組的針刺治療方法

相同遥
3 療效標準

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頒佈的 叶中醫病證診斷
療效標準曳擬定遥 治愈院疼痛尧壓痛消失袁腰部活動功
能正常袁下肢肌力尧皮膚感覺尧腱反射等恢復正常袁直
腿抬高試驗70园以上袁不影響原有工作和生活曰顯效院
症狀尧體徵明顯改善袁對原有工作和生活偶有影響曰
有效院症狀尧體徵有減輕袁對原有工作和生活有影響曰
無效院症狀尧體徵無明顯改善袁不能堅持原有工作遥
4 治療結果
淤兩組臨床療效比較渊見表1冤

由表1可知袁兩組治愈率比較袁經統計學處理袁差
異有統計學意義渊P约0.05冤曰兩組愈顯率比較袁差異亦
有統計學意義渊P约0.01冤袁提示針藥結合組療效優于
針刺組遥
于兩組治愈患者治療次數比較渊見表2冤

由表2可知袁兩組治療次數比較袁差異有統計學
意義渊P约0.05冤袁針藥結合組治愈者所需治療次數明
顯少于針刺組遥
5 體會

本病屬於祖國醫學的野痹症冶範疇袁多由營衛失
調袁風寒濕熱邪內侵袁客于經絡袁痹阻不通袁不通則痛
所致遥 現代醫學認爲袁其主要病理變化是脫出的髓核
使受累神經過度牽張袁 或突出的椎間盤將神經根擠
壓袁神經根充血尧水腫尧炎性變袁引起腰背痛及坐骨神
經痛遥 本病治療首選保守治療袁與手術治療相比袁保
守治療具有無創傷尧無痛苦尧費用低尧安全性高等優
點袁約有80%~90%的患者經非手術治療有效遥保守治
療不僅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腰部解剖結構與功能活動
的完整性袁還可使絶大多數患者達到緩解尧治愈或長
期穩定的狀態遥 吳老認爲本病疼痛部位多在腰臀及
下肢袁肝腎不足在發病中佔有重要因素袁故用續斷尧
杜仲尧狗脊尧補骨脂補益肝腎袁強筋壯骨曰制川烏尧威
靈仙尧獨活尧千年健祛風除濕袁散寒止痛曰當歸尧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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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光烈老中醫是全國首批500名老中醫藥專家
學術經驗繼承指導老師之一袁原我院院長袁臨床經驗
豐富袁其驗方吳氏排石湯示之于衆袁筆者臨證應用袁
多有收穫袁現總結報吿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120例中男74例袁女46例曰年齡最小14歲袁最大72
歲曰病程最短3天袁最長30餘年曰腎結石52例袁輸尿管
結石45例袁腎結石及輸尿管結石22例袁膀胱結石1例曰
結石最大1.3*1.0cm袁最小0.3*0.5cm遥 全部病例均有
不同程度的腰腹部疼痛袁小便頻急澀痛或見血尿袁尿
常規檢查有紅細胞袁均經B超或腹部平片證實遥
2 治療方法
2.1 中藥治療院吳氏排石湯院金錢草30克袁海金砂15
克袁滑石15克袁冬葵子15克袁木通9克袁車前子15克袁桃
仁15克袁牛膝30克袁熟地黃15克袁枸杞子15克袁鷄內金
15克袁木香9克袁附子9克袁桂枝6克遥 血尿甚加白茅根
15克袁小薊9克曰腰痛加桑寄生12克袁杜仲12克曰氣虛
加黨參15克袁黃芪15克曰尿頻澀痛明顯加石葦15克袁
瞿麥15克遥 水煎服袁每日1劑袁10天爲1個療程袁可連服
1~3個療程遥另服藥期間袁每日用金錢草60克袁王不留
行30克袁水煎代茶大量飲用遥 並適當做跳躍或上下樓
梯運動遥
2.2 西醫治療院 上午服頭煎中藥後肌注黃體酮
20mg袁繼發感染者酌用抗菌素袁結石較大者結合體外
碎石治療遥
3 治療結果
3.1 療效標準院臨床症狀消失袁結石排出或經B超及
腹部平片檢查陰性爲痊癒曰臨床症狀消失袁結石部分
排出或經B超或腹部平片檢查提示結石明顯縮小或

個數減少爲好轉曰臨床症狀緩解袁結石無明顯變化者
爲無效遥
3.2 治療結果院痊癒84例袁佔70%袁好轉33例袁佔27.5
预曰無效3例袁佔2.5%遥
4 典型病例

陳某袁男袁26歲遥 因右側腰腹部持續性脹痛袁陣發
性加劇1天求治袁伴見小便色紅袁排尿困難袁舌紅苔薄
黃袁脈弦遥 查體院腹平軟袁右中輸尿管點壓痛袁右肋脊
點尧肋腰點壓痛袁右腎區叩擊痛遥 尿常規示院潜出血
渊++冤曰B超示院右輸尿管結石渊0.7*0.4cm冤伴右腎盂積
水遥 中醫診斷院石淋渊濕熱下注冤曰西醫診斷院右輸尿管
結石遥 治予清熱利濕袁行氣止痛袁排石通淋遥 處方院吳
氏排石湯加白茅根尧小薊遥 配合注射黃體酮袁1天後疼
痛緩解袁于第7天排出黃豆大小結石1塊袁繼續服原方
加減3劑袁諸症悉除袁B超及腹部平片檢查均提示未見
陽線結石影袁尿常規正常遥
5 體會

泌尿繫結石屬於祖國醫學之石淋尧砂淋尧血淋等
範疇袁多因飲食不節袁致濕熱藴結下焦袁日積月累尿
液受濕熱煎熬袁凝爲結石遥 吳老臨證時常吿誡袁結石
患者往往長期服清熱利濕之品袁 攻伐太過而有傷陰
耗氣之弊袁故其擬方即着重以清熱利濕袁化瘀排石爲
其常法袁又注意補腎扶正袁平補水火袁標本兼治遥 是以
吳氏排石湯中有桂枝尧附子溫補腎陰袁又可調和寒涼
之品袁使久服不致傷胃曰熟地尧枸杞子補益腎陰而治
本遥 爲了提高療效袁 吳老還強調每日囑病人用金錢
草尧王不留行煎湯代茶飲袁以利于清除尿中雜質及促
進結石下行排出袁其方法簡便易行袁且療效極佳遥

中西醫結合治療泌尿繫結石120例

粘爲東

渊南安市中醫院 362300冤

藤尧丹參養血和營尧活血通絡曰全蝎尧蜈蚣搜風剔骨袁
通絡止痛曰牛膝祛瘀止痛袁引藥下行袁諸藥共奏補益
肝腎袁搜風通絡袁活血止痛之效曰結合傳統的有效治
療手段之一野針刺冶治療之袁通過其抗炎鎮痛尧改善血
液循環作用袁從而達到活血止痛尧通經活絡尧促進炎
症吸收之功效遥 本硏究中發現針藥結合療效明顯優
于單純針刺袁針藥結合可顯著提高愈顯率袁減少治療
次數袁縮短療程袁進一步證實了臨床針藥結合保守治
療本病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遥 兩種方法聯用可使治療
作用協同袁更有利于機體康復袁提高療效袁値得臨床

推廣應用遥
注意院 在治療中患者平時均宜睡硬板床和較硬

的席夢思床休息爲佳曰 在疼痛緩解後要加強腰背肌
肉鍛煉袁如院進行五點支撑尧燕子點水鍛煉袁加強脊柱
穩定性和肌肉協調性袁 促進脊柱和肌肉等軟組織系
統生物力學平復的恢復袁這對於鞏固療效袁防止復發
是非常有益的遥 治療中還發現對椎管內某些疾病如
突出物偏大袁尤其是病程半年以上者袁則顯效較慢曰
經CT核實有較嚴重的椎管狹窄袁椎間盤突出較明顯袁
壓迫到硬脊膜者袁此類患者療效較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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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院
1.定義與判斷
2.誤診的必然性與普遍性
3.誤診的分類
4.誤診的原因分析
5.誤診的後果
6.硏究誤診誤治的意義

1.定義與判斷
定義院簡單而言袁不正確的診斷叫誤診遥
判斷院
a.誤診出現于診斷過程之後院診斷過程已結束袁醫生
對疾病做出的診斷結論與疾病的本質不一致遥
b.時間性曰分秒必爭與擬診時限
c.導致誤治院增加負擔袁延長痛苦
d.雖未誤治院歪打正着袁也屬誤診
判斷院
a.誤診出現于診斷過程之後院診斷過程已結束袁醫生
對疾病做出的診斷結論與疾病的本質不一致遥
b.時間性曰分秒必爭與擬診時限
c.導致誤治院增加負擔袁延長痛苦
d.雖未誤治院歪打正着袁也屬誤診
2.誤診的必然性與普遍性
a必然性院有診斷就有誤診袁誤診現象始終伴隨診斷
的全過程袁是客觀存在的是必然的遥
b普遍性院

1999-2000 叶醫學理論與實踐雜誌曳2年誤診報
道袁 對772例誤診病例總結分析袁 誤診率平均爲
35.6豫遥 內科佔42.2豫袁外科佔31.5豫袁婦産科佔3.0豫袁
兒科佔4.0豫袁傳染科佔15.0豫袁五官科4.0豫遥

神經系統疾病比較複雜袁特別是強調定位診斷袁
如腦血管病需分清哪支血管袁誤診率更高遥 有人統計
腦出血和腦血栓的鑒別診斷袁與影像學檢查對比袁誤
診率高年爲30豫曰低年爲45豫遥
3.誤診的分類

從診斷錯誤性質而言袁廣義的誤診包括誤診尧延
誤診斷尧漏診和過度診斷遥 然而袁狹義地講它們只是
誤診的程度和範圍的不同遥
a.誤診院診斷未正確反映疾病本質
b.延誤診斷院診斷未在所需的短時間內形成遥

c. 漏診院疾病狀態的縮小或取消
d.過度診斷院疾病狀態的夸大或無病狀態診爲有病遥
4.誤診的原因分析
1冤非專業因素院病人/家屬+醫生態度
2冤專業因素院疾病的複雜性+醫生專業水平
5.誤診的後果院疾病緩急輕重不同袁後果各異
6.硏究誤診誤治的意義

誤診誤治是客觀存在的,是誰都不可避免的遥 正
面的經驗和反面的敎訓對於醫學科學的發展有着同
等的重要作用遥 勇于暴露臨床失誤袁可以敎育自己袁
啓迪他人袁免遭其害袁無害而益遥
二. 誤診誤治的臨床病例解讀
1.誤診
2.誤治
3.中西醫結合
1.誤診病例院
例1院美少女發作性精神病
例2院老漢每年發呆流口水2-3個月
例3尧4院二例痴獃壯士認知回歸
2.誤診誤治病例院
例1嬰兒服妥泰袁三歲體重10公斤
例2院氯丙嗪尧抗癲癇藥加安定怡誤靑春30年
例3院腹痛型癲癇用西樂葆糾正診斷
例4院新癀片與腦膜炎
3.中西醫結合誤診誤治病例院
例1院電針治療面癱一家之言
例2院六俯以通爲用袁阿托品加大承氣湯治療急性胰
腺炎腹痛
4.其它誤診誤治病例院
例1院豆寇女郞呃逆遷延8個月
例2院腦震蕩患者突亡結帳房
三.誤診的原因分析
1.非專業因素院主訴院過去與現在袁新與舊袁上與下袁表
與里等時空尧描述尧邏輯尧眞假有誤
2.專業因素
a疾病本身複雜院現象與本質袁因與果袁同病異象袁異
病同象遥 主觀症狀難以定性與定量曰
B醫生把握疾病規律能力不足院定向定位定性有誤曰
四.誤診誤治防範思考
1.首先防範誤診

神經系統疾病中西醫結合誤診誤治臨床解讀和思考

上海華山醫院神經內科 吳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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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點防範誤治
3.正確把握中西醫結合
五.結束寄語
1.醫者工也院工者匠也袁醫非聖賢
氛圍院病家理解袁醫病協手袁並肩無猜袁攻克病痛
2.大醫精誠院精誠所至袁金石爲開

醫德院服務對象袁也是實驗受試者袁人容關天袁人命關
天曰精益求精袁自覺培養大醫責任情懷袁磨練天使扶
傷救死崇高醫能遥
3.願與大家共勉袁立足本職袁胸懷病家袁在醫學的百花
園里耕耘不息袁學習不止袁播種心血袁收穫讚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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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无效

8 2
10.3 2.6

治療結果

例数

%

显效

68
87.1

龜蚧素和消瘤靈治療晚期消化道癌療效 觀察

香港中醫痔瘻醫院 吳志勇

惡性腫瘤發病率逐年增加袁 很多患者一經發現
已是晚期袁廣泛的擴散尧轉移袁失去有效的治療良機袁
作者對食管尧胃尧結腸尧直腸癌這部分晚期病人和複
發尧 治療失敗者給予生物技術生產的龜蚧素和平癌
靈治療袁取得滿意的療效袁特總結報告如下遥

一般資料
1. 病人來源院 本組78例患者來自1995-2007年

經各大醫院確診袁治療無效而放棄的晚期病人遥
2. 性別與年齡院男48例袁女30例曰年齡院42-74

歲袁平均58.5歲遥
3. 臨床症狀院疼痛尧噁心尧嘔吐尧納差尧厭食尧腹

水尧消瘦尧貧血貌等惡病質尧部分患者可觸及腫瘤曰不
同類型的腫瘤有不同的臨床表現遥

4. 腫瘤分類與病程院食管癌18例袁胃癌24例袁直
腸癌14例袁結腸癌22例遥 病程2-17個月袁平均7.2個
月遥

治療方法
1尧 藥物組成院
1冤 龜蚧素由金錢龜尧蛤蚧等組成袁經分子生物

學技術中的基因遺傳工程袁钥 解工程精製而成的生物
製劑曰每小包10克遥

2冤 消瘤靈由西洋參尧靈芝尧絞股藍尧補骨脂尧女
貞子尧黃芪尧拳參尧貫眾尧獨角蓮尧木鱉子尧白花蛇舌
草尧當歸尧川芎尧澤瀉尧天冬尧海藻等組成袁粉碎後過60
目篩袁加入菌草酸酶袁充分攪拌袁在常溫常壓下發酵
126小時袁烘乾後過200目篩袁裝膠囊或壓片袁鈷60消
毒備用遥

2尧 治療方法院
龜蚧素每次一小包袁每日3次袁重症加量袁飯前半

小時開水沖服遥 消瘤靈每次從3粒開始袁如無不良反
應袁逐日增加一粒袁至每次服6粒袁每天3次袁 飯後服遥

3尧治療結果
療效標準院參考國際抗癌聯合會渊UICC冤的叶臨床

腫瘤手冊曳袁從中醫的角度出發袁分為顯效曰臨床症狀
改善顯著袁 瘤縮小或瘤體並不宿小袁 但飲食起居正
常曰有效院臨床表現改善曰無效院無變化遥

2冤治療結果見下表
78例消化道癌治療結果
以上顯示袁 療效非常顯著袁 總有效率達97.4%遥
病案摘要

病案一
詹XX 男 51歲 工人廣東東莞厚街人袁 住院

號107940遥
患者于2000年5月始間中腹瀉袁 或便次增多袁且

帶有血袁初期在當地就醫袁當成一般胃腸病治療袁但
效不明顯袁且伴消瘦袁乏力袁症狀逐日加重袁腹脹袁大
便不通袁 於6月21日入住中山醫科大學腫瘤防治中
心遥

6月22日做腸鏡檢查渊鏡號2000274袁鏡型3840冤袁
鏡檢結果院降乙狀結腸未見異常袁結腸肝曲見菜花樣
腫物袁質地脆袁易出血袁管腔狹窄無法再進鏡觀察遥 取
活檢4塊袁塗片3張渊詳見附頁報告冤遥

6月27日病理報告渊病理號院280596冤渊結腸冤管狀
腺癌遥 7月初做剖腹探查袁見結腸肝曲-18伊16cm大小
的實質性腫瘤袁已侵犯胃竇部袁十二指腸遥

病案摘要
胰頭尧和大網膜廣泛粘連袁大網膜淋巴結成串腫

大袁腫瘤與腸系膜上動脈和主動脈粘連袁無法手術切
除袁僅做結腸改道手術袁診斷為野晚期結腸管狀腺癌
渊結腸肝曲冤冶遥 傷口一期癒合袁拆線後出院袁未做任何
治療遥

7月27日餘應邀出診袁見患者聲音低微袁呈惡病
質袁右上腹可見隆起袁觸及到硬包塊袁患者因右上腹
刺痛而彎腰駝背遥

病案摘要
遂給以龜鼇蚧素和消瘤靈治療曰34天后復診袁

患者覺得療效顯著袁精神佳袁食欲好袁略胖袁右上腹包
塊較前略小袁刺痛減輕袁行走時腰背挺得較直袁 繼續
治療遥 9月出現雙下肢水腫袁經加用維他命B族後袁水
腫消失遥 11月8日返醫院復診袁鋇灌腸通過順利袁結腸
殘端可見-6cm的實質陰影遥

病案摘要
B超提示肝尧 脾尧 膽無異常袁 右上腹可見-107伊

83mm渊10.7伊8.3cm冤的低回聲陰影遥 二月份在廣州市
第一人民醫院做磁力共振檢查結果袁腫瘤大小約96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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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伊127mm袁飲食起居正常袁 要求要上班遥 一年多後
患者因經濟困難中斷治療遥

病案摘要
病案二
葉女士袁1940出生袁工人袁香港永久居遥
患者于1995年7月9日晚突然大量嘔血尧便血尧休

克袁後入住聯合醫院搶救遥 8月1日在該院行胃切除手
術袁見胃小彎腫瘤袁腹腔淋巴結腫大尧廣泛擴散遥 病理
檢查證實為胃小彎腺癌袁 醫生告訴其家人院野出院後
只要能吃袁儘量滿足她的要求冶遥

手術後傷口一期癒合袁拆線後出院袁診斷為野晚
期胃癌冶袁未做任何治療遥 出院後尋求內地腫瘤專家
醫治袁但已是晚期了袁都愛莫能助遥 患者只能進食少
許稀飯湯袁 後來頻繁嘔吐袁8月11日由其丈夫挽扶找
餘就診袁見其極度蒼白袁衰弱袁聲音低微袁走路蹣跚袁
極度消瘦等惡病質狀態遥 脈細弱袁舌質淡袁白膩苔袁遂
給以補脾健胃尧 止嘔中藥三劑袁 龜蚧素和消瘤靈口
服遥 病情逐日好轉袁嘔吐止袁能進食少許稀粥袁二診在
補脾健胃的基礎上加上補氣血中藥袁 患者終於奇跡
出現袁日漸好轉袁二個月後飲食起居正常袁再到醫院
復診袁主診醫生對她說院野你這條命是撿回來的袁你是
重新來出世遥 冶至今16年了袁患者健康袁生活勞動正
常遥

病案三
施女士袁 46歲袁酒樓侍應袁香港永久居民遥
患者于2004年5月始因工作過勞袁 覺全身乏力袁

消瘦袁右腹部不適而求醫袁發現右結腸有腫塊袁轉介
到東區醫院檢查袁證實為晚期結腸癌袁廣泛性肝轉移
渊右肝6粒尧左肝5粒大小不等的轉移瘤冤袁排期等待手
術遥 家人本欲送其往上海或北京求醫袁 後經親戚介
紹袁轉找餘求治遥 患者臉色晦黯袁舌淡胖尧有齒印尧舌
邊瘀黑尧薄白苔尧脾腎脈細弱袁肝脈弦袁右中腹可觸及
雞蛋大小尧 界限不清的硬包塊袁 輕壓痛袁 肝肋下
0.5cm袁質軟袁脾未及遥 病人體質較差尧遂給于靈芝孢
籽粉尧龜蚧素固本培元袁提高免疫功能曰消瘤靈抗癌
治療遥 一周後體質明顯改善袁接受結腸癌切除術袁術
中未輸血袁傷口一期癒合袁一周後出院袁繼續上述治
療袁 體質恢復很快袁 二周後接受化療袁 有噁心袁 嘔
吐袁頭暈噎等化療反應袁爾後反應一次比一次輕袁最
後幾乎沒反應袁 總共完成了14療程的化療袁 化驗結
果癌細胞指數在正常範圍袁 肝掃描檢查腫瘤消失袁6
年了患者紅光滿面遥

病案四
莊先生袁71歲袁 菲律賓華僑袁1999年因直腸癌在

菲律賓做手術加化療袁2004年夏複發袁 轉移到肝臟袁
消瘦尧呈惡病質狀態袁菲律賓醫院不接受治療袁由香
港 親人送到養和醫院治療袁但由於體質太差袁無法

做手術切除腫瘤袁更不勝任化療遥 後來經其侄女介紹
找餘求診袁接受龜蚧素和消瘤靈治療袁一個月後體質
明顯改善袁食欲好袁人略胖袁精神好袁晦暗的臉色明顯
轉紅潤袁在養和醫院做肝腫瘤切除袁術後繼續龜蚧素
鞏固病情袁隨訪至今未複發袁生活正常遥

病案五
黃先生袁49歲袁福建省南安市袁碼頭鎮籍袁1998年

6月吃幹飯和較硬食物時有梗塞感袁在當地衛生所就
診袁症狀無改善袁一個月後症狀越來越嚴重袁消瘦袁疲
乏無力袁到南安梅山腫瘤醫院做內窺鏡檢查袁發現食
道中段腫瘤袁內鏡通不過袁病理報告為食管粦狀上皮
細胞癌袁無法手術切除袁只做局部放療袁體質急速下
降袁只能喝少許稀飯湯遥 呈惡病質狀態遥 1999年12月
28日經親戚介紹找餘求治袁 給予龜蚧素和消瘤靈治
療袁病情一天天好轉袁一個月後能進食幹飯和米粉類
食物袁兩個月後能做輕體力勞動袁三個月後重返工作
崗位袁隨訪至今一切正常遥

討 論
惡性腫瘤發病率逐年上昇袁食管尧胃尧結尧直腸癌

是世界上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袁 從全球統計的數
字看袁結直腸癌發病率和死亡率呈上昇趨勢袁2002年
全球結直腸癌新發病例102.3萬袁死亡52.9萬袁分別比
2000年增加8.3豫和7.5豫曰 其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居
所有癌症的第三位和第四位曰 香港地區發病率僅次
於肺癌居第二位遥 惡性腫瘤的早期發現和診斷比較
困難袁一經發現都屬中晚期袁這就給治療帶來困難遥
以生物技術生產的龜蚧素和消瘤靈袁 能減輕化療和
放療的副作用袁減輕痛苦袁提高生活質素袁延長生存
期袁給予晚期失去治療機會的患者一線生機遥

中醫認為院腫瘤的病理因素在於痰尧瘀尧毒尧虛遥
野邪之所湊袁其氣必虛冶袁野正氣存內邪不可幹冶遥 深刻
地尧 辨證地闡述了致病因數與內環境相對平衡的關
係遥 一旦正氣虛損渊亦即免疫功能下遥 冤邪之所湊袁可
能就要發生腫瘤袁 其他疾病亦然遥 某部位發生腫瘤袁
其實是全身野正氣不足冶的局部表現袁這就是祖國醫
學的整體觀念袁 固本培元袪邪的治病原則是祖國醫
學的精髓遥 很多癌症病人袁腫瘤切除後又放療化療袁
按道理說袁已經很徹底了袁但絕大多數人一年半載袁
數年後癌症復發尧或轉移而死亡袁存活率低袁足見野正
氣冶渊即免疫功能)在腫瘤的發生尧發展尧終歸起著決
定性作用遥 用具有抑制癌變袁又能增強免疫雙重作用
的製劑袁在癌症的防治上袁得到較好的效果遥 免疫調
節劑–龜蚧素袁能使機體重建和增強免疫機制袁提高
免疫的正調節袁以致達到消滅腫瘤抗復發的目的遥

龟蚧素的药理作用院
1. 增强免疫功能作用院
i冤有增重老白鼠胸腺和脾脏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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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冤有增强依赖胸腺T淋巴细胞增殖反应的效力遥
iii冤血清免疫球蛋白增加遥
iv冤提高血中溶血素的含量遥
v冤龟蚧素能增强小鼠机体的耐劳能力袁 增长小

鼠的游泳时间袁对耐高温尧耐缺氧具有明显效果遥 增
加NK细胞的杀伤作用遥NK细胞即天然杀伤细胞袁 具
有固有的杀伤功能外袁 还表现有非特异性特征遥

2冤對電離輻射有顯著的防治作用院
小鼠全身一次均勻照射722.5拉德X線後8天袁對

照組死亡率為100%袁預防組為56%袁治療組為53.5%遥
3冤抑瘤作用顯著院
對小鼠種植性惡性腫瘤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和抗

復發作用遥
4冤對小鼠肝損傷有保護作用遥
5冤促進老年大鼠肝臟代謝功能遥
6冤對抗應激反應的作用院
消瘤靈由扶正袪邪藥物組成院
西洋參尧靈芝尧絞股藍尧補骨脂尧女貞子尧黃芪扶

正為君藥遥 板藍根尧貫眾尧千里光尧射幹尧木鱉子尧獨角
蓮尧白芨尧白花蛇舌草尧拳參尧海藻袪邪為臣藥遥 柴胡尧
郁金尧芍藥尧川芎尧當歸尧活血化瘀理氣為佐藥遥 天冬
養陰清熱袁澤瀉利水滲濕為使藥遥 消瘤靈對殺滅癌細
胞有一定作用由於龜蚧素和消瘤靈是採用分子生物
學技術精製而成的高科技產品袁故療效十分顯著袁無
任何毒性作用袁 是治療惡性腫瘤較理想的藥物之
一遥 以生物技術生產的中藥的最大優點是院

1冤保持中草藥的原汁原味不因高溫高壓而受破
壞袁如當歸尧川芎噎噎含芳香揮發油不會被揮發袁蛋
白質尧氨基酸尧微量元素袁 維他命等不會遭破壞遥 在
生產的過程中至少產生18種氨基酸袁亞麻酸袁20多種
微量元素和維他命遥

2冤生物技術生產的中藥屬多大分子尧多糖類物

質遥 由於化学作用袁 把大分子基團分解為小分子活
性蛋白尧多糖類物質易被胃腸道吸收袁直接參與細胞
的生化代謝遥 易滲透到癌細胞內袁 阻斷癌細胞的代
謝袁使癌細胞壞死遥 纖維被纖維素分解成纖維素袁然
後經多代謝袁最後變成葡萄糖被細胞利用袁纖維素是
腸道的清道夫遥 被吸收的部分活血化瘀尧降脂的中草
藥是血液的清道夫遥

本組病例顯示院恢愎較快袁臨床療效如此顯著袁
堪稱醫學奇跡袁充分體現了中西醫結合抗癌的優勢遥
癌症患者如能及早使用龜蚧素尧消瘤靈治療袁將大大
增加延長生存機會遥 生物技術生產的龜蚧素和消瘤
靈具有多功能尧多靶點噎噎等作用袁既對常見的癌症
有效袁對系統性紅斑狼瘡尧類風濕性関節炎尧克羅恩
渊crohn冤病噎噎等免疫性疾病均有良好的治療作用遥

解決了中醫藥的量化和重複性問題袁 比較接近
循證醫學的要求遥 因為中醫是辯證論治袁隨證加減袁
很難用一方一藥解決一病或多種病證遥 即使同種同
期腫瘤袁 也是因人而異袁 對相應的方劑也要隨症加
減袁而且每個醫生的處方也不盡相同遥 無法量化和重
複袁無法作出系統性分析與評定遥 這是繼痔瘻中藥治
療成功後又一新的突破浴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5 – 19號
京華中心7樓707室

電話院 28817123
手機院 91666373

網址 院 www遥 hemorrhoid遥 com遥
電郵院ngchiyung@ymail遥 com
謝謝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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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对癌症的认识和防治特点

厦门大学医学院 王彦晖

什么是癌症钥
腫瘤是機體在各種致瘤因素作用下袁 局部組織

的細胞異常增生而形成的新生物袁 常表現爲局部腫
塊遥 腫瘤細胞具有異常的形態尧代謝和功能遥 它生長
旺盛袁常呈持續性生長遥

癌的拉丁文渊cancer冤名字袁漢譯意爲"螃蟹"遥 這
就是説"癌"是一種無限制地向外周擴散尧浸潤遥 癌症
是一組疾病袁其特徵爲異常細胞的失控生長袁並由原
發部位向其它部位播散袁這種播散如無法控制袁將侵
犯要害器官和引起衰竭袁最後導致死亡遥

病機認識的2個基本點院
1尧癌症是一種內傷病遥

2尧癌腫的實
質是氣滯尧血瘀尧
痰濕膠結而成的
綜合性的病理産
物遥

癌症的中醫
病因

造成這些病理産物形成的原因就是癌症的病
因院

1尧精神壓力
2尧飲食失調
3尧房勞失當
4尧臟腑虛弱
5尧先天稟賦
大腦精神緊張是誘發癌症的重要因素
現代人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多袁 大腦精神緊張是

誘發癌症的重要因素遥 其實不止癌症袁包括心臟病尧
糖尿病尧高血壓在內的十大疾病都與腦部病變有關遥
這是出席全球華人生物科學家大會的美國科學促進
會前主席尧著名的叶科學曳雜誌前主編弗洛伊德窑布魯
姆博士指出的遥

弗洛伊德窑布魯姆博士長期從事神經科領域的
硏究袁被譽爲野世界神經科學界的先驅冶遥 他在硏究中
發現袁處于壓力當中的人袁腦部神經系統會因過度緊
張而向身體各器官傳遞出不良的生物信息袁 長此以
往會對身體健康造成各種影響遥 初期表現爲抑鬱尧沮
喪袁進而失眠尧頭疼尧渾身乏力尧情緒低落袁成爲包括
癌症尧 心臟病尧 高血壓甚至糖尿病等多種疾病的誘

因袁已經被越來越多的醫學界人士認同遥 大量的硏究
表明袁 中醫對精神因素與疾病關係的重視是十分正
確的遥
七情失調致癌機制
精神壓力尧睡眠不足
導致氣機不暢
水濕停聚尧痰飲內生
氣滯導致血瘀
腫瘤
飲食失調

1尧過食油膩要要要超過脾胃的運化能力要要要痰濕
內生遥

2尧過于寒涼或燥熱損傷脾胃遥
3尧飲食不潔要要要腐敗尧含有毒性的食物要要要損

傷臟腑要要要氣血運化失調要要要氣滯尧血瘀尧痰濕遥
4尧藥物不當院許多抗癌藥物具有致癌作用袁如氨

甲蝶呤可致白血病袁 環磷酰胺可引起膀胱癌遥 馬利
蘭尧更生霉素尧絲裂霉素尧博來霉素尧苯丙氨酸氮芥
等袁已證實對人體有致癌作用遥 這些藥物作爲腫瘤化
療藥物使用時袁就有導致第二種癌症的危險性袁所以
手術後的化療時間並非越長越好遥 此外袁根據美國癌
症硏究協會調查發現袁雌激素可誘髮乳腺癌袁陰道癌
和子宮癌遥

癌症患者的飲食忌宜應以不利于病理産物的産
生爲出發點遥

房勞失當

調查資料表明袁性生活尧生育與子宮頸癌尧子宮
內膜癌尧乳腺癌尧葡萄胎與絨癌尧前列腺癌尧陰莖癌等
癌症有關遥 子宮頸癌是我國婦女中最常見的 惡性腫
瘤之一袁佔女性生殖系統腫瘤的半數以上袁死亡率居
女性所有腫瘤的首位遥 硏究人員在宮頸癌組織中找
到單純疱疹二型病毒抗原袁 在宮頸癌前病變中檢測
到人乳頭狀瘤病毒抗原遥 説明宮頸癌的發病與這兩
種性傳播病毒有關遥 與子宮頸癌相反袁乳腺癌多發生
在晩婚尧晩育或未生育過的婦女遥 獨身婦女比已婚婦
女發病率高袁 從未生育過的婦女比有過生育史的婦
女發病率高遥 這是因爲獨身尧未生育婦女體內雌激素
水平都比較高袁 表明婚後的性生活和懷孕有一定的
保護使用袁但多孕並不增加這種保護作用遥 另外袁性
生活過頻易傷野元氣冶袁致全身免疫功能降低袁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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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形成遥 前列腺癌大多在前列腺增生肥大的基礎
上發生袁而體內雄激素水平過高袁往往可導致前列腺
增生肥大遥 雄性激素由睾丸分泌而來袁睾丸切除者很
少患前列腺癌遥 所以袁前列腺癌主要的治療方法之一
就是切除睾丸遥 此外袁非淋病性尿道炎袁反復發作袁反
復感染袁常累及前列腺袁引起慢性炎症遥 慢性前列腺
炎有一定的癌變率遥

性生活與腫瘤的關係袁 從中醫角度理解有些屬
於六淫尧有些屬於七情失調遥

臟腑虛弱
臟腑虛弱袁氣血不暢袁氣血津液停聚袁因虛致實遥
老人癌症發病率高與此有關遥
先天稟賦

在同樣病因的作用下袁有些人發生癌症袁有些人
不發生癌症遥

在同樣具有氣滯尧痰濕尧血瘀的病機的人群里袁
有些人發生癌症袁有些人不發生癌症遥

目前越來越多的腫瘤流動病學調查資料表明袁
許多常見的成人惡性腫瘤與遺傳有關遥 如果一個人
的親屬中有人患有某種癌症袁 那么他患癌的可能性
就比別人多3耀5倍遥已有許多實例説明癌症具有家庭
聚集現象遥 如我國一些專家在食管癌高發區進行調
查袁 發現食管癌死亡的患者集中在不到10%的家族
中袁有一半的家庭是連續二尧三代出現癌症患者遥 經
回顧性調查袁還發現胃癌尧肺癌尧乳腺癌尧卵巢癌等病
在某些家族中比較多見遥 其中胃癌的發生率在患者
的親屬中比對照人群要高出4倍袁説明和遺傳有一定
的關係遥
病機的寒熱問題

這是一個仁者見仁袁智者見智的問題遥
決定證型寒熱的因素袁主要是身體的陽氣遥
病程短者袁陽氣尙盛者袁表現爲病理産物化熱袁

即在氣滯痰濕血瘀的基礎上袁兼夾熱邪遥
病程長者袁久病陽氣虛弱袁多表現爲寒者袁即陽

虛和氣滯痰濕血瘀並見遥
癌症的基本防治原則
祛邪扶正
調整陰陽渊中心是保持寒熱平衡冤
預防癌症的基本標準
保持身體陰平陽秘遥 主要從2個方面着手院 1尧清

除邪氣袁由於外邪是暫時的袁所以防癌的中心是防止
病理産物的産生曰

2尧儘量地扶助正氣院渊1冤調理臟腑功能曰渊2冤不斷
補益臟腑遥
健康標準
無任何症狀
無任何異常指標

身體的各種野象冶正常遥 常見爲舌象和脈象正常
祛邪扶正

祛邪和扶正是一對不易調和的矛盾遥
祛邪藥物袁尤其是峻猛的祛邪藥物多傷正氣遥
扶正藥物袁尤其是不當的扶正袁容易助長邪氣袁

香港報道在實驗室里院 乳腺癌的細胞在人參液的作
用下袁生長速度高6倍遥

祛邪和扶正的關係
祛邪是癌症防治貫徹始終的基本原則袁化瘀尧化

痰尧祛濕尧理氣袁一言概之消除病理産物是祛邪的核
心遥

正氣充足是祛邪的保障袁 扶正是癌症防治的基
礎遥

扶正的幾種狀况
正氣極虛袁機體無法承受祛邪藥物袁治療需要扶

正爲主袁兼以祛邪袁多見于癌症後期袁虛證表現明顯
者遥 或者手術之後袁正氣虛弱者遥

有一定的虛證表現袁治療以扶正祛邪並用袁或祛
邪爲主尧虛證扶正爲輔遥 但是扶正必須以不助長邪氣
爲度遥

沒有虛證表現袁切不可誤解野邪之所湊袁其氣必
虛冶的道理袁妄用補法扶正遥 用補法必以虛證表現爲
依據袁野不見鬼子不放弦冶遥

祛邪的特點
由於癌腫的實質是氣滯尧血瘀尧痰濕膠結而成的

綜合性的病理産物袁 因而原則上祛邪必須理氣尧祛
瘀尧化痰尧祛濕並用遥

由於每個病人的病理産物有其重點袁 因而治法
的選擇也應根據其病機的重點袁有所側重遥
主要祛邪治法

活血化瘀
化痰散結
理氣化濕
疏肝理氣
活血化瘀
胃癌患者遥
瘀血爲主袁舌質紫暗袁舌苔少袁説明脾胃虛弱遥
治療活血化瘀爲主袁輔以健脾益氣遥
活血化瘀以三棱尧莪術尧菝契尧桃仁尧紅花尧蘇木尧

徐長卿尧急性子尧蜂房尧五靈脂尧丹參尧凌霄花袁八月扎
等遥

扶正用參苓白術散遥
化痰散結
晩期胰腺癌遥
舌質暗瘀袁舌苔淡黃而膩袁痰濕瘀血內盛遥
治療化痰散結爲主袁藥物選用半夏尧生牡蠣尧海

藻尧昆布尧山慈菇尧貝母尧南星尧白芥子等遥 乳腺癌宜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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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草遥
祛濕

白血病患者遥
舌紅苔黃膩而厚袁濕熱中阻遥
治療清熱化濕袁方用三仁湯尧溫膽湯等加減袁藥

用蒼术尧白术尧薏苡仁尧麥角尧豬苓尧茯苓尧澤瀉尧覆盆
草尧田基黃遥
理氣

胃癌患者遥
舌質暗袁舌苔粘袁氣滯血瘀遥
脈弦袁有氣滯的其他症狀遥
治療理氣爲主袁方用四逆散袁藥用陳皮尧靑皮尧桔

核尧郁金尧枳實尧枳殻尧厚樸尧香附等遥
理氣法在預防癌症中有重要意義袁 因爲氣滯是

一切病理産物的根源遥
經常兼用的治法

清熱解毒
溫陽散寒
消食導滯
安神定志
調理臟腑

清熱解毒
在癌症的快速發展期和復發階段袁 多表現爲嚴

重的熱證袁熱爲陽邪袁進展迅速袁應當十分重視遥
藥用白花蛇舌草尧半枝蓮尧拳參尧天葵子尧土茯

苓尧石見穿尧藤梨根尧白屈菜尧喜樹葉渊果冤尧核桃樹枝尧
白英尧石打穿等遥
溫陽散寒

疾病晩期多陽虛袁 癌症本爲有形之陰證袁 可以
説院陰寒爲癌症之本袁陽熱是癌症之化遥 有容易傷陽尧
傷脾腎的特點袁有向陽虛發展的趨勢遥

此例爲食道癌患者袁 經用大量的附子袁 病情穩
定遥
消食導滯

脾胃是氣血渊正氣冤生化之源遥
消食導滯可以增加食慾袁 至少可以取到2個療

效院1尧保持旺盛的食慾袁增加氣血的生化遥 2尧幫助運
化大量的藥物遥

藥用神曲尧山楂尧谷芽尧麥芽尧鷄內金尧萊菔子遥
脾胃壅滯時需大量使用袁 可以2原3味藥並行袁每

味15原30克曰脾胃虛弱袁濕痰未見袁一般其他病就不用
消導藥袁但是癌症仍需少量使用遥

癌症病人一定要不可過飽袁嚴防食滯遥

安神定志
癌症病人多緊張袁 睡眠不良袁 容易導滯氣機紊

亂袁保持良好的睡眠是治療的基礎遥
安神定志需要精確的辨證施治袁藥用合歡皮尧夜

交藤尧棗仁尧珍珠母等遥
良好尧規律的睡眠是防癌尧防止氣滯之首務遥

調理臟腑
癌症涉及幾乎所有臟腑遥
以脾胃尧肝尧腎尧肺爲主遥 因爲這些臟腑與氣滯尧

痰濕尧瘀血的産生較有關係遥
調理脾胃

癌症的脾胃證候以脾胃虛弱多見遥
治療多以參苓白術散尧六君子湯遥

疏肝理氣
肝膽主氣機的疏泄袁 肝膽氣滯是大多數氣滯的

根源遥
疏肝理氣是癌症預防的主要手段遥
疏肝理氣是癌症治療的常用治法遥

調補腎臟
久病及腎袁中晩期癌症多有腎虛遥
補腎當分補腎精袁補腎陽和補腎陰遥

宣降肺氣
肺爲水之上源袁 宣降肺氣經常的目的在于化痰

祛濕遥
有咳喘的患者必須宣降肺氣遥

用藥劑量和治療速度的關係
1尧用藥輕袁藥輕病重袁治愈的速度袁趕不上癌症

的發展速度袁雖然治法正確袁病人亦死遥
2尧用藥太重袁超過了患者身體的承受能力袁患者

可能不死于病袁而死于藥遥 比如化療遥
謝謝大家浴
歡迎到廈門大學醫學院中醫系交流

主編簡介院王彥暉

廈門大學醫學院副院長尧中醫學敎授

中國敎育部敎學指導委員會委員袁廈門市中醫藥學會副會長遥
長期從事中醫診斷學尧溫病學尧內科學尧養生學的理論敎

學及中醫臨床工作遥 臨床上擅長中醫的舌診尧脈診袁精于辨證

施治袁對癌症尧失眠尧頭痛尧更年期綜合症等各種中醫藥擅治疾

病的治療有較好的療效袁在當地享有盛譽遥
主要硏究領域院渊1冤中醫舌診和養生袁著作有叶觀舌識健

康曳渊福建科技出版社袁2008冤尧叶舌診與養生曳渊福建省科學技術

出版社袁2009冤遥 渊2冤中醫濕病袁專著有叶中醫濕病學曳渊人民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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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方的魅力

廣州中醫藥大學 李賽美

野經方冶概念
* 經驗方渊醫經7家袁經方 11家冤
* 張仲景的方渊傷寒論113方尧金匱要略262方冤
* 組方嚴謹袁配伍精當袁劑量準確袁療效可靠
* 經方派渊方證對應尧辨證論治尧扶陽派冤
* 經方班渊廣州尧南京尧北京尧山西冤
* 經方配伍規律與量效關係硏究
* 經方開發與影響渊日本尧韓國及港澳台冤
一尧經方之夢
南京野經方沙龍冶

* 我夢見自己坐在學術報吿廳內袁 觀看來自世
界各地經方高手的演講噎噎

* 我夢自己走在經方醫院的走道里袁 醫護人員
攙扶老人走過袁産房里嬰兒降臨人世的啼哭噎噎

* 我夢見自己參加經方學院畢業典禮袁 學生們

在描述憧憬着他們的經方夢噎噎
* 我經常做夢袁但都是碎片遥
* 夢中的經方學院設在綜合性大學袁緑蔭環抱袁

建築現代袁 學院門前屹立一位古代醫學家的雕
像要要要那是張仲景遥

* 在校園里袁常常可聞到藥香遥 經方學院有自助
的煎藥室袁有學生模擬診室的模擬藥房袁還有自助熟
識間遥 學校擁有大片的藥草園袁由校工和學生精心栽
培遥

* 經方學院的專業課程有 叶方證學曳叶藥證學曳
叶疾病與經方曳叶傷寒論曳叶金匱要略曳叶各家經方曳及現
代醫學的必修課程遥 叶醫學史曳叶醫學心理學曳也是必
修課遥

* 經方學院的選修課有叶世界傳統醫學曳尧叶中國
烹飪曳尧叶中國民俗曳尧叶中國宗敎史曳叶考古學曳叶美學欣

健康標準 活血化瘀 化痰散結 祛濕 理氣

清熱解毒 溫陽散寒 消食導滯 安神定志

調理臟腑 疏肝理氣 調補腎臟 宣降肺氣

出版社袁1999冤尧叶濕病眞傳曳渊台灣久成出版社袁2003冤和叶濕病

證治曳渊台灣志遠書局袁2004冤遥 曾獲中華中醫藥學會的全國中

醫藥優秀學術著作奬和金話筒奬袁 多次獲得廈門市科技進步

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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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曳等遥 學院開設課程班尧碩博士學位班袁進修班等系
列遥

* 經方學院聘請一大批專尧兼職敎授袁他們有豐
富的臨床經驗袁 良好的科學人文素養及獨特的學者
視角與語言風格遥

* 經方學院的畢業生必須具備全科醫生的知識
結構袁熟悉現代醫學的疾病診斷遥

* 學生需要熟悉望聞問切遥 對必備經方的體質
要求瞭然於心遥

* 需要掌握腹診尧腿診尧舌診等獨特診法遥 學院
重視案例敎學法袁敎學採用學分制袁考試重臨床技能
考核袁還有針對學生望技能的方證啞劇考試遥

* 經方學院的第一堂課是在老人院里做義工袁
最後一堂課是畢業演講袁題目是叶我的經方夢曳遥

* 經方學院是國際代的敎學科硏機構遥 學生來
自世界各地遥 他們膚色深淺不一袁民俗服裝各異遥 在
學院上課袁大家都説普通話袁因爲中文是必修課袁硏
究生還需修古代漢語遥

* 經方學院開展遠程網絡敎學袁 各國經方學院
可共享敎學資源遥 名老中醫的實景門診是遠程敎學
課程中最受歡迎的內容遥

* 很多學生通過網絡上課袁但是期中見習尧畢業
實習必須回到學院袁 各國的修學旅行大多選擇在中
國遥 在寒暑假袁學院的交換學生們相約去世界各地旅
遊袁尋訪名醫袁收集民間驗方袁體驗風土人情遥

* 經方學院遍布世界各地袁 學風校風和敎學硏
究實力各有千秋袁北京經方總部的綜合性最強袁東京
分院則實用性最強袁南京分院以詮釋經典實力最強袁
美國西雅圖分院以開放創新而名世袁 慕尼黑分院以
嚴謹著稱袁倫敦分院規矩遥 米蘭分院活潑遥

* 中心設在中國的野國際經方學會冶袁每年舉辦
一次大會遥 輪値主席由國際知名的經方學者擔任遥
2020年會擬定在南京舉行袁主題是野經方與自身免疫
性疾病冶遥 大會之前全體起立袁莊嚴地奏響叶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歌曳遥 在閉幕式上袁來自全世界的經方團隊
激情唱響叶經方之歌曳遥

* 夢中的經方醫院環境優雅袁交通方便袁接軌高
速公交尧地鐵袁並建有自己的停車場遥 醫院內部明亮
寬敞袁並設有老人輪椅專用道袁幼兒臨時看護室等遥

* 病人預約挂號袁依次在候診室袁更衣室等候袁
由護士帶入醫生診室遥 候診時將在護士的幫助下塡
寫特有的求診表袁 每位就診患者都有一張個人醫療
IC卡遥 里面儲存着從出生以來的全部醫療相關數據袁
通過電腦終端袁供臨床醫生參考使用及處方袁並整合
有社會醫療保險等服務項目遥

* 經方診室溫馨寧靜素凈袁 診室里有特製診脈
桌尧液壓檢查床等袁經方醫生微笑地接待求診者遥 他

們的臨床用語親切實用袁人情味濃遥
* 經方藥房整潔明亮袁小巧玲瓏遥 飲片是來自地

道藥材的專用種植基地袁有專門的質量控制標準遥 飲
片配制後可以由煎藥房加工後送藥上門遥 如果客人
需要自己煎藥袁將提供特製的電子煎藥器遥 針對特殊
人群袁 還配備有免煎顆粒劑袁 有復方和單味顆粒兩
種遥 藥品的説明書詳細清晰袁再也沒有從前那些字識
得義難明的中成藥説明書遥

* 經方製劑很多遥各國均納入本國醫療保險遥中
國生産的野張仲景牌冶經方製劑在國際市場上最受歡
迎遥 因爲全部選用本土地道藥材袁加工質量上乘袁雖
然價格較高袁但依然是各國經方醫師所常用的産品遥
經方醫院還有由野臨床-實驗室-文獻數據庫冶構建的
硏究團隊袁從事經方製劑的硏發工作遥

* 經方醫院是連鎖的遥 在世界每個大中城市都
有經方醫院或診所遥 各個醫院的臨床病案是共享的遥
可以通過互聯網開展國際病案討論會遥 那天袁我夢見
各地的經方醫生就一位野多重耐藥菌冶感染的小孩進
行會診袁開出的配方依稀是小柴胡湯與五苓散遥

* 經方醫院旁有經方餐廳遥 客人通過自助體質
識別系統可以獲得推薦菜譜遥 瘦弱的老人喜歡喝桂
枝湯尧品薯蕷膏曰憔悴的女人喜歡點經豬蹄袁或叫上
一鍋香氣撲鼻的當歸生薑羊肉湯遥 悶熱潮濕的夏天
有五苓茶尧乾燥的秋天有百合糯米粥遥

* 我夢見我和我的經方團隊袁 正在世界各地忙
碌袁有的在講臺袁有的在診室袁有的在實驗室袁有的在
電視熒屛前袁有的噎噎

* 我夢見每個人的臉上洋溢着歡快的笑容袁他
們腳步是那樣輕快袁他們頭上都有絢麗的光環袁我細
細看去袁原來那是科學的光芒浴

* 我經常做夢袁儘管是碎片袁但依然讓我滿足袁
讓我欣慰遥

* 我的生命需要夢遥
二尧經方之用
鐵杆中醫的搖籃

一個民間中醫在廣州中醫藥大學經方運用高級
硏修班的學習印象

江西省泰和縣澄江鎮西門村衛生所 徐汝奇
郵編院343700 電話院13970645489
捍衛中醫勤求古訓一心濟天下
弘揚國粹博採衆方三指定乾坤
鐵杆中醫袁仲景門墻

三尧經方之美
仲景之方以組方嚴謹尧配伍精當尧藥少效宏而稱

雄于世袁被譽爲野方書之祖冶遥 仲景所著叶傷寒論曳袁載
方113首袁理法方藥一線貫通袁無處不體現辨證論治
精藴遥 其立法袁野法內有法冶袁層次分明曰其制方袁野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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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冶袁多樣靈活遥 方從法立袁法由方定袁有常有變袁交
融錯構袁 演繹並編織出一幅變幻無窮的中醫治療圖
譜遥 深入探尋叶傷寒論曳組方規律袁對於提高中醫辨證
論治思維能力袁冀其進一步提高臨床療效袁無疑是一
條有效途徑遥
渊一冤法內有法

仲景立法袁野汗吐下和溫清補消冶八法俱備遥 各經
病證皆有常法遥 如太陽病之汗法尧陽明病之清下法尧
少陽病之和法尧太陰病之溫法尧少陰病之補法尧厥陰
病之寒溫並用法等袁爲六經病證主證主因而設遥 由於
患者質有強弱袁病有兼挾袁症有輕重袁勢有緩急袁位有
偏頗袁則論治有別遥
1尧汗法

爲表證而設袁由於各自情形不同袁而呈現峻汗之
麻黃湯袁取汗之桂枝湯袁小汗之桂枝麻黃各半湯袁微
汗之桂枝二麻黃一湯之層次之變遥 若兼清里熱有大
靑龍湯袁桂枝二越婢一湯袁兼和解有柴胡桂枝湯袁兼
溫里有桂枝人參湯尧麻黃附子細辛湯尧麻黃附子甘草
湯袁兼利濕退黃有麻黃連軺赤小豆湯遥

2尧下法
爲陽明腑實證而設袁根據病情偏重及輕重不同袁

有峻下之大承氣湯袁輕下之小承氣湯袁緩下之調胃承
氣湯袁潤下之麻子仁丸袁導下之蜜煎導尧土瓜根導尧豬
膽汁導遥 由於兼挾有別袁又有下瘀血的抵當湯尧桃核
承氣湯袁下水飲的大陷胸湯袁下燥屎的大承氣湯袁下
熱結的大黃黃連瀉心湯袁通腑退黃的茵陳蒿湯遥

3尧和法
根據和者袁調和之意袁有和少陽的柴胡湯系列袁

和氣機的四逆散袁和營衛的桂枝湯袁和表里的桂枝人
參湯尧柴胡桂枝湯尧麻黃附子細辛湯尧麻黃附子甘草
湯袁和陰陽有陰中求陽尧陽中求陰尧陰陽互補的芍藥
甘草附子湯尧炙甘草湯袁協調陰陽尧防其格拒的通脈
四逆加豬膽湯尧白通加豬膽汁湯遥 和寒熱有半夏瀉心
湯尧生薑瀉心湯尧甘草瀉心湯尧黃連湯尧栀子干姜湯尧
干薑黃芩黃連人參湯袁 和虛實有厚樸生薑半夏甘草
人參湯遥

4尧溫法
野寒者溫之冶遥 根據病位不同袁溫心陽有桂枝甘草

湯尧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尧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
骨救逆湯袁溫脾陽有野四逆輩冶袁即理中湯尧理中丸之
類袁溫肝陽有吳茱萸湯尧溫腎陽有四逆湯尧通脈四逆
湯尧白通湯遥 依據病機差異袁有溫陽利水的眞武湯尧溫
散寒濕的附子湯尧溫陽逐飲的三物白散袁溫陽除煩的
干姜附子湯尧茯苓四逆湯袁溫陽利咽的半夏散及湯袁
溫陽降逆的旋覆代赫湯袁溫陽止利的桃花湯袁溫陽通
痹的桂枝附子湯尧去桂加白術湯尧甘草附子湯遥

5尧清法

野熱者寒之冶遥 根據病位不同袁清上焦的栀子豉
湯尧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袁清中焦有白虎湯尧白虎加
人參湯袁清下焦有豬苓湯遥 依據主症不同袁又有清熱
消痞的大黃黃連瀉心湯袁 清熱利咽的甘草湯尧 桔梗
湯袁清熱止利的葛根芩連湯尧白頭翁湯袁清熱退黃的
栀子柏皮湯袁清熱化痰的小陷胸湯遥

6尧補法
野虛者補之冶遥 仲景在叶傷寒論曳中用補袁主要體現

在刻刻顧護胃氣袁以陽氣爲本遥 如白虎湯中用粳米袁
十棗湯中有大棗袁野得快下利後袁糜粥自養冶用大承氣
湯前先與小承氣湯試探袁野得下余勿服冶袁野若更衣者袁
勿服之冶袁用大柴胡前先與小柴胡湯袁與小柴胡湯前
先與小建中湯袁

7尧消法
野其實者袁散而寫之冶遥 仲景之消法袁主要爲消瘀

血袁消積滯遥 如桃核承氣湯尧抵當湯尧抵當丸治療太陽
或陽明蓄血證袁如有食積者袁常加大黃以消之遥

8尧吐法
野其高者袁因而越之冶袁是一種因勢利導的祛邪方

法遥 仲景用吐袁包括吐痰氣尧吐膿血尧吐蛔蟲遥 代表方
如瓜蒂散遥 野嘔家有癰膿者袁不可治嘔袁膿儘自愈冶遥

渊二冤方外有方
仲景組方袁藥味精煉袁嚴謹有序遥 一般方劑三至

五味藥袁如四逆湯尧四逆散尧理中湯尧白虎湯尧承氣湯尧
陷胸湯尧瀉心湯尧眞武湯尧桂枝湯尧麻黃湯之類袁少則
一尧二味袁如桔梗湯尧甘草湯尧文蛤散尧桂甘湯之輩遥
君尧臣尧佐尧使分明袁並常用藥對袁如桂枝配麻黃髮汗袁
半夏伍生薑止嘔袁細辛尧半夏尧五味子溫化寒飲袁桂枝
合甘草溫補心陽袁干姜合甘草溫補脾陽袁附子合甘草
溫補腎陽袁茯苓尧豬苓尧澤瀉利水等遥 然一藥多效袁加
之配伍不同尧炮製有別袁煎煮尧調護有異袁則復方功效
殊然遥

1尧原方加減袁功效有別
以桂枝湯爲例袁桂枝湯倍芍藥加飴糖袁爲小建中

湯袁 變調和營衛之方爲補益氣血之劑曰 桂枝湯加大
黃袁爲桂枝加大黃湯袁功在和脾通絡袁兼瀉實導滯遥 桂
枝去芍藥湯即爲桂枝湯去芍藥袁功在溫陽通痹袁治療
心陽不振之野脈促胸滿者冶遥

2尧藥不變袁劑量變袁功效有別
仍以桂枝湯爲例袁桂枝加桂湯袁即桂枝湯中加大

桂枝量袁由三兩增至五兩袁功以平冲降逆袁治療奔豚
病遥 桂枝加芍藥湯袁即桂枝湯中芍藥增至六兩袁功在
和脾通絡袁主治太陰腹痛症遥

3尧量不變袁調護變袁功效有別
桂枝湯若用于表證袁則需啜熱粥袁溫覆其被以解

肌取汗曰若旨在調和營衛袁用于營衛不和之自汗症袁
則不需如此調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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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尧量不變袁服法變袁功效有別
如調胃承氣湯袁若重在通腑袁則取野頓服冶曰若旨

在泄熱以止譫語袁則宜野少少溫服之冶遥
5尧兩兩相合袁功效叠加
三承氣湯均治療陽明腑實證袁 調胃承氣湯偏治

燥實袁小承氣湯偏治痞滿袁大承氣湯則治療痞滿燥實
俱全者遥 從組方言袁大承氣湯實質是小承氣湯與調胃
承氣湯的合方遥 又如柴胡桂枝湯袁主治少陽與太陽合
病者袁 其方亦爲主治太陽病之桂枝湯與主治少陽病
之小柴胡湯組合而成遥

6尧兩兩相合袁減其劑量袁功效趨中
如治療太陽表郁輕證之桂枝麻黃各半湯與桂枝

二麻黃一湯袁 實由峻汗之麻黃湯與取汗之桂枝湯之
組合袁由於減輕了藥量袁功效折中袁爲微汗或小汗之
劑袁主治太陽病病久表郁邪微之證遥

7尧增大劑量袁功效放大
四逆湯主治野下利清谷袁脈微欲絶袁四肢厥逆冶之

少陰病寒化證袁功在回陽救逆遥 若組方不變而加大干
姜尧附子之量袁則名通脈四逆湯袁主治野身反不惡寒袁
其人面色赤冶 之少陰病陰盛格陽證遥 又如半夏瀉心
湯尧甘草瀉心湯均治療寒熱錯雜痞袁甘草瀉心湯即爲
半夏瀉心湯加重甘草劑量而成袁 功效則由重在降逆
和胃轉變爲重在和中益氣遥

8尧主方不變袁藥隨症變袁功效靈活
在主證不變前提下袁由於體質尧宿疾等不同袁病

情常有兼夾遥 在叶傷寒論曳中袁大量兼夾症處理袁多采
取主方不變袁隨症加減之形式遥 如桂枝證兼項背強幾
幾者袁用桂枝加葛根湯尧若兼喘者袁用桂枝加厚樸杏
子湯袁若兼陽虛漏汗者袁予桂枝加附子湯遥

四尧經方之榮
渊二冤廣州野經方團隊冶
國家級精品課程
國家級敎學團隊
國家級重點專科
國家敎材主編渊本科尧硏究生冤
國家級敎學成果
國家級科硏成果
全國模範敎師
國家優勢學科繼續敎育基地
渊三冤重大突破
叶經方現代應用的臨床與基礎硏究曳
獲2010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奬
經方現代應用規律可循
經方是中醫經典的核心組成部分袁 具有極高的

歷史地位和應用價値袁但是在上世紀80年代袁經方卻
面臨着運用不夠普遍袁療效評價不夠確切袁作用機制
與配伍不清楚尧加減化裁不規範等問題

經過4代人近30年的努力袁由北京中醫藥大學與
廣州中醫藥大學聯合攻關的 叶經方現代應用的臨床
與基礎硏究思路探討曳 爲經方的現代應用找尋可遵
循的規律袁取得可喜成果遥 項目獲得2010年國家科學
技術進步奬二等奬

該項目以7首代表性經方爲模板袁針對臨床常見
的11種疾病袁提出了野法依病機袁拆方依法冶的經方配
伍規律硏究思路袁發現並總結了野組方變化袁重在方
元冶的經方臨床應用化裁規律袁並創建了瀉熱逐瘀法
治療2型糖尿病等代謝性疾病的新治法袁發展了經方
治療風濕痹痛的診療思路與方法遥

經方配伍規律硏究是詮釋經方現代臨床應用科
學內涵的關鍵環節之一遥 項目組首次提出 野法依病
機袁拆方依法冶的硏究思路袁強調拆方硏究不能忽視
病機與治法的基本原則遥 此法凸顯了中醫理論指導袁
克服了拆方硏究的盲目性袁 突破了 野大復方正交設
計冶的瓶頸曰提高了實驗硏究的效率及可行性曰有利
于進一步認識疾病自身發病的規律與治療途徑袁以
及與現代醫學認識的共同點曰 有利于發現經方臨床
應用的最佳配伍組合方案袁 爲其臨床加減化裁提供
依據遥

硏究過程中袁 項目組發現經方是由一個個的小
方構成袁將其命名爲方元袁即構成經方的有規律可循
的最小方劑單元遥 王慶國介紹袁方元針對病機的關鍵
環節組合而成袁大量存在于經方之中袁是經方化裁的
基礎及仲景組方的特色遥 項目組總結提出 野組方變
化袁重在方元冶的規律及56個具有代表性經方方元袁
爲經方依法化裁提供了理論支撑袁 同時使經方現代
應用化裁更靈活尧加減更規範尧適用更廣泛遥

張仲景確立的野以病爲綱袁以證相輔冶的病證結
合的辨證模式袁是中醫整體恆動觀的生動體現遥 將現
代疾病的診斷與中醫證候的診斷相結合袁 是經方現
代臨床應用的最佳診療方式遥 傳統認爲2型糖尿病的
主要病機爲陰虛爲本袁燥熱爲標遥 項目組將經方傳統
方證病機理論與糖尿病發病機制相接軌袁 通過基礎
理論尧證治規律尧隨機對照等硏究袁提出氣陰兩虛尧瘀
熱互結爲2型糖尿病的主要證型袁 首創瀉熱逐瘀法袁
豐富了中醫藥治療消渴病的辨證論治理論和方法袁
取得顯著療效遥

項目組將叶金匱要略曳痹證理論尧經方應用經驗
與風濕免疫性疾病最新硏究成果接軌袁 系統評價和
硏究治痹專科用藥野通痹靈冶及野通痹合劑冶的臨床療
效尧作用機制及臨床運用規律袁發展了經方治療風濕
痹痛的診療思路與方法遥

該項目的硏究成果直接應用于臨床袁 發揮全國
中醫糖尿病重點專科及廣東省風濕病重點專科優
勢袁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遥 自經方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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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病毒耐药检测及中西医结合治疗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叶永安

概述
乙型肝炎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传染病之一遥 世界

卫生组织估计袁每年可造成200万人死亡遥 HBV感染
可引起多种急慢性肝病遥 全世界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发病人数约为4亿遥

我国是乙肝病毒感染高发区袁2008年全国流行
病学调查袁我国HBsAg阳性率约为7.18%袁按人口计
算约0.93亿袁 其中慢性乙肝病人约为3千万袁 约10-
30%可发展为肝硬化遥 部分病人可进一步发展为肝
癌遥
一尧HBV耐药

耐药的概念
> 基因型耐药院乙肝病毒基因渊常位于P基因冤出现某
种特定的突变.
> 病毒耐药院基因耐药后,血清HBV DNA水平出现
反跳
> 表型耐药和临床耐药院表型耐药有二种含义袁药理
学或病毒学定义指在体外药敏检测系统中袁HBV对
药物的敏感性明显下降袁通过用IC50来表示曰另一种
含义指临床耐药袁出现某种特定的关键耐药突变袁同
时有病毒耐药和ALT反跳遥
> 交叉耐药院一种药物选择出的变异株,同时对其他
抗病毒药物也耐药
病毒耐药的临床结局
> 耐药病毒的出现使后续治疗药物疗效降低
> 耐药病毒的出现抵消了之前获得的临床益处
– 病毒反弹, 血清转氨酶升高, HBeAg血清转换率
降低
– 肝脏病理进展
– 肝硬化病人出现肝功能失代偿和死亡
– 肝移植后肝炎复发率增高
> 公共卫生危害

– 耐药病毒株的传播
– 免疫逃逸

常见的耐药位点突变

> 拉米夫定耐药位点突变
YMDD rt204渊nt552冤M rt207渊nt555冤M/V/L

rt180渊nt528冤L M
> 阿德夫韦耐药突变
rt181A Vrt236N TRT236较RT181出现频率高
> 干扰素耐药突变渊HBV preC/C基因区突变冤
nt1762渊A T冤 nt1764渊G A冤
nt1896渊G A冤
耐药基因检测临床意义

> 病毒治疗方案的最初决定
> 治疗过程中的药物选择
> 治疗过程中防止病毒反跳
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乙肝耐药基因检测钥
> 治疗前要进行耐药检测袁以指导临床选择敏感药
物遥
> 使用核苷类药物半年以上均应做乙肝耐药基因
检测袁并定期监控袁以便提前发现耐药病毒株袁及时
调整方案袁防止由于病毒耐药而导致病情恶化袁达到
最佳效果遥
常用抗病毒药物的耐药位点
拉米夫定 M204I/V L180M V173L
恩曲他滨 V173L L180M M204I/V
阿德福韦 A181V N236T
恩替卡韦 T184A渊G/I/S) M250V
特比夫定 M204I/V
目前常用抗病毒药物

> 拉米夫定
> 恩替卡韦

臨床應用硏究范式創建以來袁14所院校先後組建了
經方臨床基地曰 糖尿病專科經驗輻射全國40余所醫
院曰 風濕病專科經驗輻射至廣東省及周邊省市20余
所醫院遥

該項目起自1984年袁近30年來袁項目組共發表論
文190余篇袁相關硏究成果寫進敎材6部曰獲省部級以

上奬勵12項曰培養硏究生199人曰申請專利9項袁獲批5
項曰形成了兩個國家級重點學科袁一個國家級敎學團
隊袁兩門國家級精品課程曰提高了經方的臨床療效袁
擴大了經方的臨床應用範圍袁 並詮釋了經方作用科
學內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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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福韦
> 替比夫定
> 拉米夫定+阿德福韦
什么时候开始检测YMDD变异

拉米夫定治疗过程中YMDD变异情况
治 疗 时 间 HBV DNA 大 于 104copies/ml 例 数
YMDD变异例数*
< 6个月 6 1渊17%冤
6~12个月 26 14渊54%冤
12~24个月 38 26渊68%冤
24~36个月 38 38渊100%冤
* 各组之间两两比较均有显著差异渊P<0.05冤遥
对核苷渊酸冤类似物耐药者的处理

> 拉米夫定治疗过程如出现耐药, 可加用阿德福韦
酯渊玉冤袁也可以换用恩替卡韦渊1mg/d冤治疗渊玉冤
> 从未应用过拉米夫定治疗的患者如对阿德福韦
酯耐药,则加用或换用拉米夫定尧替比夫定尧恩替卡韦
治疗渊芋冤
> 对替比夫定耐药的患者可加用阿德福韦酯渊郁冤
> 对核苷 渊酸冤 类似物耐药者袁IFN是一种治疗选择
渊芋冤
抗病毒药物的选择和使用

> 一种药物产生耐药袁 需用有不同耐药位点药物代
替
> 为减少耐药袁 建议从开始就使用具有两种不同耐
药位点药物一起治疗
> 因抗病毒药物的耐药以及治疗的长期性袁 治疗中
应定期检查袁 或在发现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时需排除
产生耐药的可能
C区位点突变与病情发展的关系

C区主要是与HBeAg蛋白的编码尧转录以及翻译
有关, HBeAg的血清变换一般被可以被用来判断病
毒复制情况

C区位点的变异可使得HBeAg合成终止袁在血清
血中呈阴性袁 使得对于疾病治疗以及病毒的扩增情
况产生误判遥
C区位点突变与临床意义

> 判断e抗原下降代表病毒复制能力下降的诊断是
否可靠
> 判断乙肝病毒是否为特殊的e抗原阴性病毒类型
> 为临床治疗方案的调整提供依据
C区常见位点突变
C区常见变异位点院
> 1896A 1862T 1899A 1762 1764
> 1896 1892位点的突变往往会造成终止密码子的
出现袁使得E抗原停止转录和翻译

> 1762 1764位点由于其处于启动子区袁使得e抗原
转录尧翻译的效率受到影响
1896位点

近来袁e抗原阴性CHB已成为研究热点之一遥 流
行病学调查显示袁国内外e抗原阴性CHB的发病率正
逐渐增加遥 1997年国内部分地区HBV感染者中袁e抗
原阴性的比例高达45%遥 e抗原阴性CHB的产生遥

最常见的基因突变是前C区1896位核苷酸由G
突变为A袁 即第28位密码子由原来的TGG突变为
TAG袁后者是翻译的终止密码子袁导致前C区的蛋白
翻译停止袁e抗原不能产生遥
二尧治疗目标
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总目标

清除HBV
长期抑制HBV
减轻肝细胞炎症坏死及肝纤维化
延缓和阻止疾病进展
减少和防止肝硬化尧HCC及其并发症发生
改善生活质量和延长存活时间遥
慢性乙型肝炎治疗的替代指标

ALT正常化
HBsAg消失尧血清学转换
HBeAg消失尧血清学转换
HBV DNA持续阴性或病毒载量的下降
组织学炎症改善
肝纤维化的逆转或改善
西医治疗的不足
> 部分患者对抗病毒治疗没有应答
> 部分患者停药后反跳
> 抗病毒治疗的适应症局限

如院ASC尧慢性乙肝渊ALT1~2伊ULN冤
慢性乙型肝炎伴肝硬化失代偿

> 抗病毒治疗耐药变异问题的存在
> 阻止肝纤维化与肝硬化进展研究还有待 加强
干扰素治疗慢乙肝

> 在HBeAg+慢性乙肝患者中疗效好袁可获得持续性
应答
然而
> 副反应大袁禁忌症多
> 在低转氨酶患者中的有效率低
> 在HBeAg阴性患者中有效率低
> 不适于免疫缺陷或失代偿患者应用

中西医结合治疗可提高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
治疗及分组

中心随机尧盲法尧对照方法
10家医院完成的多中心临床试验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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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豫放大袁每组160袁总参加病例数为320人
治疗及分组
治疗组 中药 ﹢ 核苷类似物
对照组 中药模拟剂 ﹢ 核苷类似物

双虎清肝颗粒和乙肝益气解郁冲剂为中药治疗
药袁拉米夫定为基础治疗药
渊1冤扩大西药抗病毒治疗的范围
ALT1~2伊ULN的慢性乙型肝炎及慢性乙型肝炎病毒
携带者

第一步院用中医药调整免疫功能(打破免疫耐受或不
激发免疫冤
第二步院联合西药治疗提高疗效

渊2冤缩短西药抗病毒治疗疗程
中西医结合治疗可加快院
HBeAg阴转
HBeAg/HbeAb血清转换
渊3冤提高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
中西医结合治疗可提高中医药疗效
四尧对策与展望
中西医结合治疗袁扬长避短袁优势互补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免疫调节尧 抗纤维化与保肝抗炎
治疗中的优势
加强以抗病毒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发挥出中西药治疗的最大优势
选择适应症袁辨证论治袁提高疗效
坚持走中医药的现代化规范化道路袁 寻找出高效安
全的方药

白血病應視爲血液的惡性腫瘤袁 其特點是白細
胞某一系統的過度增生袁 並侵潤到體內各種組織和
臟器袁尤其是肝尧脾和淋巴結袁且周圍血液中經常出
現各種幼稚的白細胞袁白細胞的總數經常增多袁常有
嚴重的貧血與明顯的出血傾向袁 並可危及病人的生
命遥

本病的發生多與環境因素及機體的遺傳袁代謝袁
免疫等有關遥 中醫認爲多因七情有過袁肝脾損傷或虛
勞袁日久氣滯凝結成痰核而爲本虛標實之症袁急性白
血病以兒童爲多見袁其發病急袁病程短袁發熱袁口腔潰
爛袁有嚴重貧血普遍出血現象袁而慢性白血病發病緩
慢袁起初無特殊不適袁後期表現亦較複雜袁多爲疲乏
無力袁飲食減少袁消瘦袁頭暈袁頭痛袁面色蒼白無華袁咳
嗽時胸骨壓痛感袁發熱出汗袁或腹脹袁腹瀉袁便秘袁腹
股溝出現包塊等遥

辯證施治院抗癌爲主袁清熱解毒袁益血養血袁用芒
蟲袁土必蟲袁鐵扁擔袁豬珠菜袁崩大碗袁甲珠等袁加減遥

治療結果院用以上方治療29例患者袁經用藥10要
15天開始顯效袁3要5個療程完全緩解者15人袁部分緩
解者11例袁存活三年以上者12例袁4年以上者7例袁5年
以上者4例遥 一般服藥後自覺症狀均有好轉袁食慾增
加袁精神好轉袁肝脾腫大者均縮小袁有胸骨壓痛者均
減輕遥

病案1院印尼人袁女性袁52歲袁反復全身發熱袁腹

瀉袁每日十幾次袁大便帶血袁頭暈乏力袁到印尼大醫院
檢查診斷爲白血病袁在印尼醫院化療後袁病情加重袁
最後醫生吿訴病人家屬説袁 患者最多能存活2個月袁
無藥可救了袁出院回家等待吧噎噎袁後經朋友介紹就
到我們診療中心袁接受中藥治療袁經過用藥3個療程
痊癒袁 後來再回到原來的醫院檢查袁 各種指標均正
常袁現在一年多了袁可以做家務事遥

病案2院患者袁李女士袁65歲袁因反復咳嗽袁痰帶
血袁發熱袁乏力袁腹瀉袁血便袁兩個多月袁經西醫治療未
愈袁後來到印尼大醫院進一步檢查診斷爲白血病袁醫
院説沒有什么特效藥治療袁後轉到北京兩家大醫院袁
都因病情太重袁拒收這位病人袁後來又轉到第三家醫
院袁接收治療十幾天袁就叫病人快點出院回印尼袁準
備後事袁回印尼後袁經過朋友介紹到我診療中心袁接
受中醫治療袁先服用10天中藥後袁病情開始好轉袁繼
服一個月的藥袁能下床活動袁兩個月治療後袁生活能
自理袁能做家務事遥

病案3院吳先生袁60歲袁中國廣東信宜鄉村醫生袁
患者反復發熱袁全身乏力袁牙齦出血兩個多月袁用退
消藥止血藥無效袁後轉省級醫院進一步檢查袁最後診
斷爲白血病袁入院治療袁化療一次後袁身體極度衰竭袁
無法堅持第二次化療袁出院後改用印度生産的叶抗白
血病藥曳袁服用一個月的藥後沒有好轉袁加上需要昂
貴的藥費袁每瓶需要人民幣一萬二千元袁病人就停止

運用中醫中藥治療白血病

Klinik NuS 印尼國民福利基金會診療中心 何平

152



一尧目的与方法院以心脑血管硬化病人为野血瘀
前期冶袁急性脑梗塞渊ACI冤患者为野急性血瘀期冶袁脑卒
中恢复期渊RPS冤病人为野慢性血瘀期冶袁分别观察血液
流变学尧纤溶系统尧血管内皮细胞活性因子等改变袁
RPS病人主要观察抗脂质过氧化和微量元素渊Cu尧
Fe尧Se尧Zn冤含量袁探讨其各自的关系袁提出血瘀证三
个不同阶段各自的表现和病理改变基础遥

二尧结果院淤血瘀前期心脑血管硬化患者均见全
血粘度尧血浆粘度尧全血还原粘度尧血球压积尧血沉K
值增高袁而纤维蛋白元含量降低遥 与AC急性血瘀期
患者比较袁病至急性血瘀脑血栓形成时袁血沉和血沉
K值较单纯的冠心病增快明显遥心脑血管硬化的病人
tPA活性降低袁PAI活性明显增高袁 加压后tPA上升明
显袁PAI活性则见下降遥于ACI野急性血瘀期冶痰浊型加
压前tPA活性尧活性型tPA降低明显袁P值分别约0.05袁约
0.01; tPA含量和PAI活性显著升高P约0援01袁约0.05曰加
压后tPA活性上升明显袁P约0援01遥 活性型tPA袁tPA含量
变化不大袁PAI活性下降明显袁P约0.01遥 急性血瘀型患
者袁 加压前活性型tPA和tPA含量明显升高袁P值均约
0.01遥气滞血瘀型袁加压前 tPA活性袁活性型tpA降低袁
P约0援05尧约0援01袁PAI活性增高P约0援05曰加压后tPA活性袁
活性型tPA袁tPA含量均见显著增高袁P值均约0.05袁尤
以tPA含量和活性型tPA增加更明显袁与急性血瘀型袁
痰浊型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约0.01曰PAI活性降低不
明显袁但与痰浊尧气滞血瘀尧心气虚尧阴虚和肾虚比
较袁具有统计学差异遥 心气虚病人袁加压前tPA活性降
低袁P约0援05袁活性型tPA袁tPA含量变化不大袁加压后活

性型tPA袁tPA含量增高明显袁P约0.01袁PAI活性轻度增
高袁P约0援05遥 ACI急性血瘀期阴虚病人袁加压前tPA活
性袁活性型tPA显著下降袁P约0.01袁加压后tPA活性尧活
性型tPA尧tPA含量和PAI活性均明显增高遥 肾虚病人袁
加压前活性型tPA降低尧tPA含量和PAI活性明显增
高袁P值均约0.01曰加压后tPA活性尧活性型 tPA尧tPA含
量和PAI活性均见增高袁P值均约0援01遥 盂ACI急性血瘀
期以野痰尧野瘀冶为主的气虚血瘀袁风痰瘀血袁痰热腑实
等三型袁主要见纤溶系统活性下降袁其中tPA活性下
降尤为显著 渊P约0.05冤袁 阴虚风动和肝阳上克主见
PGF1 琢下降显著袁PGI2-TXA2系统紊乱遥 榆脑卒中
恢复期野慢性血瘀期冶患者中袁肝阳暴亢尧痰热腑实尧
气虚血瘀病人MD含量显著增高袁而血浆SOD尧GSH含
量均明显降低遥 痰热腑实尧阴虚风动病人还见CAT含
量明显降低遥

肝阳暴亢尧痰热腑实尧阴虚动风和气虚血瘀患者
血清硒含量均显著降低渊P约0.01越袁而与GSH含量变
化呈正相关袁 四型中阴虚风动和气虚血瘀还见血清
锌含量降低袁而阴虚风动兼见血清铜降低变化袁气虚
血瘀则见清铁含量明显增高遥

三尧结论院从我们实践证明袁血瘀证在心脑血管
病中不管在临床上袁还是从检测结果表明袁均存在血
瘀前期尧急性血瘀和慢性血瘀期等不同证型遥 且三个
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病变基础和各自的改变情
况遥若循此理论而用于临床遥不管在辨证或施治等方
面袁均会收到裨益遥

心脑血管病血瘀证不同阶段与相关因子关系的研究

福建省人民医院 郑恬欣 指导院林松波

用藥了袁 經親友介紹到我院用中醫治療五個療程痊
癒袁現已存活五年袁隨訪未見復發袁還能在鄉村診所
工作袁爲病人治病遥

體會院 中醫認爲白血病是由外邪入侵和內傷引
起袁外邪是熱毒引起袁內傷渊勞倦袁飢飽不平袁房事過
多袁七情內傷袁先天不足所致冤袁虛邪賊風中腎不能主
骨袁生骨髓袁移精于臟腑袁在整個病程中袁患者多有陰
陽臟腑袁氣血袁經絡等諸多失調袁尙有寒熱虛實之變
化袁故白血病乃是一種比較複雜的全身性疾病遥

現代醫學對人類白血病的病因尙不清楚袁 只是
説但證據表明和遺傳袁放射和化學物質的刺激有關袁

症狀袁發熱袁頭痛袁全身肌肉酸痛袁咽喉炎袁淋巴腫大袁
丘疹袁再降貧血袁精細胞缺乏袁肝脾腫大袁皮下出血袁
運用中醫中藥治療效果滿意遥

雅加達袁13-07-2011
渊作者簡介院何平醫師是印尼國民福利基金會腫瘤專科袁

主治院腫瘤袁乳腺腫瘤袁子宮肌瘤袁腦腫瘤袁甲狀腺腫瘤袁淋巴腫

瘤袁白血病袁肺癌袁前列腺瘤遥 不育不孕袁輸卵管阻塞袁痔瘡遥 印

尼 國 民 福 利 基 金 會 診 療 所 渊Klinik NuS袁 地 址 院Rukan
Nusantara袁Jl. Danau Sunter Barat Blok A1 No.9 -10 –

Samping Pengadilan Jakarta Utara袁 電話院021-33615623袁021-
37751699袁手機院0821-1338996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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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亦稱不寐袁畬民稱之爲野沒眠冶遥 是指經常難
以入睡袁或睡不熟袁其病輕重不一袁輕者入寐難袁寐而
易醒袁醒後不能再寐或時寐時醒袁病重者徹夜難眠遥
三月二十一日被定爲世界睡眠日袁 我國成年人失眠
率達38%袁而就診率不足30%遥 故失眠證已成爲現代
人生活的一大危害遥 筆者認爲袁失眠與心脾肝腎及陰
血不足有關袁有的因失志失戀袁病後産後尧情志抑鬱袁
心理創傷袁 氣血俱虛等引起經常性不正常睡眠爲特
徵的一種常見病證遥 其中孤男寡女或老年人尤以女
性居多遥

中畬醫對治療失眠要診察其病因袁辦證論治袁如
處理得當袁可取得滿意之療效袁達到治愈之目的遥

兹就各類型之失眠袁分型論治如下院
渊一冤心腎兩虛型院患者由於勞累過度袁引發頭暈

目眩袁心悸怔忡袁腰背酸痛袁四肢乏力袁夜不能寐袁長
期失眠遥

處方院西洋參5克渊另炖冤尧百合尧炒棗仁尧珍珠母
渊先煎冤各20克尧龍骨30克渊先煎冤尧菟絲子尧寧夏枸杞尧
夜交藤各15克尧茯苓尧麥冬尧白芍尧肉叢蓉尧合歡皮各
10克尧北五味8克尧蜜遠志6克遥

功效院強心益腎尧寧心安神
用法院先用水600ml納陶瓷器內煎珍珠母尧龍骨

約20分鐘袁 然後加上諸藥炖兩次袁 午晩飯後各服一
半遥 忌食白蘿蔔尧空心芽尧緑豆遥

初服時袁每晩睡前服眞珠粉一支袁重者午餐後加
服一支袁好轉後逐步不用眞珠粉遥

渊二冤精志抑鬱型院因事業不成袁婚姻失敗袁高考
落迭袁家人意外事故噎噎等造成的精神壓力袁整天悶
悶不樂袁愁緒萬千袁心神不寧袁日不思食袁夜不能寐遥

處方院炒棗仁尧杭白芍各20克袁夜交藤尧百合各15
克袁白術尧茯苓尧歸中尧麥冬各10克尧郁金尧灸甘草各8
克袁睡前服眞珠粉1-2支遥

功效院解郁柔肝袁安神定志
用法院上藥加水適量袁泡20分鐘袁炖兩次袁午晩飯

後各服1/2遥
注院炒棗仁寧心安神袁不能用生棗仁袁生者興奮

其效相反遥
渊三冤失血型院因病後袁産後出血過多袁造成貧血袁

引發四肢無力袁面色蒼白袁夜不能眠袁應補氣血爲主遥
渊1冤方院黨參渊體虛者用西洋參5要6克冤尧當歸中

各15克袁灸黃芪30克尧白術尧灸甘炸尧茯苓各10克尧炒
棗仁20克尧大紅棗10枚遥

功效院益肝腎尧補氣血尧寧心安神
用法院同上遥
渊2冤方院小麥125克尧灸甘草15克尧大紅棗6-10枚遥

連服30-40劑遥
功效院健脾補血袁悅顔色遥
用法院上物同煎袁作點心食遥
注院此乃醫聖張仲景治女人臟躁症之驗方袁筆者

在多年臨床中深有體會袁對貧血尧神經官能症尧失眠
都有較好的療效遥 雖是三種藥物袁如配方合理袁療效
顯著渊珍珠粉性寒尧對體寒者少用或不用冤遥

渊四冤驚恐型院因意外受驚袁引發心悸怔忡袁常感
恐嚇袁心神不定袁徹夜難眠遥

處方院眞龍齒20克袁眞珠母袁制龜板各30克渊以上
三藥加水先煎冤袁拌茯神尧合歡皮各10克尧川昌蒲6克尧
炒棗仁20克尧柏子仁15克尧嚴重失眠袁睡前服眞珠粉2
支袁症狀緩解袁改服一支袁待睡眠正常袁可停服遥

渊五冤食療院中畬醫認爲野醫食同原冶尧野藥食同
根冶袁治療期間袁配合食療而治之袁使之可得到更好的
療效袁甚至有些患者不用服藥袁用以下食療袁亦可收
效遥

A尧意外大驚袁心神不寧袁長期失眠遥
處方院豬心一只袁銀元七塊袁西洋參6克
功效院鎮驚尧寧心尧安眠遥
用法院豬心外部洗凈袁去油及薄膜袁西洋參納於

心內袁外圍銀元袁加水炖熟食之袁長期失眠者袁每周一
次袁7-8次可愈遥 已驗過遥

渊2冤百合豬肚院一般失眠者袁吃1-2次即見效遥
處方院豬肚一只渊外色帶黃者良冤百合50克渊如用

鮮百合120克更好冤
用法院去雜質袁洗凈豬肚袁加百合煎熟食之遥
渊3冤小米粥院小米治失眠袁早有記載袁下方可作點

心袁或當晩餐吃均可遥
處方院小米50要100克尧桂圓內10粒尧百合15克
功效院滋陰補血袁鎮靜寧心遥
用法院加水適量尧煮熟食之遥
渊4冤夜交藤尧大紅棗各60克遥 陰虛血少者加合歡

皮30克袁炒棗仁15克袁蜜志肉6克遥
功效院養心安神袁調節陰陽遥

畬醫的失眠論治

福建省福安風濕哮喘病硏究所 王健 王銘 王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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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用法院上藥加水適量煎袁取出大棗與藥汁分下午
與睡前各服食1/2袁加點飴糖更有口味遥

注院大紅棗健脾和胃補血袁夜交藤爲蓼科植物袁
何首烏之莖藤袁具有養心安神袁祛風通絡之功遥 筆者
在臨床中用上述配伍治心脾不足袁 胃脘不適而引發
心煩失眠者療效頗佳遥

渊5冤心脾雙補粥院治心脾兩虛而失眠者遥
處方院大紅棗10枚尧桂圓肉10粒尧蓮子15克尧鷄蛋

一個遥
功效院健脾養血
用法院紅棗去核袁四物同炖熟食之遥
渊6冤安神粥院心悸健忘尧精神不振尧食納不佳
處方院炒棗仁20克尧遠志10克尧小米100克遥
功效院寧心安神袁健脾養陰
用法院先取炒棗仁與志肉加水適量煎取汁袁再將

小米洗凈與上汁煮成粥或加點糖袁每晩當晩餐食用遥
注院此粥尤對年老體弱尧病後産後失眠袁夜寐不

安者更適應遥
渊六冤針灸與按摩院
甲院灸百會穴院取百會穴渊在頭頂三骨中間凹陷

處袁請閲下頁附圖1冤袁剪光百會穴之頭髮袁用陳年艾
絨捏成緑豆大袁上尖下大如塔形袁輕症灸3要5壯袁重
症者袁特別是重大刺激者引發胡言亂語袁精神失常袁
晝夜不眠袁要灸七壯遥 灸至最後一壯袁燃到頭皮時袁醫
者必須用口吹艾火袁直至將息火時袁速用厚紙或他物
重按艾火上袁使其高溫直透大腦遥 此法甚靈袁立起沉
疴遥 灸後先服野龍膽瀉肝湯冶1劑袁次日以後服大補陰
湯袁加以鞏固遥 渊附圖1冤

對頑固性失眠袁長期服藥無效袁甚至頻臨精神分
裂症袁 筆者常灸百合
穴袁取得顯著療效遥

病例一院 陳某某袁
男袁51歲袁 寧德市蕉城
區學前路37號袁因家庭
經濟困難等因袁長期失
眠甚至徹夜難眠袁已三
年余袁先以舒絡安定維
持袁後赴省治療袁改用
勞拉才能勉強入睡袁易
心煩袁 加以經濟困難袁

負擔重袁到處求醫見未見顯效袁自感絶望袁甚至想輕
生袁2009年5月專程來診袁余憫其困境袁遂灸其野百會
穴冶袁炙完服一劑野龍膽瀉肝湯冶袁次日服大補陰湯加
減袁不久睡眠轉好袁繼用本所硏發之野心腎寶膠囊冶加
以鞏固遥 至今二年未見復發袁來電感謝遥

病例二院王某某袁男袁50歲袁某醫院醫生遥 因勞累
過度及精神上種種壓力袁致長期失眠袁繼而突發精神

失常袁胡言亂語袁煩躁不安袁諸藥無效遥 余用上法治
之袁繼服龍膽瀉肝湯袁灸後不到2小時袁就安然入睡袁
一直睡9小時袁不用任何安眠鎮靜之藥遥 後用大補陰
湯加減而愈遥 時過七年未見復發遥

乙尧按摩療法院
我國早在叶黃帝內經曳的叶素問窑異法方宜記曳就

有按摩術的記載袁 現代許多國外學者紛紛來我國學
習取經遥 筆者在治療失眠症也常採用袁特別是心腎不
交袁抑鬱型患者袁取得較理想的療效袁兹介紹如下院睡
前渊最好洗完腳冤袁不喝酒或濃茶袁老年體弱者可喝一
杯牛奶袁有助睡眠遥 仰臥床上袁首先排除一切雜念袁全
身放鬆袁第一步雙手屈指從胸前天突穴渊咽喉下袁胸
前上凹陷處冤下端袁往下經膻中穴渊雙孔中間冤要要要中
脘要要要神闕渊肚臍冤要要要下腹部之氣海尧關元穴一條
直線渊即任脈範圍冤往下按摩18下渊不要往上冤袁約按
磨至3要5下胸中即有氣從喉中呃出袁 有憂鬱之氣自
然排出袁頓感舒服遥 渊附圖2冤遥

第二步按手掌小
指後端鋭骨盡處野神門
穴冶渊附圖3冤袁絶大多數
失眠者都有壓痛點袁按
壓36下 渊男先左手袁女
先右手冤遥 第三步用左
腳外踝按摩右腿足三
里穴袁一直往下按摩36
下袁然後用腳跟按摩另
一腳掌上36下遥 第四
步袁用腳底按摩另一個
腳掌上跗按36下袁目的
是按摩涌泉穴及旁開
一公分之睡眠穴袁腳底
許多穴位都是全身臟
腑之穴位袁不但有助于
入睡袁 且對調節全身袁
疏通經絡袁抗衰老都有
較好的裨益遥做完以上
四步使你步入睡鄉袁泰
然寐之遥 如你能堅持以上按摩袁相信你的失眠頑疾能
得排除袁健康歡樂迎着你遥

七尧心療
心理療法對失眠證袁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袁特別是

失志袁抑鬱者袁更爲重中之重遥 要知道人生於世袁不可
能一帆風順袁總有得失袁生活有波浪的袁如事業失敗袁
要想野失敗是成功之母冶袁分析總結失敗原因袁站起來
再拼搏袁成功就在前面遥 失戀者如眞的無法挽回袁要
想野天下不是巴掌大冶袁另找他人袁這屬於緣份袁不可
強求袁也許比原來的更理想遥 又如喪夫亡妻袁只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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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是我國最常見的心血管疾病袁 是心血管

疾病致殘和致死的重要危險因素之一袁 也是腦卒中
最主要的危險因素遥 近年來高血壓的患病率呈逐年
上昇的趨勢袁有關調查顯示院我國成人高血壓患病率
達18.8%袁高血壓患者人數多達2億遥高血壓的發生與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密切相關遥 健康敎育是一項有目
標尧有計劃尧有組織尧有系統尧有評價的敎育活動袁目
的就是促進人們自覺地採用有利于健康的行爲遥 因
此袁對高血壓病病人的實施健康敎育袁提高病人衛生
知識水平和生活方式和習慣袁 是降低高血壓病病人
心腦血管發病率和病死率的重要措施遥 我院對30例
高血壓病病人實施健康指導袁取得了一定成效袁現總
結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選取我院內科2011年1月至2011年6月收治的住
院患者30例袁 病例均符合衛生部中國高血壓聯盟制
定的叶中國高血壓病防治指南曳的診斷標準遥 其中男
18例袁女12例曰年齡均在50歲以上曰文化程度院初中文
化10例袁小學文化及文盲20例袁15例有吸煙史曰高血
病1期佔31.6%袁2期點44.4%袁3期佔24.0%遥
2 指導計劃

渊1冤 評估患者身體健康狀况尧社會文化背景尧經
濟狀况袁瞭解患者的健康需求遥

渊2冤 制定健康指導計劃遥
渊3冤根據患者情况決定採用指導的方式袁此類患

者多爲高齡人袁文化層次低袁接受知識能力差遥 我採
取一對一的指導方式袁應用生動形象尧簡明易懂的語
言敎育尧示範袁並反復多次耐心地進行個體指導袁同
時對患者家屬進行健康敎育知識的宣傳指導袁 且做
好文字記録及患者和家屬的簽名工作袁 以便督促和
檢查落實情况遥
3 健康指導內容

目前我國高血壓患者的知曉率尧治療率尧控制率

仍不高袁因此醫生應根據患者具體情况渊包括血壓水
平尧 危險因素尧 靶器管損害尧 臨床症狀及其它合併
症冤袁結閤家庭經濟情况以及藥物副反應袁給予健康
指導治療袁予保證治療率袁提高血壓控制率袁提高患
者順應性遥

渊1冤心理指導 患者入院後都有擔憂尧恐懼袁給
予宣傳敎育袁加強患者對疾病的認識遥 應及時給予心
理援助袁向患者講解高血壓的相關知識袁讓患者對高
血壓病有一個初步的瞭解袁 讓其明白經過服藥與心
理治療是可以控制本病的遥 使患者樹立起與疾病作
鬥爭的信心袁以良好的心態面對疾病袁保持平穩的心
態袁避免情緒激動及過度緊張遥 並給予安靜舒適的環
境袁態度應和藹尧語言親切袁讓患者信任我們袁積極配
合治療袁提高依從性遥

渊2冤飲食指導 對患者進行營養健康敎育袁推廣
中國居民膳食指南和野4+1冶金字塔飲食方案袁宣傳合
理膳食結構可以預防和控制高血壓的發生遥 少吃甜
食尧控制體重袁堅持清淡尧低鹽低脂袁少食多餐袁戒煙
限酒袁建議每天鹽攝入小於等於6g袁多食用高纖維尧
高維生素食物遥 增加鈣尧鐵攝入遥

渊3冤休息活動指導 指導患者有規律地作息袁保
證充足的睡眼時間曰精神不要過度緊張袁保持豁達的
生活態度袁均有助于血壓的控制遥 提倡適當運動袁如
達到一定速度的步行尧騎車尧體操尧游泳等遥 鼓勵患者
選擇適合自己的運動袁並要適可而止袁不要過度劇烈
地體力活動遥

渊4冤用藥指導 吿知患者常用藥物的作用尧不良
反應袁嚴格遵醫囑渊劑量準確尧時間準確尧用法準確冤
服藥袁不得隨意增減和漏服尧停服袁並説明其危害性袁
如應用排鉀利尿劑尧 雙氫克尿噻時應注意低鉀的症
狀袁卡托普利有干咳尧硝苯地平有面色潮紅等不良反
應遥 當出現不良反應時應及時報吿醫生袁以及時調整
用藥遥

對現實袁逝者已矣袁可以追思袁但總得再找一個共度
未來遥 不要過于失望袁要看淡人生袁拿得起袁放得下袁
要解除煩惱袁去應對挑戰袁戰勝一切壓力袁調整心態袁
坦然面對袁若多愁多慮袁那快樂何所有袁畢竟生氣無
益袁只會傷人袁傷己袁傷感情袁讓自己健康減份遥 被評
爲世界古代三大醫德名醫的孫思邈雲曰野莫強飲食袁

莫大沉醉尧莫大憂愁尧莫大哀思冶遥 勸君不愁尧不急袁不
生氣袁讓自己歡歡喜喜過一天袁安安靜靜睡好覺袁快
樂與幸福就屬於你遥

請閲本書野心理療法之管見冶一文袁會給你帶來
好處遥

30例高血壓病人的健康干預指導

林寶華

渊泉州市安溪縣感德鎮衛生院袁36241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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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5冤個體化指導 對老年人要強調攝入高質量蛋
白質袁即動物蛋白袁保持體重袁避免貧血尧低蛋白尧低
膽固醇的發生遥 對於年輕人特別強調減輕體重袁從而
可以有效地降低血壓袁 避免脂肪肝和高三酰甘油血
症袁有效減輕夜間睡眠呼吸暫停現象袁減少骨關節損
傷遥 對食慾很差袁味覺退化的老人不可再限鹽等袁因
人而導的指導患者的飲食生活非常重要遥

渊6冤出院指導 吿知患者繼續用藥的藥名尧劑量尧
用法和時間袁自我監測和自我護理袁並吿誡患者若發
現異常及時就診遥 指導定時監測血壓袁敎會病人或家
屬正確測量血壓並記録袁學會觀察血壓變化遥 做到4
定院定時間尧定部位尧定體位尧定血壓計袁以減少誤差遥
4 健康干預體會

因高血壓病程較長且必須監測血壓袁 患者家屬
在沒有接受健康敎育前對本病認識不夠袁 往往到發

生並發症後才引起重視遥 通過對30例高血壓病人的
健康敎育袁使患者及家屬的醫學知識得以增長袁預防
能力得以增強袁減少了並發症發生袁提高了患者的生
存質量遥

健康干預指導對老年高血壓病人的服藥依從遵
醫行爲是一種關鍵的手段遥 健康指導是一項長期的
工作任務袁不僅要在患者住院期間進行指導袁在患者
出院後也要繼續進行健康敎育遥 我們應加強出院後
高血壓患者的管理袁建立患者隨訪檔案袁定期檢查患
者自我保健和落實情况袁及時給予指導和幫助袁督促
患者復查袁 這些對其回歸家庭後維持血壓的穩定起
到重要的作用遥

渊作者簡介院林寶華袁女袁1998年畢業于福建中醫藥大學袁
主治醫師袁電話 15905018762曰郵箱院718421423@qq.com冤

叶內經曳之作袁是古人野上窮天理袁下極地理袁遠取
諸物袁近取諸身袁更相問難冶 而成渊叶重廣補注黃帝內
經素問窑序曳冤遥 叶內經曳中的運氣學説袁源自叶素問曳中
的叶天元紀大論曳等野七篇大論冶和叶六節臟象論曳等其
他篇論遥 因叶六元正氣大論曳中有野五運六氣之應見冶
句袁故又稱五運六氣遥 原文文字古奧袁又涉及天文尧氣
象尧地理尧算術等多學科知識袁義理難明袁使人望洋興
嘆袁被歷家醫家稱爲野醫學之玄機冶遥 隨着近代天文
學尧氣象學尧系統工程科學等學科的發展袁運氣學説
又引起人們的注意袁 其核心是體現宇宙環境變化對
生命影響的一門科學袁今根據叶內科曳對2011年的五
運六氣及其臨床應用進行簡要分析遥
一尧2011年的五運六氣分析

辛卯年袁 時間從2011年1月20日至2012年1月21
日袁作爲辛卯年的氣運周期袁屬水運不及之年袁是陽
明燥金司天袁少陰君火在泉袁大體是上半年偏燥袁下
半年偏熱袁氣候反常而多變遥 又因爲本年度屬於運不
及而得助的年份袁所以分析氣候變化規律的時候袁應
該以六氣爲主袁以五運爲次遥
1尧五運院大運尧主運尧客運袁都是利用天干配合五行進
行推算的遥 其推算順序均按五行相生規律進行袁都是
用以説明自然界氣候變化的情况遥 但大運説明全年
的氣候變化袁 主運則是説明一年之中五個運季的正
常氣候變化袁 而客運則是推算每年五個運季中的異
常氣候變化遥 具體分析如下院

由上表格可知袁本年度中運爲水運不及袁從主客
運關係看袁 自庚寅運大寒日亥時初初刻起便交了本
年初運少角袁客運初運少羽袁水生木袁客生主袁爲相得
中之順遥 自春分後十三日亥正一刻起交二運袁主運少
徵袁客運太角袁木生火袁客生主袁爲相得中之順遥 以此
類推袁三運尧四運尧終運均爲相得中之順遥 總之袁從五
運分析袁皆主正常氣候遥
2尧六氣院就是風尧熱渊暑冤尧火尧濕尧燥尧寒的簡稱遥 這六
種氣候變化要素袁也就是在天的陰陽之氣遥 故曰院野寒
暑燥濕風火袁天之陰陽也袁三陰三陽上奉之冶渊叶素問窑
天元紀大論曳冤遥 六氣以三陰三陽爲主袁結合地支袁用
以説明和推算每年氣候的一般變化和特殊變化遥 每
年的六氣袁一般分爲主氣尧客氣尧客主加臨三種情况遥
主氣用以述其常袁客氣用以測其變遥 客主加臨袁可以
用來進一步分析氣候的複雜變化遥 具體六氣分析如
下院

由上表格可知袁 自庚寅年大寒日亥時初至本年
春分日酉初爲初氣袁主氣厥陰風木袁客氣太陰濕土袁
木克土袁主克客袁爲不相得中之逆袁但由於本年上半
年爲陽明燥金司天袁此金可克制主氣木袁主氣木受制
而無力克制客氣土袁則由不相得而轉爲相得袁由逆而
轉順遥 自春分日酉正至小滿日未正爲二氣袁主氣少陰
君火袁客氣少陽相火袁臣位君上袁爲逆袁主氣候異常遥
自小滿日申初至大暑日午初爲三氣袁主氣少陽相火袁
客氣陽明燥金袁火克金袁主克客袁爲不相得中之逆袁但

2011年的五運六氣分析及臨床應用

泉州市洛江區醫院內科 尤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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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 年干 歲運 初運 二運 三運 四運 終運

公曆 2011援1援20 2011援4援3 2011援6援16 2011援8援30 2011.11.12要
2012.1.21

交司 大寒交日 春分後十三日 芒種後十日 處暑後七日 立冬後四日

主運 辛 少木渊少角冤 太火渊太徵冤 少土渊少宮冤 太金渊太商冤 少水渊少羽冤
客運 辛 少水渊少羽冤 少水渊少羽冤 太木渊太角冤 少火渊少徵冤 太土渊太宮冤 少金渊少商冤
分析 相得 相得 相得 相得 相得

本年止半年爲陽明燥金袁火克金袁主克客袁客氣金盛
便可與主氣火抗衡袁則由不相得而轉爲相得袁由逆轉
順袁 主氣候正常遥 自大暑日午正至秋分日辰正爲四
氣袁主氣太陰濕土袁客氣太陽寒水袁土克水袁主克客袁
爲不相得中之逆袁主氣候異常遥 自秋分日己初至小雪
日卯初爲五氣袁主氣陽明燥金袁客氣厥陰風木袁金克
木袁主克客袁爲不相得中之逆袁但本年下半年爲少陰
君火在泉袁此火可克制主氣金袁主氣金受制則無力克
制客氣木袁則由不相得而轉爲相得袁由逆而轉喘袁主
氣候正常遥 自小雪日卯正至大寒日醜正爲終氣袁主氣
太陽寒水袁客氣少陰君火袁水克火袁主克客袁爲不相得
中之逆袁但下半爲少陰君火在泉袁此火可助客氣火袁
客氣火盛可與主氣水抗衡袁則由不相得轉爲相得袁由
逆而轉順袁主氣候正常遥

二尧臨床應用
人與自然有密切的關係袁 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

的變化袁 寒暑燥濕的氣候直接影響着機體的生長髮
育與健康遥 對於疾病的預防袁從根本上講袁一是提高
抗病能力袁即野正氣存內袁邪不可干冶袁二是對氣候變
化進行預防性處理袁即野虛邪賊風袁避之有時冶遥 運氣
學説預測氣候的目的在于事先採取有效措施袁 借以
防止因氣候變化而發生疾病遥

從五運來説袁木爲初運袁相當于每年的春季遥 由
於木在天爲風袁在臟爲肝袁故每年春季氣候變化以風
氣變化較大袁在人體以肝氣變化爲著袁肝病較多爲其

特點遥 火爲二運袁相當于每年的夏季袁由於火在天爲
熱袁在臟爲心袁故每年夏季在氣候變化以火熱變化較
大袁在人體以心氣變化爲著袁心病較多爲其特點遥 土
爲三運袁相當于每年夏秋之季袁由於土在天爲濕袁在
臟爲脾袁故每年夏秋之間袁在氣候變化上雨水較多袁
濕氣較重袁在人體以脾氣變化爲著曰脾病較多爲其特
點遥 金爲四運袁相當于每年的秋季袁由於金在天爲燥袁
在臟爲肺袁故每年秋季氣候變化以燥氣變化較大袁在
人體以肺氣變化爲著袁 肺病較多爲其特點遥 水爲五
運袁相當于每年的冬季袁由於水在天爲寒袁在臟爲腎袁
故每年冬季氣候比較寒冷袁在人體腎氣變化爲著袁腎
病尧關節疾病較多爲其特點遥

從六氣來説袁與五運基本相似遥 主氣的初之氣爲
厥陰風木袁相當于每年的初春袁氣候變化多風袁疾病
流行以肝病居多遥 二之氣爲少陰君火袁相當于每年的
暮春初夏袁氣候逐漸轉熱袁疾病流行以肝心病居多遥
三之氣爲少陽相火袁相當于每年的夏季袁氣候炎熱袁
疾病流行以心病尧暑病居多遥 四之氣爲太陰濕土袁相
當于每年的暮夏初秋袁氣候變化以濕氣爲重袁疾病流
行以脾病居多遥 五之氣爲陽明燥金袁相當于每年秋冬
之間袁氣候變化以燥氣較重袁疾病發生以肺病居多遥
終之氣爲太陽寒水袁相當于每年的嚴冬袁氣候嚴寒袁
疾病發生以關節病和感冒居多遥

以上爲主運尧主氣所主袁年年相似袁疾病的發生尧
人體的生理變化大概相似遥 不一樣的是年年不同的

屬性 年支 歲氣 初氣 二氣 三氣 四氣

公曆 2011援1援20 2011援3援21 2011援5援21 2011援7援23
交司 大寒 春分 小滿 大暑

主氣 卯 厥陰風木 少陰君火 少陽相火 太陰濕土

司天在泉 在泉左間 司天右間 司天 司天左間

五氣

2011援9援23
秋分

陽明燥金

在泉右間

終氣

2011.11.12要
2012.1.21

小雪

太陽寒水

在泉

客氣 卯 陽明 少陰 太陰濕土 少陽相火 陽明燥金 太陽寒水 厥陰風木 少陰君火

分析 不相得逆 相得逆 不相得逆 不相得逆 不相得逆 不相得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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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運袁客運尧客氣袁其對人體的影響也不同袁通過分
析袁其結果可以對臨床治療進行指導袁現以六氣的四
氣渊2011.7.23-2011.9.23冤爲例進行分析袁余皆仿此院

四氣之主氣太陰濕土袁客氣太陽寒水袁整個期間
爲異常氣候袁陰雨連綿袁冷雨降袁多濕寒袁會明顯感到
野一場秋雨一場寒冶遥 在此氣候影響下袁脾失健運之體
或陽虛患者袁易於感受寒濕之氣袁而患癰腫瘡瘍袁瘧
寒袁骨痿袁血便等症遥 臨床表現如惡寒發熱尧頭痛頭
重袁肢體沉重袁納獃尧嘔吐袁便溏或下利黃水袁或口渴
不欲多飲袁或見行後發熱袁大便出血等遥 故在治療上

應以溫化寒濕袁調理脾胃爲主袁相應選藥袁可選用藿
香尧佩蘭尧石菖蒲尧黃芩尧黃連尧白蔻仁尧厚樸尧半夏尧草
果尧茵陳尧滑石尧通草尧澤瀉尧豬苓尧苡米尧淡豆豉尧郁
金尧栀子等藥遥 預防調護上袁應注意生活調攝袁室內宜
通風換氣袁以保持其涼爽乾燥遥

總之袁運氣理論是古人硏究天體日月運行袁天時
氣候變化規律及其對生物影響的一門學説袁 雖然歷
代醫家對五運六氣的內容及預測方式意見不一袁褒
貶參半袁 但其體現的自然要生命整體觀是中醫的精
髓之一袁有待我們去進一步繼承和挖掘遥

银筆者院劉會長袁久仰了遥 我們很早就從平面尧電
子媒體上瞭解您很多事袁尤其是在台灣的發明事業袁
您是最早的發起人之一袁聽説袁您已高齡86歲袁但看
起來援只有六十至七十歲的樣子袁不論是聽力尧視力尧
思維尧反應以及容貌尧體力尧行動袁都比一般老年人靈
敏很多袁您是怎樣保養的袁秘方是甚么钥

宇答院時在2005年4月26日袁是野世界知識産權
日冶的活動袁當日台北尧高雄兩市聯線舉辦袁北市是馬
英九市長袁 南部高雄由本會及敎育基金會等共同主
持袁大家恭聆馬市長致詞後袁高雄由我先致詞袁我每
逢致詞或演説袁 都習慣的説院野愛發明的孩子不會學
壞冶袁用以倡導發明向下紮根袁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袁
説溜了嘴袁説完了野愛發明的孩子不會學壞冶袁接着嘣
出了一句野愛發明的老人不會痴獃冶遥 緊接着下一位
代表致詞時袁立即呼應噎噎説得好噎噎袁且引起了全
場聽衆熱烈掌聲袁就此揚了出去袁也成了大家追逐的
目標遥

人年齡大了袁要運動曰特別是老年人袁當您不舒
服時袁多數人勸導您多運動身體才會好遥 殊不知袁人
身體和機器一樣袁久了不動關節會硬化渊生銹冤袁機器
久了不運轉渊動冤再動起來袁其關節渊軸承冤乾的磨來
磨去袁就會損壞或久磨生熱袁發生火花燒燬袁因此袁一
般的常識是加野潤滑油冶袁使之活動後得以圓潤無損遥
人體亦然袁光是運動不行袁也必須加些渊潤滑劑冤袁那
就是野補藥冶袁尤其老年人食物量減少袁吸收功能差袁
養份就不夠袁通常年齡在35歲起袁就應該服用袁很多
人經驗吿知的野六味地黃丸冶渊如眼睛有差改用野杞菊
地黃丸冤袁 據説中醫師自己都在服用袁 它能補腎尧健
腦尧回復記憶尧防止老人痴獃袁每日三餐飯前或飯後

半小時服下袁此藥最平常尧最平順袁各大藥厰皆有袁很
便宜遥 我爲了補強心臟袁每餐是八粒六味加六粒天王
補心丹袁經常不斷袁心跳規律且耳聰尧目明袁思維鋭
敏袁請參考試試看遥

去年渊2008冤袁有一天一大早袁有位老同事來找
我袁他説遥 早晨起床袁突然大腦渊前額冤悶悶的痛接着
甚么都忘了袁感到腦子里要片空白袁提筆忘字院很簡
單的字要要要野並冶字袁硬是寫不出來袁急着問孩子尧問
太太袁渊他們冤都笑我遥 劉大哥您平日保養有道袁知道
您藏備了些醫藥袁所以袁求助指點去醫院或是噎噎遥
還好袁我摯友東北名醫池松泉渊已逝冤大醫師的學生
樊秀玲醫師袁前年大陸展覽相會袁她送了我一些固心
的野心康散冶袁可立即化瘀血袁通血管袁補新血袁使心臟
恢復正常遥 另有袁野健腦再造丸冶袁同樣的化瘀血袁換新
血袁補腦氧袁恢復記憶力尧防止腦中風的藥物袁我立即
送他服用袁叫他要邊服藥一邊休息袁過了幾天後他吿
知袁已有顯着改善遥 我平日袁早就按照她的指示袁先用
一月野健腦再造丸冶疏通腦血管及補氧尧清腦袁再改服
一月野心康散冶固心臟袁輪人是必要的袁請參考遥

另外我建議您袁多交朋友袁朋友多了不會寂寞袁
尤其是朋友中多些醫生朋友最好袁 當每次見面那一
剎那袁他首先會野查顔觀色冶的評論您一番袁這是他
渊她冤們的專業習慣袁你會無意中得到一些對自己健
康狀况的瞭解與參考遥

A筆者院我們已經瞭解到您對身體照顧及配合醫
藥的保健之道袁 現在請問您在精神生活上都注意那
些問題院也就是您的保健秘訣吧遥

宇答院 在精神生活上袁 我的保健秘訣只有兩個
字要要要野不貪冶遥 以下簡單的叙述我的野十不冶院

愛發明的老人要要不會痴獃

訪問發明家協會要要要劉鎮宇會長紀要

渊台灣中醫藥研究委員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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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不貪吃遥 貪吃袁是一般人常有的習慣袁東西
好吃袁多吃幾口袁結果袁胃脹得不能蠕動渊消化停滯冤
時間一久袁發生野胃酸冶袁因此胃壁受到刺激袁乃至腐
爛袁胃病因此産生了袁而後袁吸收不良營養補充不足袁
乃至發生胃潰瘍尧胃穿孔的危險浴 最好是院野早飯吃得
好尧中飯吃得飽尧晩飯吃得少遥 冶是最佳指導原則遥

渊二冤不挑食遥 就是不選擇食物袁常見有人渊特別
是小孩子冤袁這樣我不吃袁那樣我很忌袁把吃的範圍限
制了幾種袁因此袁營養只有幾種袁要知道袁各種食物都
有其獨特的野元素冶遥 甚么都吃袁廣納各種各類養份袁
那才會取得眞正的健康遥

渊三冤不貪睡遥 人類生活袁在規律上渊小孩除外冤一
般中年人袁 以不超過八小時爲佳 渊含午休1至1小時
半冤遥 如果你貪睡連睡二天袁你的生理狀態全改變了袁
莫名其妙的病就跟着來了遥

渊四冤不貪色遥 你不要因爲你太太很漂亮尧很溫柔
就整天的抱着不放院更不要在家里要應付太太袁又在
外面抱個女朋友袁如此下來袁您藥夜袁尤其老年人食物
量減少袁吸收功能差袁養份就不夠袁通常年齡在35歲
起袁就應該服用袁很多人經驗吿知的腋六味地黃丸夜
渊如眼睛有差改用腋杞菊地黃丸夜冤袁據説院中醫師自己
都在服用袁它能補腎尧健腦尧回復記憶尧防止老人痴
獃袁每日三餐飯前或飯後半小時服下袁此藥最平常尧
最平順袁各大藥厰皆有袁很便宜遥 我爲了補強心臟袁每
餐是八粒六味加六粒天王補心丹袁經常不斷袁心跳規
律且耳聰尧目明袁思維鋭敏袁請參考試試看遥

去年渊2008冤,有一天一大早袁有位老同事來找我袁
他説袁早晨起床袁突然大腦渊前額冤悶悶的痛袁接着什
么都忘了袁感到腦子里一片空白袁提筆忘記院很簡單
的字要腋並夜字袁硬是寫不出來袁急着問孩子尧問太太袁
渊他們冤都笑我遥 劉大哥您平日保養有道袁知道您藏備
了些醫藥袁所以袁求助指點去醫院或是噎噎遥 還好袁我
摯友東北名醫池松泉渊已逝冤大醫師的學生樊秀玲醫
師袁前年大陸展覽相會袁她送了我一些固心的腋心康
散夜袁可立即化瘀血袁通血管袁補新血袁使心臟恢復正
常遥 另有腋健腦再造丸夜袁同樣的化瘀袁換新血袁補腦
氧袁恢復記憶力尧防止腦中風的藥物袁我立即送他服
用袁叫他一邊服藥一邊休息袁過了幾天吿知袁已有顯
着改善遥 我平日袁早就按照她的指示袁先用一月腋健腦
再造丸夜疏通腦血管及補氧尧清腦袁再改服一月腋心康
散夜固心臟袁輪流服用袁人是必要的袁請參考遥

另外我建議您袁多交朋友袁朋友多了不會寂寞袁
尤其是朋友中多些醫生朋友最好袁 當每次見面那一
剎那袁他首先會腋查顔觀色夜的評論您一番袁這是他
渊她冤們的專業習慣袁你會無意中得到一些對自己健
康狀况的瞭解與參考遥

银筆者院 我們已經瞭解到您對身體照顧及配合

醫藥的保健之道袁 現在請問您在精神生活上都注意
那些問題曰也就是您的保健秘訣吧遥

宇答院 在精神生活上袁 我的保健秘訣只有兩個
字要要要腋不貪夜遥 以下簡單的叙述我的腋十不夜院

渊一冤不貪吃遥 貪吃袁是一般人常有的習慣袁東西
好吃袁多吃幾口袁結果袁胃脹得不能蠕動渊消化停滯冤
時間一久袁發生腋胃酸夜袁因此胃壁受到刺激袁乃至腐
爛袁胃病因此産生了袁而後袁吸收不良營養補充不足袁
乃至發生胃潰瘍尧胃穿孔的危險浴 最好是院腋早飯吃得
好尧中飯吃得飽尧晩飯吃得少遥 夜是最佳指導原則遥

渊二冤不挑食遥 就是不選擇食物袁常見有人渊特別
是小孩子冤袁這樣我不吃袁那樣我很忌袁把吃的範圍限
制了幾種袁因此袁營養只有幾種袁要知道袁各種食物都
有其獨特的腋元素夜遥 什么都吃袁廣納各種各類養份袁
那才會取得眞正的健康遥

渊三冤不貪睡遥 人類生活袁在規律上渊小孩除外冤一
般中年人袁 以不超過八小時爲佳 渊含午休1至1小時
半冤遥 如果你貪睡連睡三天袁你的生理狀態全改變了袁
莫名其妙的病就跟着來了遥

渊四冤不貪色遥 你不要因爲你太太很漂亮尧很溫柔
就整天的抱着不放曰更不要在家里要應付太太袁又在
外面抱個女朋友袁如此下來袁您會筋疲力盡尧面黃肌
瘦尧接着精神不振尧心神恍忽尧神經衰弱袁久而久之你
就走向另一個世界了遥 所以袁飛機駕駛員明日出飛袁
今日一定要集中睡覺袁與女人隔離袁是有道理的遥

渊五冤不貪酒遥 酒袁可以促進血液循環袁運送營養
補經全身體各位袁喝多了袁各部移位就全都腋亂夜了袁
傷身體袁駕車出車禍尧做生意簽錯了字腋賠錢夜噎噎浴

渊六冤不貪錢遥 錢是好東西袁有時少了一毛就買不
到車票上車回家袁但又因錢的誘惑而出賣了自己尧朋
友袁乃至國家袁前例多多袁今因腋貪錢夜的高級腋領袖夜
還在腋坐牢夜呢钥

渊七冤不貪工作遥 人的體能固然生來就不同袁但袁
工作應該各自有其不同限量袁 不要因特殊的需要而
腋日以繼夜夜的工作袁近來新聞常見腋某某人過勞死夜袁
死在工作檯上尧辦公桌上袁應愼乎袁戒乎浴

渊八冤不過動遥 運動對身體健康有益袁但袁過多的
運動是有害的袁所謂腋運動傷害夜常見遥 老年人運動以
走步爲宜袁也要注意袁不要走的太急或太遠袁注意在
住宅附近兜圈子袁或人多的地方袁以防萬一袁每天有
走就好袁不要太多尧太勞袁所謂腋飯後百步走袁活到九
十九夜能持續就好遥

渊九冤不生氣遥 人生喜尧怒尧哀尧樂常見袁但袁你受人
欺負尧與人吵架或怒駡部屬時袁一分鐘之後袁立即把
它忘掉袁如沒此能耐袁你可雖雖小曲子或馬上想點快
樂的或好笑的事遥 生氣會傷肝袁不要因此傷了身體遥
從前有個小飯店的老闆娘袁 她在後面廚房里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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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廚師冤吵架袁大哭尧大鬧袁外面來了客人袁她馬上轉過
身來笑臉迎接袁臉上挂着淚水還未擦掉呢袁這眞不容
易袁請您修養到這個程度袁必健康長壽遥

渊十冤不張揚遥 好大喜功是人之常情袁當你作好了
一件事袁是對社會尧國家盡了一份心意尧貢獻袁你自己
已得到了安慰袁就是不要太過腋張揚夜曰也就是腋自我
宣傳夜袁這樣子不好袁很容易惹人嫉妒袁那你的事業就
會不順曰心情接着也壞起來袁所以袁凡事腋低調夜爲上遥
張揚袁 強出頭不是好事袁 俗語説曰腋出頭的船曰 先爛
榫遥 夜道理就是這樣袁但袁大家擁護你出來領導就例外
了遥

此外袁 多喝水遥 早晨起床袁 刷牙後先喝一大杯
渊500cc冤冷開水袁胃即蠕動像洗衣一樣清洗胃及腸袁
下放後即推動排泄物下流袁馬上要入厠袁俗語説院腋有
屁不放袁憋壞五臟夜袁便溺排泄要定時袁也很重要袁這
樣的規率排便袁對健康幫助很大遥 另也不要憋尿袁鍛
練成每天大小便定時袁旣保健康尧又可美容遥 每天多
喝水袁最可能是兩千CC爲佳遥

另我喜歡吃茄子袁據農婦説院常吃茄子的人不長
黑斑遥 渊此説暫無學理根據冤遥 但袁我86高齡未長老人
斑遥 可試試看遥

银筆者院劉會長袁前面你説了很多保健及做人大
道理袁歸主題袁你説腋愛民明人的老人不會痴獃夜袁爲
什么钥 宇答院説到這里仍歸啓于腋運動夜兩個字袁前
面説的是肢體的運動和生活的道理遥 頭腦袁是人的行
爲表現的主要指揮者袁頭腦的運動就是多用頭腦袁最
好是搞腋發明夜遥 最近報載袁有一名癌症患者袁他身體
的癌細胞擴散到七個部位袁但袁他全心投入腋發明夜袁

沒有想到自己

展袁這袁很奇迹吧浴 搞發明是最動腦筋的事袁如院想尧幻
想袁想不通渊到瓶頸冤會急的滿頭大汗就是頭腦運動遥
製作樣品尋找材料袁要到處跑曰跑破亂攤尧五金店曰找
參考資料袁 還得不耻下問袁 或泡在圖書館里翻來翻
去遥 製作樣品實地試驗袁一次又一次袁有煩惱袁有歡
欣袁心跳異常尧滿頭大汗袁這就是運動袁如此之鍛練袁
頭腦不會遲滯袁腦細胞因禽動而活躍袁會不斷增加袁
會異常的靈敏袁以我爲例子袁我就因爲搞腋發明夜袁整
天價忙忙碌碌的袁不知道腋我是誰钥 夜袁沒有煩惱 袁當
想到一個點子袁會自得其樂袁也因此袁把自己的年齡
也忘掉了袁而且袁憑長年的經驗尧閲歷的累集袁或可晩
優異的東西袁晩年可迎得可觀財富説不定的钥 起碼心
情的愉悅袁是幫忙老年人活得更快樂袁且必長壽遥 因
此袁就不會腋痴獃夜浴

2010年是深圳特區成立滿30周年袁 辦理了隆重
的慶祝大會袁胡錦濤總書記特地到場祝賀袁並發表講
話袁他除了肯定深圳特區經濟成果外袁並強調腋中國
的未來袁要以科學發展爲主項夜並提出了腋科學發展夜
的腋五個繼續夜説渊鄧材自聯合報冤遥 由此可見袁整個世
界已在走向科學的發明時代了遥

時代的腋世輪夜袁在不斷的前進袁人們的老年化袁
不可避免袁提倡老人投入發明袁是可行且最有利于健
康之途徑袁也可使晩輩減少了照顧的麻煩袁老人家生
活得以自理尧創造更新的成果來袁呼籲大家一起來袁
腋擴大的推行發明運動曰激勵出三億個發明人袁加速
重返世界科技領先地位夜袁指日可期遥

糖尿病渊DM冤是一組有多種原因引起的代謝性
疾病袁由於持續高血糖會引起體內蛋白糖化袁在組織
內沉積袁並可引起廣泛的蛋白質交聯袁是血管病變的
重要特徵遥 因此袁糖尿病又是一種涉及多個領域的綜
合性疾病袁 如心血管疾病尧 腎臟疾病及微血管疾病
等遥 2010年發表于叶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曳的中國糖尿
病患病率調查結果顯示袁 我國現有糖尿病患者9240
萬袁糖尿病前期人數達到1.48億袁已經超越印度成爲
了全球糖尿病第一大國遥 我們已通過觀察具有活血
化瘀和補虛滋陰功效的傳統復方大黃蟅蟲丸與黃芪
合用治療實驗性糖尿病模型遥

1 糖尿病與消渴血瘀相關性
1.1 活血化瘀與補虛滋陰

祖國醫學稱糖尿病爲消渴症遥 由於消渴與瘀血
的關係袁早在叶金匱要略曳中就有記載院病者爲熱伏袁
煩滿袁口乾燥而渴袁內有瘀血尧氣不得通袁不能載水上
昇袁足以發渴袁名曰血渴袁瘀血去則不渴矣遥 根據中醫
野消渴血瘀冶理論袁糖尿病患者具有氣陰兩虛及血瘀
現象袁這是因爲消渴日久袁氣陰必虧袁氣虛陰虛袁所以
糖尿病與瘀血的關係密不可分遥 可見瘀血旣是一種
致病因素袁 又是一種病理産物袁 並貫穿于疾病的始
終遥 傳統醫學中袁方劑乃中醫臨證用藥的一大特點袁

大黃蟅蟲丸合用黃芪的加症硏究與思考

楊耀芳

渊復旦大學附屬上海市第五人民醫院袁上海 20024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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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根據不同症狀隨症加減配伍袁 以最大限度的適
應病情需要袁但疾病的症侯群錯綜複雜袁同病異症袁
異症同病之現象多有出現袁 啓發了現代醫學家的引
伸應用遥 我們通過觀察具有活血化瘀和補虛滋陰功
效的傳統復方大黃蟅蟲丸與黃芪合用治療實驗性糖
尿病模型袁旨在爲臨床治療2型糖尿病提供一種新思
路遥
1.2 功效組合與治療野糖脂病冶

迄今爲止袁尙未發現可以根治糖尿病的藥物袁所
以強化血糖控制是治療糖尿病的最終目標遥 如果血
糖控制欠佳是促使疾病加重的重要因素遥 即所謂的
野糖毒性冶現象可降低胰腺茁細胞的胰島素分泌能力袁
加重外周組織對胰島素的抵抗遥 糖尿病是一種內分
泌代謝紊亂性疾病袁臨床以高血糖尧葡萄糖耐量減低
及胰島素釋放試驗異常爲主要標誌遥 根據不同的發
病機制袁分爲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渊I型冤和非胰島素
依賴型糖尿病渊II型冤曰在糖尿病中約佔85豫以上爲非
胰島素依賴型渊II型冤糖尿病遥通過建立理想的糖尿病
動物模型袁 以期達到硏究糖尿病的發病機制和篩選
治療糖尿病的藥物爲目的遥 採用院淤用四氧嘧啶建立
小鼠糖尿病模型的各組血糖明顯高於正常對照組袁
大黃蟅蟲丸3個劑量組治療4周袁 均可使糖尿病小鼠
的血糖明顯降低遥于用鏈脲佐菌素渊STZ冤誘發大鼠糖
尿病模型袁 在整個實驗過程中模型組血糖値明顯高
於正常對照組遥 而大黃蟅蟲丸治療3周袁血糖値有不
同程度降低遥 盂採用高脂乳劑加STZ誘髮2型糖尿病
大鼠模型的各組血糖水平明顯高於正常對照組袁自
始至終實驗過程中模型組大鼠血糖値均明顯高於正
常對照組袁而治療組渊大黃蟅蟲丸尧大黃蟅蟲丸+黃
芪冤及陽性對照組渊二甲雙胍冤治療4周後袁有不同程
度降低袁從而糾正野糖毒性冶現象袁已知高血糖與心血
管疾病之間可能存在共同的發病基礎袁 控制血糖達
到接近正常水平袁 從而降低糖尿病患者發生微血管
和神經性並發症的危險遥

現代醫學硏究表明袁 脂質代謝紊亂可影響血小
板的粘附和聚集袁是血小板聚集功能增強袁繼發性促
凝增加而處于高凝狀態袁此屬於中醫野瘀血冶範疇遥 根
據中醫野消渴血瘀冶理論袁糖尿病患者具有氣陰兩虛
及血瘀現象袁這是因爲消渴日久袁氣陰必虧袁氣虛陰
虛袁所以糖尿病與瘀血的關係密不可分遥 可見瘀血旣
是一種致病因素袁又是一種病理産物袁並貫穿于疾病
的始終遥 大黃蟅蟲丸與黃芪合用能降低2型糖尿病大
鼠CHO尧TG和LDH袁升高HDL袁從而糾正血脂紊亂遥由
於C4水平與CHO尧TG正相關袁 唯大黃蟅蟲丸組能降
低2型糖尿病模型大鼠C4水平袁顯示大黃蟅蟲丸糾正
脂質代謝紊亂的作用更加明顯遥 Mc Garry認爲脂代
謝紊亂是糖代謝紊亂的根源袁 並將糖尿病稱爲糖脂

病袁 脂質對茁細胞毒性作用隨葡萄糖水平增加而增
加遥 糖化血紅蛋白是糖尿病治療效果的一種指標物袁
其降低一個百分點袁 將會降低40%的心血管疾病發
生率袁而心血管疾病是高血糖的重要並發症袁高血糖
與心血管疾病之間可能存在共同的發病基礎袁 控制
糖化血紅蛋白水平袁 旨在使血糖達到接近正常血糖
水平袁 從而降低糖尿病患者發生微血管和神經性並
發症的危險遥
2 新適應症與降血糖作用的相關性

2.1 增加適應症與合併用藥
WHO指出袁 目前在基本藥物和醫學政策方面的

任務袁就是幫助拯救生命和改善健康曰爲了達到此目
的袁 要縮小必須提供藥物的要求和現實之間的巨大
鴻溝遥 也正是因爲隨着經濟的發展袁化學藥物的大量
使用以及工業的污染物使得人們擔心這些藥物對身
體的傷害遥 爲了保護自己的身體袁以及對付日益增加
的現代疾病袁特別是慢性病袁在西方國家補充或替代
醫學逐漸與西醫一樣得到人們的重視遥 標誌着草藥
將進入現代人類保健和醫療事業的主流中遥 但是袁創
新藥物的硏發費用仍是當前熱門的話題遥 據估計袁一
個新藥硏發的平均費用已經超出了以前提出的8.02
億美元遥 由此可見袁追加適應症渊additional indica鄄
tion冤或新適應症渊new indication冤的硏發已被國內外
醫藥界所重視袁 其原因是新藥硏究開發有很大的難
度袁需要很長的周期袁又需要很大的投資袁甚至要冒
很大的風險袁而加症的硏究具有投資少尧風險小尧見
效快等特點遥 通過大黃蟅蟲丸+黃芪治療糖尿病動物
模型袁揭示其藥效與降低血糖尧血脂袁改善免疫功能
及對靶器官的保護作用有關遥
2.2 糖尿病動物模型與檢測相關指標

根據國際糖尿病聯盟統計袁 目前全球糖尿病患
者爲2援33億曰中國衛生部統計袁我國患病人數爲4 000
萬袁其中2型糖尿病患者佔國內主要大型醫院就診糖
尿病患者的比例高達95豫以上袁 其最嚴重的慢性並
發症之一是心血管系統病變袁 是爲常人的3耀4倍袁雖
然糖尿病血管並發症因發生器官不同而臨床表現各
異遥 根據不同的發病機制袁分爲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
渊I型冤和非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渊II型冤曰在糖尿病中
約佔85豫以上爲非胰島素依賴型渊II型冤糖尿病遥 雖然
糖尿病的病理機制複雜袁 但是中藥復方多成分的聯
合作用于不同的靶點袁 表現在中藥復方對體內分子
網絡的干擾及對近期和遠期的療效遥 爲此我們從血
糖尧血脂袁免疫指標等方面爲大黃蟅蟲丸或與黃芪合
用增加適應症即治療2型糖尿病提供了實驗依據院淤
四氧嘧啶致糖尿病模型院 四氧嘧啶是一種茁細胞毒
劑袁使胰島功能受損袁快速造模袁表現出明顯的糖尿
病症狀袁而且價格低廉袁是建立小鼠糖尿病模型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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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方法遥 于鏈脲佐菌素致糖尿病模型院 鏈脲佐菌素
渊STZ冤其誘導糖尿病模型大鼠的特點與人類1型糖尿
病相似袁表現明顯的多飲尧多尿尧多食尧體重下降等糖
尿病典型症狀袁 是一種較理想的大鼠糖尿病動物模
型遥 盂高脂灌胃加STZ致糖尿病模型院用高脂乳劑灌
胃合併小劑量STZ腹腔注射袁 致胰島素分泌功能喪
失袁血糖升高袁脂肪尧蛋白質代謝失調袁進一步造成負
氮平衡袁 從而導致模型大鼠體重下降袁 出現典型的
野三多一少冶症狀袁有野黒尾冶甚至潰爛袁類似于臨床上
的野糖尿病足冶袁由此表明建立2型糖尿病動物模型是
成功的遥

大黃蟅蟲丸與黃芪合用能降低糖尿病大鼠血
糖尧低密度脂蛋白尧甘油三酯及膽固醇袁升高高密度
脂蛋白袁提高補體CH50水平袁降低補體C3水平曰能改
善糖尿病大鼠的體重下降袁糾正增重的肺臟遥 採用傳
統的活血化瘀名方大黃蟅蟲丸以其破血逐瘀強峻作
用治療糖尿病袁 通過硏究其降糖作用找到新的作用
靶點提供實驗依據遥

近年來硏究發現袁 補體成分及活化産物廣泛沉
積在糖尿病患者的血管病變組織中袁 提示補體活化
參與糖尿病血管病變的發生曰還發現2型糖尿病患者
C3升高袁C3是心臟性死亡尧再發性心梗等嚴重心臟事
件的獨立預測因素遥通過檢測指標表明袁STZ及2型糖
尿病模型大鼠補體CH50水平下降袁C3水平升高袁表
示補體系統受損尧心臟受損曰大黃蟅蟲丸能恢復補體
水平袁提陞免疫功能袁降低C3水平袁改善心臟損害遥然
而袁C4水平與CHO尧TG正相關遥 唯大黃蟅蟲丸組能降
低2型糖尿病模型大鼠C4水平袁顯示大黃蟅蟲丸糾正
脂質代謝紊亂的作用更加明顯遥

大黃蟅蟲丸低劑量組能糾正四氧嘧啶糖尿病模
型小鼠引起的胸腺重量減輕曰還能糾正STZ型糖尿病
大鼠增重的心臟尧肝臟尧腎臟及改善脾臟尧胸腺的萎
縮遥 在2型糖尿病模型大鼠用大黃蟅蟲丸尧大黃蟅蟲
丸+黃芪治療袁結果顯示袁前者能糾正心尧肝尧肺及胸
腺的重量曰後者只減輕肺臟的重量袁可致脾臟明顯萎
縮袁其重量比正常對照組輕曰通過觀察具有活血化瘀
和補虛滋陰功效的傳統復方大黃蟅蟲丸與黃芪合用
治療實驗性糖尿病模型袁旨在爲臨床治療2型糖尿病
提供一種古方組合新藥遥
3 古方組合與開發新藥可行性

3.1 大黃蟅蟲丸合用黃芪
大黃蟅蟲丸作爲一種傳統中藥復方袁 最早記載

于東漢張仲景的叶金匱要略曳袁爲要活血化瘀袁倍受醫
家推崇的名方遥 大黃蟅蟲丸由大黃尧蟅蟲尧水蛭尧虻
蟲尧蠐螬尧干漆袁桃仁尧苦杏仁尧地黃尧白芍尧甘草尧苦參
等十二味中藥組成袁以大黃尧蟅蟲爲君藥逐瘀攻下尧
清熱涼血袁君藥是治療主病主症起主要作用的藥物遥

方中地黃養陰補血袁白芍養陰清熱袁大黃尧桃仁通腑
瀉熱尧行瘀化血袁蟲類藥走竄入絡袁活血軟堅散結袁甘
草調和諸藥遥 諸藥合用可起到補腎益氣袁活血化瘀袁
軟堅縮脾袁清瀉濕熱解毒之功遥 由此可見袁中藥多以
復方入藥是中醫臨床用藥的主要方式袁 其功能是以
單味藥的功效爲基礎袁但不是單味藥功效的總和袁一
個中藥復方可由幾味藥尧 十幾味藥或是幾十味藥組
成袁復方中每一味藥之間旣有相互協同增效的作用袁
也有相互制約袁減毒的作用袁其效能是整合性的袁而
不是單純的藥物功效累加袁 這就決定了其有效成分
的複雜性及作用機理的多靶向性遥 黃芪入肺尧脾經袁
具有升陽益表尧補中益氣等功能袁藥理硏究表明院黃
芪含有黃芪多糖尧黃芪皂苷尧氨基酸類及微量元素等
多種有效成分袁可以擴張血管尧降低血壓尧增加血流
量袁降低血小板粘附率袁改善微循環[4]遥
3.2 古方組合與古方新藥

目前袁糖尿病病因和發病機理尙未完全闡明袁糖
尿病及其並發症的預防仍不完善遥 根據中醫野消渴血
瘀冶理論袁採用傳統的活血化瘀名方大黃蟅蟲丸以其
破血逐瘀強峻作用治療糖尿病袁 通過整體動物糖尿
病模型作爲進一步的評價手段袁 選擇相應的監測指
標袁闡明大黃蟲丸確有降糖作用遥

祖國醫學稱糖尿病爲消渴症袁根據中醫野消渴血
瘀冶理論袁糖尿病患者具有氣陰兩虛及血瘀現象袁這
是因爲消渴日久袁氣陰必虧袁氣虛陰虛袁所以糖尿病
與瘀血的關係密不可分遥 可見瘀血旣是一種致病因
素袁又是一種病理産物袁並貫穿于疾病的始終袁採用
化瘀尧抗凝尧通瘀泄瀉之中藥大黃蟅蟲丸能降低糖尿
病大鼠的CHO尧TG尧LDL袁升高HDL袁從而糾正血脂紊
亂遥 應用黃芪針對氣陰兩虛發病之本起到抑制病機
進展尧截斷病勢作用袁共同作用治療2型糖尿病遥
4 結語

綜上所述袁 通過觀察具有活血化瘀和補虛滋陰
功效的傳統復方大黃蟅蟲丸與黃芪合用治療實驗性
糖尿病模型袁正因爲古方的組成有其中醫理論袁有較
長期而深厚的臨床實踐基礎袁 其藥用物質是由多種
化合物構成的袁 這種復方中藥的功效可以調節機體
的整體狀况袁又可以發揮平衡各種草藥的藥性特點袁
其效能是整合性的曰作用機理是多靶向性的曰切入點
是活血化瘀和補虛滋陰袁這一切爲臨床治療2型糖尿
病提供新的理論與藥物遥

渊作者簡介院楊耀芳渊1953-冤袁女袁主任藥師袁碩士生導師遥
硏究方向院中藥藥理學遥 Tel院021-24289462曰E-mail院yang.yao.
fang@126.co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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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腎病渊DN冤是糖尿病的主要微血管並發
症袁是終末期腎病渊ESRD冤的最常見病因袁進行性腎
臟纖維化也是其疾病發展的必經過程遥 以往對DN的
硏究大多集中在腎小球病變袁 而對糖尿病狀態下腎
小管間質病變的發生發展及其機制的硏究卻極爲有
限遥 而近年來已經認識到無論是原發性腎小球疾病
或是腎血管及小管間質性疾病袁 腎功能的損害程度
均與腎小管間質炎症及纖維化程度密切相關遥 而近
年來袁 腎小管上皮細胞轉分化 渊tubular epithelial
myofibroblast transdiferentiation袁TEMT冤 在腎纖維化
發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視袁 産生的肌成纖維
細胞渊myofibroblast袁MFB冤在腎間質中的積聚和隨後
發生的腎小管萎縮被認爲是慢性腎纖維化的關鍵因
素遥

丹參酮域A 渊tanshinone 域A袁 TSN冤 是丹參的

脂溶性活性成分遥 硏究表明袁丹參酮域A是一種有效
的細胞內脂質過氧化産物與DNA互相作用的抑製
劑袁 對出血性休克再灌注後腎損傷有肯定的保護作
用袁並對機體組織纖維化有積極的作用遥 在STZ誘導
的糖尿病腎病大鼠模型中袁丹參酮域A可以有效的降
低糖基化終末産物渊AGEs冤尧TGF-茁1等表達袁説明丹
參酮域A可在DN的發病中起保護作用袁 但其機制仍
未闡明遥

本硏究通過高糖誘導的腎小管上皮細胞向間充
質細胞轉分化袁 硏究Wnt/茁-連環蛋白信號途徑在轉
分化中的作用袁並通過硏究丹參酮域A對高糖誘導體
外培養人近端腎小管上皮細胞轉分化的干預作用袁
探討其腎間質纖維化中作用袁 從而爲防治糖尿病腎
病等相關慢性腎病提供新的治療策略遥

丹參酮IIA對高糖誘導的腎小管上皮細胞轉分化的作用機制硏究

黃寶英 富顯果 曹羅元

渊福建省寧德市醫院 福建寧德 352100冤

對腹主動脈夾層動脈瘤誤診1 例分析如下遥
1 病歷摘要

男袁40 歲遥 因突發中上腹搏動性疼痛2h袁加重30
分鐘來院就診遥繼往有慢性胃炎病史3年遥無糖尿病尧
高血壓尧冠心病史袁否認暴飲暴食尧不潔飲食史遥 查
體 院T院36.5益 尧P院85 次/分 尧R院20 次/分 尧BP院120/
80mmHg袁神清袁急性病容查體合作袁兩肺呼吸音清袁
HR85次/min律齊遥 腹平坦袁 中上腹壓痛輕袁 反跳痛
渊-冤袁 余無明顯壓痛袁 腸鳴音4次/分遥 輔助檢查院血
WBC7.81伊10*9/L袁N0.79袁血糖8.6mmol/L袁暫擬診爲
慢性胃炎急性發作收住院遥 給予制酸尧抗炎等治療遥
經治療1小時後袁患者突然出現中上腹劇痛遥 全身冷
汗袁煩躁遥 給予急查常規心電圖示院竇性心動過速遥
渊HR125次/min冤袁急查遥 血胰澱粉酶83.5U/L袁肌鈣蛋
白I院陰性遥 腹部平片院左上腹少許脹氣袁未見液平袁雙
幅下未見游離氣體遥給予杜冷丁50毫克肌肉注射遥患
者腹痛無改善袁患者出現頭暈袁意識模糊袁查BP院60/

30mmHg袁立即給予多巴胺100毫克加入250毫升鹽水
中靜滴袁心電監護袁依據血壓變化調整滴數遥 經治療
後BP院90/60mmHg.患者神志清楚袁訴腹痛明顯袁未見
改善遥 要求上級醫院治療遥 給予轉入省級醫院袁經彩
超檢查後診斷爲腹主動脈瘤遥
2 討論

導致本例診斷錯誤的主要原因是腹主動脈夾層
動脈瘤破裂遥 腹主動脈瘤多見于老年男性袁與動脈粥
樣硬化尧高脂血症尧高血壓等密切相關袁在50歲以上
人群中的發病率爲3.0%耀4.2%袁 未接受治療的直徑
5cm以上的腹主動脈瘤2a內自然破裂率高達50%袁而
且病死率極高遥 腹痛尧休克尧腰背痛是腹主動脈瘤破
裂的最常見表現袁疼痛爲突發的劇烈撕裂樣鋭痛袁呈
持續性袁動脈瘤破裂後出現休克表現袁 尙可伴暈厥尧
大汗淋灕尧呼吸困難尧噁心及嘔吐等遥

誤診原因分析院渊1冤由於本病起病突然袁變化快遥
入院時查體僅有中上腹輕壓痛袁 未觸及搏動性腫塊

腹主動脈夾層動脈瘤誤診1例分析

安溪縣中醫院 陳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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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省伊春地區屬於高寒地帶袁 氣溫在零攝
氏度以下的時間較長袁 陰寒之氣對人體産生很大影
響袁外寒之邪直接傷及脾陽和腎陽袁人們長期的飲食
習慣過用寒涼易發生泄瀉遥

泄瀉是消化系統中比較常見的一類病症遥 在高
寒地區更易發生袁其中脾腎陽虛型佔有很大比例遥 自
2009-2010年本人運用健脾溫陽法治療脾腎陽虛型
泄瀉50例袁取得了較好療效遥 現總結如下院
1 診斷標準

黎明時出現腸鳴腹痛.瀉下清稀.完谷不化排便
次數多或便色淡黃甚至泄出水樣便袁伴有行寒肢冷.
腰腹冷痛遥 舌質淡嫩袁舌體胖大袁舌苔白滑袁脈沉緊無
力遥

門診共診治50例袁男性40例.女性10例遥 年齡在
16要70歲之間袁平均年齡43歲袁患病時間4要10年遥
2 治療方法院

運用野四神丸冶加味治療遥 補骨脂尧吳茱萸尧五味
子尧肉蔻尧炒山藥尧白扁豆尧茯苓尧炮姜尧炙附子尧肉桂尧
訶子尧炒石榴皮尧甘草遥
3 服用方法院

每日一劑袁水煎服300/mll每次袁早晩飯後口服遥
忌生冷油膩遥
4 舉例院

患者袁男47歲袁幹部遥 2009年2月來我院就診遥 症
見院脾腎陽虛型面色白袁頭昏眼花袁耳鳴耳聾袁腸鳴即

瀉袁臍周隱痛袁腹部畏寒袁腰膝怕冷袁泄瀉多在清晨袁
完谷不化袁或便色淡黃袁舌質淡嫩舌體胖大袁舌苔白
滑袁脈沉緊無力遥 症屬脾腎陽虛症遥 處方院炙附子15g
渊先煎冤尧肉桂15g尧五味子15g尧炒山藥20g尧炒扁豆
20g尧炮姜15g尧吳茱萸12g尧肉蔻20g尧訶子20g尧石榴皮
15g尧補骨脂20g尧芡實15g遥 口服10劑兩周後復診袁諸
症都有明顯好轉袁 上方經調整後再口服兩周後該患
者痊癒袁隨訪1年未復發遥
5 療效院

痊癒院臨床症狀完全消失袁隨訪半年未復發者44
例袁佔88%遥 顯效院臨床症狀基本消失或明顯改善尧停
藥後因過食生冷而又輕度復發的3例袁佔6%遥 無效院
服用藥物後無明顯效果3例袁佔6%遥 總有效率94%遥
6 討論院

脾腎陽虛型泄瀉袁多是因脾胃虛弱袁加之過食生
冷油膩袁或因氣候寒冷影響遥 致使脾胃受傷袁日久不
愈遥 導致後天氣血生化無源袁使先天腎陽虛衰袁脾陽
不得溫煦而致腹中冷痛袁腰膝怕冷袁手足不溫遥 方中
吳茱萸尧炮姜溫中散寒袁肉蔻溫脾暖胃袁五味子溫斂
收澀袁固益腎氣袁有收澀止瀉之功遥 炙附子尧肉桂尧補
骨脂旺命門之火袁助腎陽遥

綜合全方袁具有溫暖脾腎袁補氣健脾袁培補後天
之本袁使脾氣健旺袁腎得以充養袁腎氣旺盛則脾陽更
得腎陽溫煦袁泄瀉得以康復遥

而且相對較年輕遥 渊2冤診斷思路狹隘袁僅局限于常見
病及多發病的診斷袁未考慮血管性疾病遥 事實上袁患
者來院時訴搏動性腹痛袁 已經提示腹主動脈瘤破裂
可能袁但由於平常對本病認識不夠遥沒有考慮到遥渊3冤
該病本身臨床表現多變遥 易誤診爲心絞痛尧膽石症尧
胃腸道出血或破裂尧胰腺炎等等袁故容易導致誤診遥

經驗敎訓院渊1冤 對每一個患者都要進行認眞尧詳
盡的體格檢查袁對於腹痛尧腹部不適的患者不僅考慮
到常見病尧多發病袁除消化系統外袁還要考慮血管性
疾病及呼吸系統性疾病等袁如院肺炎有的表現右上腹

痛遥渊2冤提高對該疾病的認識遥近來袁隨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袁患有高血壓尧高血脂尧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病率
在不斷增高袁腹主動脈瘤的發病率也日益增高袁臨床
上對於突發腹痛患者袁 尤其解痙止痛不緩解或伴有
休克徵象時袁除了要考慮心肌梗死尧急性胰腺炎等袁
還要考慮到該病遥 渊3冤密切觀察病情變化袁相互探討袁
明確診斷遥 該患者經過一段時間治療後袁出現一些臨
床表現袁不能用原有的診斷解釋時袁應該及時請上級
醫師會診或轉上級醫院就診遥 進行相應合理檢查袁最
終作出正確診斷袁給予及時尧正確尧合理治療遥

高寒地區採用健脾溫陽法治療陽虛泄瀉

黑龍江省伊春市中醫院 榮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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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心臟血管的疾病大可分爲先天與後天性袁 絶大

部份人渊99%冤均爲後天性的遥 簡易而言是一種發球
官能上的缺失與功能上的受限者而導致心臟疾病遥
而後天性的心臟血管的疾病袁 大多因爲骨結構的異
常導致人體的神經系統壓迫而造成的袁 神經系統主
要分成中樞神經及周圍神經兩大系統遥 若以其分布
區域的不同袁 又可分成軀體神經及內臟神經兩大系
統遥 軀體神經分布于體表和運動系袁亦即凡屬能靠自
己意志控制的肌肉渊如四肢及體表的肌肉冤袁均屬軀
體神經負責曰內臟神經又叫自律神經袁由交感神經和
副交感神經構成袁分布于全身的內臟尧血管及腺體器
官遥 因此脊椎神經受壓迫,不但會引起四肢體表疼痛,
亦會引起內臟等器官的症狀出現.
一尧脊椎神經壓迫造成以及疾病的原因
1.椎體受到壓迫導致神經傳導異常引起心血流量的
異常和肌肉的異變造成心臟之疾袁壓迫的原因院大多
出自于內結構的異位袁 由於椎體的正常弧度爲前突
狀袁若因外力或習慣性的工作姿勢改變此弧度袁造成
頭椎前突消失袁而壓迫神經及椎動脈袁造成頭部尧肩
部尧手肘及手部的酸麻疼痛或無力袁亦會引起心血流
量的異常尧腦部缺氧尧頭暈尧頭痛尧失眠及服神經衰
弱尧心血管等問題遥 其它如長期夾電話工作者尧低頭
工作者袁常以沙民把手當枕頭者袁躺在床上看書尧看
電視者及喜歡跳水者袁均容易引起頭椎弧度改變袁而
壓迫頭椎神經及椎動脈袁造成上述症狀遥 値得一提的
是袁上了年紀的人袁應保持頭椎柔軟袁因爲僵硬的頭
椎袁較容易引起頭椎神經及動脈的壓迫袁不但容易引
起上述症狀袁 亦會因血壓上昇而造成中風及腦血管
病變遥
2.人體胸椎神經壓迫渊或胸椎側彎冤的原因院最長常見

于長期單肩挑重物尧 長期姿勢不正 渊如躺在床上看
書尧看電視冤尧長期運動及活動不夠袁單邊運動造成兩
側胸椎肌肉鬆緊度不均尧 骨盤傾斜造成胸椎産生代
償性側彎袁 均爲造成胸椎側彎袁 胸椎神經壓迫的原
因遥 其它如外力重擊尧車禍尧或碰撞等袁亦會引起胸椎
神經壓迫而造成胸腔器官渊如心尧肺尧肝尧胃尧腎等冤症
二尧骨結構調整效果

1.與年齡有關院依年齡不同袁矯正效果不同遥 年紀愈
輕袁效果愈快曰年紀愈大袁脊椎附近之肌肉韌帶等軟
組織愈僵硬袁竹效果較慢遥
2.與神經壓迫時間有關院神經壓迫時間愈短袁則矯正
效果愈好袁神經壓迫時間愈長袁會使附近之組織搆造
形成鈣化現象袁則矯正效果較慢遥
3.與個人工作情况有關院工作較慢輕鬆者袁矯正效果
較好曰較須使用脊椎負擔工作者袁矯正效果較慢曰適
當的運動可增加治療效果遥
4.與個人姿勢習慣有關院如站姿尧坐姿及蹲下拾撿重
物的習慣袁與矯正效果有關院不良姿勢習慣者袁矯正
效果較慢遥
5. 矯正期間使用輔助器材可縮短療程院 如腰椎側彎
者袁使用護腰帶輔助曰頭椎有問題者袁使用健康枕頭
輔助曰如腰椎常酸痛者袁可將靠背放在坐椅上袁以減
少腰椎負擔遥

結 語
心血管疾病經由骨結構調整袁 在于能促使人體

的機能運轉正常心血管肌肉維持高血流的局部機
轉袁包括組織中養份壓降低袁鉀離子與其他擴張性血
管代謝物的堆積減少袁使心臟的動作更加平移穩袁如
此可以使肌纖維得到較好的血流供應袁氧氣較少袁因
此心跳速率和心血輸出量都比較平穩遥 這也就是爲
什么骨結構調整對以及病患者有益遥

骨結構調整解決心臟之疾

台灣中醫藥研究委員會 林正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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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多糖抗腫瘤作用的硏究進展

王恩明1袁2 楊波1袁2 季宇彬1袁2

1.哈爾濱商業大學生命科學與環境科學硏究中心 150076曰2.國家敎育部抗腫瘤天然藥物工程硏究中心

1. 海藻多糖抗腫瘤作用

季宇彬等通過對S180尧H22荷瘤小鼠瘤重和生存
時間的硏究袁發現羊棲菜多糖對人胃癌細胞SGC790l
和人直腸癌COLO-205有很好的療效遥 通過MTT法和
集落形成實驗法觀察羊棲菜多糖的體外杭腫瘤作
用遥 通過流式細胞儀觀察羊棲菜多糖對腫瘤細胞周
期及細胞凋亡的影響遥 結果表明羊棲菜多糖可阻滯
SGC-7901人胃癌細胞內G0/G1期進入S期袁並升高細
胞凋亡指數渊APO%冤遥 Takashi等硏究證明海帶多糖
渊BSP冤具有抗腫瘤作用遥廖建民等硏究了海帶中分離
出的3個多糖組分對荷Heps瘤株小鼠的影響袁3個組
分均可抑制Heps瘤株的生長渊抑制率分別爲42.68%尧
43.63%尧61.15%冤遥 湯桂芳等對螺旋藻多糖的抗癌作
用進行了體外實驗硏究和作用機理探討袁 螺旋藻多
糖能有效地抑制肝癌BEL7404的細胞增殖袁 抑制肝
癌細胞增殖可能與螺旋藻多糖使細胞Caspase-3的活
化增強有關遥梁世忠等通過建立H22實體瘤小鼠模型
和H22腹水瘤小鼠模型袁測定其抑瘤率尧胸腺指數尧脾
指數尧免疫球蛋白及T淋巴細胞數量等指標袁發現馬
尾藻多糖對H22荷瘤小鼠有明顯的抑瘤作用袁其質量
比爲100mg/kg時的抑瘤效果最好袁 抑瘤率達到
61.31%遥 王雪等採用MTT法觀察裙帶菜多糖體外對
人肝癌細胞HepG-2的抑製作用袁 通過對615荷瘤小
鼠瘤重及免疫器官脾臟的硏究袁 觀察了裙帶菜多糖
的體內抗腫瘤作用遥 結果表明陰性對照組相比裙帶
菜多糖各濃度組體外對人肝癌細胞HepG-2均有很
強的抑製作用渊P<0.01冤袁其中15尧10mg/mL組的抑制
率分別爲57.20%尧51.79%袁略低於5-FU組遥 在荷瘤小
鼠實驗中袁 與空白對照組相比裙帶菜多糖各濃度組
均有很強的腫瘤抑製作用袁 其中400尧200mg/kg組抑
瘤率分別爲69.13%尧42.11%袁與5-FU組相近遥
2 海藻多糖抗腫瘤機理

2.1 改變腫瘤細胞膜特性
膜的流動性是細胞膜的重要力學特性之一袁也

是反映細胞功能狀態的綜合指標袁 對比惡性腫瘤細
胞和正常細胞袁 人們發現細胞膜流動性的變化依瘤
細胞來源的不同而不同遥 細胞癌變的發生與逆轉都
與細胞膜的流動性有關遥 海藻多糖可修復腫瘤細胞
膜流動性至正常細胞膜流動性進而達到抗腫瘤的作

用遥 季宇彬等採用熒光探針DPH法袁硏究海藻多糖對
S180和H22小鼠細胞膜流動性的影響袁發現海藻多糖
可升高S180荷瘤小鼠腫瘤細胞的膜流動性袁降低H22
荷瘤小鼠腫瘤細胞的膜流動性遥
2.2 誘導腫瘤細胞的凋亡

細胞凋亡是機體在生長尧發育和受外界刺激時袁
在基因的調控下袁清除多餘尧衰老和受損傷的細胞袁
維持機體內環境平衡的一種自我調節機制遥 過度的
凋亡或正常的凋亡過程被抑制袁 都會導致機體發生
病變甚至死亡遥 野生型p53基因是一種抑癌基因袁其
抑癌作用是通過介導DNA損傷後的細胞應激反應袁
維持細胞遺傳穩定性遥 在DNA受損傷時袁野生型p53
使細胞停止于G1期以便損傷的DNA得以修復遥 如細
胞損傷不能修復袁則誘導細胞凋亡遥Maruyama等硏究
發現褐藻多糖硫酸酯可調節輔助-IT細胞和殺傷細
胞來發揮抗腫瘤作用遥 楊曉丹硏究發現裙帶菜硫酸
酯多糖能夠誘導肝癌細胞的體外凋亡袁 其對肝癌細
胞有明顯的促凋亡作用袁 並與下調抑制凋亡蛋白
Survivin和BcL-2的表達有關遥
2.3 影響腫瘤細胞間通訊

細胞癌變後袁細胞間通訊減退或消失袁是癌變細
胞失控的主要原因遥 季宇彬等硏究海嘧啶對細胞間
通訊的影響袁 發現海嘧啶可改變細胞形態袁 使細胞
DNA缺損袁促使細胞間通訊恢復遥 由此認爲通過影響
細胞DNA和恢復細胞間通訊可能是海嘧啶抗腫瘤的
作用機理之一遥
2.4 抗氧化尧抗自由基作用

當機體內抗氧化功能受到損害袁DNA被過量的
活性氧損傷袁最終導致基因表達的紊亂袁則會誘發細
胞癌變遥 陳美珍等硏究發現龍須菜多糖渊PGL冤 顯著
抑制小鼠S180肉瘤的生長袁 當灌胃劑量爲150mg/kg
時袁抑瘤率達63.56%袁並能明顯降低荷瘤小鼠體內超
氧化物歧化酶 渊SOD冤 的活性和減少脂質過氧化
渊LPO冤的含量遥崔艷秋等硏究發現褐藻多糖可以抑制
活性氧自由基的生成並促進其清除袁 從而表現出抗
氧化活性遥 有學者預言袁海藻多糖極有成爲食品工業
中一種自然抗氧化劑的可能遥
2.5 免疫增強機制

海藻多糖的抗腫瘤作用一般認爲與其免疫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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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近幾年來運用名老中醫吳光烈老師旱蓮養
陰湯治療熱淋80例袁療效滿意袁兹介紹如下院
一尧臨床資料

80例中袁男33例尧女47例曰年齡20要40歲48例袁
40要70歲32例曰病程最短2天袁最長22天遥
二尧治療方法

全部採用旱蓮養陰湯治療遥
方法組成院鮮旱蓮草30克袁鮮白茅根30克袁鮮金

絲草15克袁鮮葱全株15克袁生地30克袁鮮車前草30克遥
用法院水煎加食鹽少許袁代茶頻服袁每日一劑

三尧療效評定
根據國家叶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曳
治愈院症狀體徵消失袁尿常規正常袁中段尿細菌

培養3次陰性遥
好轉院症狀減輕袁體徵及尿常規有改善遥 中段培

養或爲陽性遥
未愈院症狀及尿常規均無變化遥

四尧治療結果
治愈65例袁佔81.25%袁好轉14例袁佔17.5%袁無效1

例袁佔1.25%袁總有效率爲98.75%
五尧典型病例

例1. 孫某袁女袁47歲袁2006年9月13日診遥
一周前突發尿頻尧尿急尧腰痛袁經治療袁其效不

顯袁遂來求診袁查小便常規院白細胞渊++冤袁紅細胞
渊++冤袁蛋白渊+冤袁舌質紅袁苔黃袁脈弦數遥 證屬濕熱下
注袁氣化不利袁熱邪傷絡遥 治宜清熱解毒袁利濕通淋遥
方用旱蓮養陰湯袁每日1劑遥 藥後2劑袁症顯減袁叠服3
劑袁小便暢通袁諸證悉除袁小便復查正常遥

例2. 劉某袁女袁29歲袁2008年7月27日診遥
尿頻灼痛2天袁診見院尿頻袁尿急袁滴瀝澀痛袁小便

短赤色鮮紅袁口干欲飲袁大便干結袁二日未更袁左腰酸
痛袁尿檢院蛋白渊+冤袁白細胞渊++冤袁紅細胞渊++++冤袁舌
紅苔黃厚膩袁脈沉數遥 證屬濕熱邪毒袁藴結膀胱袁氣化
不利袁燻蒸于腎遥 治宜清熱利濕袁通淋解毒袁涼血止
血遥 方取旱蓮養陰湯加鮮白茅花15克袁每日1劑袁連服
6劑袁小便通利袁症狀消失袁小便檢查正常遥 病遂吿愈遥
六尧體會

本方爲吳老治療熱淋袁具有效驗非常的驗方袁取
名爲旱蓮養陰湯遥 方中旱蓮草清熱養陰袁涼血止血袁
利水通淋曰白茅根除伏熱尧清淤血尧利小便曰車前草清
熱利水通淋袁金絲草利小便尧通淋閉尧除煩熱袁清熱涼
血尧止消渴曰生地清熱涼血尧養陰潤燥曰生葱通陽活

旱蓮養陰湯治療熱淋80例

泉港區華僑醫院 趙偉強

關袁海藻多糖通過增強或抑製機體的免疫功能袁進而
達到抗腫瘤的作用遥 Maru等硏究發現褐藻多糖硫酸
酯能增強哺乳動物的特異性免疫功能和非特異性免
疫功遥

巨噬細胞表面存在着多糖類受體袁 多糖可以啓
動和活化巨噬細胞袁發揮細胞毒作用袁從而抑制腫瘤
細胞的增殖遥 Shibeta等硏究發現墨角藻聚糖可以激
活TNF-琢的分泌袁 增加巨噬細胞的含量進而拮抗胃
癌遥 Hirayasu等硏究發現海藻硫酸多糖可以通過增加
淋巴細胞纖維蛋白溶酶粒酶A的酯酶活性來增強免
疫反應袁而抑制腫瘤生長遥 Choi等硏究發現褐藻多糖
硫酸酯培養的小鼠脾淋巴細胞有一定的抗腫瘤作
用袁 而且能夠促進脾淋巴細胞和激活血管周圍的巨
噬細胞的分裂遥 劉憲麗等硏究發現褐藻多糖硫酸酯
可以提高小鼠自然殺傷細胞渊NK冤和巨噬細胞的活
力袁刺激其分泌IL-6和TNF-琢袁進而誘導特異性殺傷
性T細胞渊CTL冤的産生與成熟袁從而促進T細胞尧B細
胞的增生尧分化袁並增強NK細胞自身的活性尧輔助細
胞毒性T淋巴細胞渊CTL冤發揮細胞毒效應遥 劉軍等以

不同劑量的紫菜多糖對小鼠進行腹腔注射袁 每日1
次袁連續7d袁並在給予紫菜多糖的第1天和第2天同時
注射環磷酰胺造成免疫功能低下模型袁第8天檢測小
鼠脾淋巴細胞的增殖及TNF的生物學活性遥 硏究發
現紫菜多糖能夠促進淋巴細胞增殖袁 提高TNF的産
生遥
3 結語

海洋藥物的硏究和開發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遥
海藻多糖是海藻的主要成分並具有多種生物活性袁
是近年來海洋藥物硏究和開發的熱點遥 癌症嚴重危
害着人類的健康袁 攻克癌症是當今全球醫學界的硏
究熱點遥 國內外硏究日益表明袁海藻多糖對癌症的治
療袁具有毒副作用小尧安全性高且抑制癌症效果好等
優點遥 海藻多糖的藥用價値正展現出巨大的誘人前
景遥 近幾年來人們對多糖類物質的硏究越來越多袁抗
腫瘤方面的藥理功效正引起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遥
海藻多糖來源于天然澡類袁資源豐富袁且應用于生物
體毒副作用小袁加之其對腫瘤的多方面調節袁顯示了
作爲一類天然活性成分的良好開發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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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尧利水解毒袁助以食鹽入腎潤下袁養陰清熱遥 諸藥相
伍袁具有清熱養陰袁利水通淋袁涼血止血等功效遥 故臨

床用于治療熱淋袁療效顯著袁屢用屢效遥

糖尿病已成爲現代社會常見病袁多發病遥 容易出
現各種合併病並發症袁 嚴重影響患者身心健康和生
活質量袁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遥 多年來我們應用活血
通絡法治療糖尿病合併病並發症袁收到較好效果遥 今
舉例報吿如下院
1 不穩定型心絞痛

陳X袁女袁68歲袁糖尿病冠心病6年袁應用諾和靈治
療3年遥 近7天來心前區陣發性刺痛袁每天發作3-5次袁
每次數分鐘袁曾在心內科診斷爲不穩定型心絞痛遥 用
過硝酸甘油袁消心痛袁潘生丁尧阿斯匹林袁心血康等藥
物遥 症狀未減袁又出現皮下紫癜和尿血袁于2006年12
月6日來中醫治療遥 查空腹血糖8.3mmol 辕 L袁血壓150/
90mmhg袁舌紫紅脈結代遥 診斷爲消渴眞心痛袁心絡瘀
阻遥 擬活血化瘀袁通絡止痛爲治遥 藥用院丹參尧藕節各
30g袁甘草6克袁赤芍袁川芎尧生地尧葛根各15克袁桃仁尧
紅花尧甘松尧檀香尧郁金各10克遥 水煎服袁每日1劑遥 三
天後心絞痛未作袁皮下紫癜已消曰續服5劑袁復查心電
圖袁尿常規均正常遥 繼續胰島素及口服通心絡膠丸善
後遥 最近隨訪袁情况穩定遥

按院 糖尿病應用胰島素治療袁 降糖作用得到肯
定袁但並不能阻止心腦血管並發症的發生袁成爲致殘
致死的首要原因遥 所以現代醫學認爲糖尿病是心腦
血管病的等危症遥 應用硝酸甘油袁潘生丁袁阿斯匹林
等容易引發出血情况遥 根據葉天土久病入絡的理論袁
治從活血化瘀袁可以改善心肌供血曰通絡止痛袁又可
以消除心絞痛曰改變血液流變學袁皮下紫癜和尿血也
不治而愈遥 再用通心絡膠丸善後袁長期未見發作遥 説
明中醫絡病理論治療糖尿病心腦血管合併病袁 並發
症的優勢袁値得總結推廣遥
2 腦梗塞伴腦出血遥

李X袁男袁73歲袁糖尿病袁高血壓10年袁間斷服藥治
療遥 因頭痛嘔吐袁右側肢體偏癱袁住入某院袁診斷爲腦
梗塞伴腦出血治療半個月袁無法手術袁于2007年12月
29日來中醫治療遥 查空腹血糖12.6mmol 辕 L袁血壓160/
100mmhg袁口眼歪斜袁語言蹇澀袁舌紫紅苔黃厚袁脈弦
澀遥 予以諾和靈30R早晩注射袁絡丁新10mg袁每日1次
降壓袁中藥以活血化瘀袁通絡息風爲治遥 藥用院丹參袁
赤藥袁絲瓜絡袁葛根袁生地各15克袁地龍袁桃仁袁大黃袁

黃芩袁水蛭袁牛膝各10克尧珍珠母30克尧水煎服袁每日1
次袁並結合針刺療法遥 七天後空腹血糖7.1mmol 辕 L袁血
壓140/75mmhg袁語言較流利袁右下肢肌力三級袁可以
扶行袁二便通利袁半個月後症狀進一步改善遥 1個月後
可以自理生活袁血糖尧血壓平穩袁繼續諾和靈袁絡丁新
和通心絡膠丸治療遥 目前情况進一步改善遥

按院腦血管意外是糖尿病常見並發症袁也最易引
起致殘致死遥 現代醫學將其分爲缺血性和出血性中
風兩大類袁分別予以溶栓或止血爲治遥 此例患者是混
合型中風袁溶栓需要在6小時內進行才能有效遥 况且
合併出血袁所以並不適宜遥 止血又不符合治療原則遥
手術且有一定風險遥 中醫活血通絡袁旣不是致出血袁
又不加重栓塞袁配合針刺袁降糖降壓袁綜合治療效果
顯著遥
3 周圍神經病變遥

劉X袁男袁63歲袁糖尿病8年袁服用格列吡嗪袁拜糖
平等治療遥 近半年來雙下肢麻木疼痛袁徹夜不眠袁用
過甲鈷胺袁維生素B12尧地西泮袁芬必得等藥物袁症狀
未減袁 于2005年12月6日來中醫治療袁 查空腹血糖
13.6mmol 辕 L.雙下肢發涼袁膝腱反射消失袁彩超報吿雙
下肢動脈重度硬化袁脈細澀遥診斷消渴虛痹遥藥用院丹
參尧赤芍尧川芎尧葛根尧桂枝尧當歸尧地龍尧水蛭尧靈仙各
15克袁牛膝袁鎖陽各10克袁蜈蚣1條袁水煎服遥 每日1劑袁
停用口服降糖藥袁改甘舒霖30R早晩各16單位皮下注
射遥 7天後血糖立即6.6mmol 辕 L袁餐後8.3mmol 辕 L袁雙下
肢麻痛減輕袁夜能安寢袁繼續甘舒霖注射袁間斷服用
活血化瘀湯方藥遥

按院糖尿病並發周圍神經病變袁目前西醫予以營
養神經劑和止痛藥效果欠佳遥 中醫辨證爲久病入絡袁
氣血不通袁證屬虛寒之痹遥 主用丹參袁川芎袁黃芪 當
歸氣血雙補袁活血化瘀曰更用桂枝袁鎖陽溫陽補腎袁蜈
蚣袁靈仙尧牛膝通絡袁辨症中的袁繼以活血化瘀加減和
甘舒霖善後袁效果顯著遥
4 視網膜病變伴出血和靑光眼遥

林X袁女袁68袁糖尿病6年袁間斷服用消渴丸袁二甲
雙胍等治療遥 近半個月來袁因喪子悲傷袁引致頭痛如
劈袁噁心嘔吐袁眼睛紅赤袁視物模糊已在眼科會診袁確
定爲急性閉角型靑光眼袁視網膜病變伴少量出血袁用

活血通絡治療糖尿病並發症舉隅

福建省邵武市人民醫院 楊家茂 楊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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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是目前嚴重危害人類健康和生命的疾病之
一袁具有發病率高尧致殘率高尧死亡率高的特點袁中風
是長期致殘的疾病之首袁50豫-70%的存活者遺留癱
瘓尧失語等嚴重殘疾袁嚴重影響病人的生活質量袁給
社會和家庭帶來沉重的負擔袁尤以中風的閉尧脫證爲
甚袁二者均爲中臟腑深重階段的二種不同表現遥 在臨
床上均可表現出全腦和神經系統的局竈症狀袁 其中
伴有昏迷者常提示病變廣泛袁病情危重袁預後不佳遥
本文采用回顧性分析來探討急性腦血管病CT表現與
中風閉尧脫證及臨床神經功能缺損積分値的相關性遥
一尧臨床資料

臨床收集的病例符合1994年全國第四屆腦血管
病學術會議通過的 叶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要點曳袁根

據第五版叶中醫內科學曳辨證爲中風閉尧脫證患者共
60例袁男性40例袁女性20例曰年齡49-84歲袁平均年齡
63.48依11.13歲曰閉證30例袁脫證30例遥 兩組間經年齡
和性別齊同檢驗p跃0.05袁 説明各組間在年齡和性別
上無統計學差異袁具有可比性遥
二尧觀察方法

本組患者均在發病後24h內行CT掃描確診爲腦
出血或腦梗塞遥 CT片集中由CT室1位副主任醫師及2
位高年主治醫師集體閲片袁負責塡寫野CT診斷卡冶遥根
據CT診斷卡分別依據野多田公式冶計算出血量院出血
量渊ml冤越仔/6伊長渊cm冤伊寬渊cm冤伊面渊cm冤袁及按Pullicion
公式院長渊cm冤伊寬渊cm冤伊CT掃描陽性層數/2計算梗塞
竈體積袁 梗塞竈大於10cm3爲大梗塞組袁5-10cm3爲

急性腦血管病CT表現與中醫證型尧神經功能缺損積分値的相關性

泉州市泉港醫院 王泉忠

過降眼壓和鎮靜劑治療袁效果不著遥 于2008年11月7
日來中醫治療遥 舌紅苔黃脈弦袁空腹血糖13.6mmol 辕
L遥 症屬陰虛陽亢遥 木火刑眼遥 口服降糖藥改爲格列
美脲2mgbid二甲雙胍0.5tid袁中藥以白芍尧天冬尧生地尧
元參尧牡蠣尧龜板尧龍骨尧木賊袁夏枯草袁丹皮尧谷精珠
滋陰降火尧平肝潜陽袁服用3天袁症狀依然遥 改用活血
化瘀袁平旰通絡爲治遥 藥用丹參尧生地尧葛根各15克袁
桃仁尧紅花尧牛膝尧水蛭尧白蒺藜尧郁金各10克袁珍珠母
60克袁三劑頭痛止袁眼目清袁空腹血糖降至6.3mmol 辕
L袁眼科查眼壓正常袁繼續格列美脲袁二甲雙胍和通心
絡膠丸治療遥 近日隨訪袁視力改善遥

按院眼科病變是糖尿病的常見並發症袁也是糖尿
病致盲的主要原因遥 此例患者旣因眼底血管硬化引
起靑光眼袁又有滲出出血遥 西藥效果欠佳遥 中藥先從
補陰降火袁平肝潜陽爲治遥收效不著遥改以活血化瘀尧
平肝通絡尧使之頭痛止袁眼目清尧視力得保袁説明活血
通絡袁治療糖尿病眼科並發症前景廣闊遥
5 痛風遥

黃X袁男袁54歲袁糖尿病3年袁應用達美康袁二甲雙
胍等治療遥 近1個月來袁反復雙姆趾關節紅腫熱痛袁多
次檢查血尿酸在510-1020mmol 辕 L遥服用過別嘌醇袁秋
水仙碱袁芬必得等藥物袁症狀時輕時重遥 因白細胞減
少袁胃腸道反應嚴重袁于2003年6月18日來中醫治療遥
舌紫紅袁苔黃膩袁脈弦滑遥 擬診院消渴並濕熱痹症遥 治
從清熱利濕活血通絡遥 藥用丹參尧黃拍尧秦艽尧靈仙尧
車前草袁牛膝各15克袁葛根尧生地袁絲瓜絡各30克袁徐
長卿10克袁生石膏60克袁水煎服袁每日1劑遥 一劑病輕袁

二劑可以下地行走袁5天後關節紅腫熱痛消失袁 繼續
口服降糖藥和間斷活血化瘀湯方善後遥 近日隨訪袁仍
在口服降糖藥袁痛風未再發作遥

按院痛風也是糖尿病的常見並發病渊合併病冤遥 由
於嘌呤代謝紊亂遥 血尿酸沉積袁導致關節腫痛袁甚至
引起腎結石袁腎功能衰竭遥 西藥別嘌醇袁秋水仙碱和
解熱止痛藥副作用袁反應較大袁病人難以耐受遥 中醫
辨症爲濕熱內藴袁阻滯血脈經絡袁治以清熱利濕袁活
血通絡爲法袁取得較好療效遥

討論院糖尿病各種代謝紊亂袁産生高血糖袁高血
脂袁高血壓袁高尿血酸遥 容易産生嚴重的各種並發症袁
對患者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影響極大遥 硏究表明袁糖
尿病的並發症以血管病變爲特徵袁 病變發展符合氣
滯血瘀袁津凝痰結袁絡脈失養袁瘀毒阻滯等病理過程遥
本人從事臨床工作四十年袁運用活血化瘀袁通絡滋養
貫穿于治療糖尿病的各種並發症始終袁 收到較好的
療效袁説明中醫絡病理論體系的科學性袁臨床運用的
實用性袁値得進一步總結袁推廣運用遥

渊作者簡介院楊家茂渊1954-冤山西省大同市人袁回族遥 幼承

家傳袁自1970年開始中醫臨床工作袁1979年參加全國選拔中醫

藥人員考試袁調入邵武市立醫院任中醫師袁1983年和鄧啓源等

領導創建邵武市中醫院袁1987年評聘爲主治醫師袁1994年評聘

爲副主醫師遥曾在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廣東省中醫院內科袁福
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進修深造遥 兼任福建省中醫藥學會

內科學會委員袁福建省中西醫結合學會糖尿病學會委員袁福建

省醫學會醫史學會委員遥 通訊地址院福建省邵武市八一路270
號袁邵武市人民醫院內科楊家茂主任收袁電話院13860009578電
子郵箱院yjm5198@126.co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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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梗塞組袁小於5cm3爲小梗塞組遥
根據病人的症狀體徵袁結合舌象尧脈象袁按叶中風

閉證和脫證標準進行辨證曳遥 中風閉尧脫證辨證需二
位副主任醫師以上人員參與遥

對採集符合條件病例60例渊發病均在24h內冤袁根
據改良的愛丁堡與斯堪的那維亞硏究組所定的 叶腦
卒中臨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標準曳袁在入院時進
行打分遥

CT閲片醫師與中醫辨證醫師採取雙盲法遥
三尧統計方法

所有數據以均數加減標準差表示袁2組數據比較
用t檢驗遥
四尧CT表現與中醫證型關係

根據CT的結果顯示60例患者中腦出血46例袁腦
梗塞14例.其中腦出血發生於基底節區域21例袁丘腦
12例袁腦干3例袁腦葉3例袁小腦1例袁其他6例袁血腫破
入腦室12例遥 梗塞竈發生於基底節5例袁丘腦3例袁腦
干2例袁腦葉2例袁其他2例遥 閉證組中腦出血19例袁腦
梗塞11例曰脫證組腦出血27例袁腦梗塞3例袁梗塞竈均
大於13cm3袁出血量大於22ml遥

表1 脫尧閉證腦出血組與腦梗塞組間例數的卡方檢驗

經卡方檢驗袁卡方値爲5.96袁P约0.05袁兩組間例數
有統計學差異袁説明脫證組以腦出血多見遥

表2 不同證型腦出血量尧神經功能缺損積分比較院

以上閉尧脫證組兩個指標行t檢驗袁p约0.01袁説明
閉尧脫證間兩個指標在統計學上有非常顯著的差異袁
按出血量尧積分的大小排列順序爲院脫跃閉遥進而將腦
出血量尧神經功能缺損積分之間的相關性進行分析袁
結果顯示院r爲0.472袁p约0.05袁提示腦出血量與神經功
能缺損程度呈正相關遥

以上三組間神經功能缺損積分値行t檢驗袁p约
0.01袁結果顯示大梗塞組與中尧小梗塞組相比在統計
學上均有非常顯著差異曰中尧小梗塞組相比p跃0.05説
明兩組間無統計學差異遥 按大小排列順序爲院大梗塞
組跃中尧小梗塞組遥
五尧急性腦血管病梗塞體積尧出血量與中醫閉脫證的

關係
自CT尧MRI等現代高科技應用于醫學領域以來遥

對顱內病變袁其診斷準確率相當高袁可明確分辨病變
性質尧大小尧部位及波及範圍等袁在臨床中腦卒中的
首選診斷方法是CT或MRI遥CT應用于中醫的硏究袁爲
微觀辨證提供了最直接尧最客觀的依據遥 在這方面已
有人做了初步探討遥 徐氏發現院病位較深袁出血量較
大者袁病情較重袁多出現起病急聚尧神昏迷蒙尧半身不
遂尧舌強不語等爲中臟腑袁預後較差曰如破入腦室系
統袁腦膜受刺激袁可以出現閉證尧如腦疝形成則出現
脫證現象曰范氏報道缺血性中風病竈範圍較大者尧病
竈周圍水腫明顯者尧 腦組織中線結構移位者及腦室
受壓者多爲中臟腑的閉證袁病情重袁預後差曰如隨着
病情的進展袁 梗塞竈擴大或梗塞後引發繼發性腦出
血袁則易誘發腦疝的形成袁而轉爲脫證遥 同時范氏尧徐
氏還統計了病竈大小與中風證型的關係袁 缺血性中
風的病竈範圍大於10cm3者與出血性中風出血量在
20ml以上多發中臟腑遥 但中臟腑多見于腦出血遥
六尧 臨床神經功能缺損積分與中風中醫閉脫證的關

係
1986年尧全國第二次腦血管學術會議通過了叶對

腦卒中臨床硏究工作的建議曳袁 在其中明確規定以
野改良的愛丁堡與斯堪的那維亞硏究標準冶作爲我國
統一的野腦卒中患者臨床神經功能缺損評分標準遥 冶
此標準可用來判斷腦卒中病情輕重及預後遥

關於本硏究的中風閉脫證與臨床神經功能缺損
積分的關係袁參見表2袁表3袁結果顯示院閉證尧脫證之
間積分差異顯著袁脫證的積分高於閉證袁提示脫證的
病情更重於閉證袁 二種證型積分大小按順序排列爲
脫證>閉證遥
七尧討論

由於中醫歷史發展的原因袁 中風閉脫證雖可以
根據臨床症狀袁體徵袁舌脈象來判斷袁但因存在較大
的經驗性和主觀性袁同時缺乏客觀性指標袁從而使辨
正存在很大的隨意性遥 本硏究共收集到旣符合腦出
血尧腦梗塞的診斷標準袁有符合中風閉脫證辨正的病
人60例遥 從西醫影像學角度袁同時結合臨床神經功能
缺損積分値袁對中風閉脫證進行初步探討遥 在表1中
可以看出袁經卡方檢驗袁卡方値爲5袁96袁p约0.05袁兩組

腦出血 腦梗塞

脫證 27 3
閉證 19 11

證型 例數 腦出血量 神經功能缺損積分

閉證 19 27.56依8.14 27.43依8.13
脫證 27 50.32依27.15元 40.10依1.07元

注院与闭证组相比元p约0.01

梗塞竈 例數 神經功能缺損積分

大 8 26.18依2.77绎

中 5 19.61依5.18▼

小 1 17.54依3.29
注院与中尧小梗塞组相比元p约0.01曰与小梗塞组相比▼p跃0.05.

內科臨床

表3 腦梗塞病竈體積大小尧神經功能缺損積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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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瀉心湯是叶傷寒雜病論曳一首治傷寒誤下而

致的心下痞硬的名方遥 其有辛開苦降尧調和脾胃尧升
降氣機尧降逆平嘔袁消結散痞的作用遥 近年來袁筆者根
據中醫辨證袁運用本方加味化裁袁對於臨床上腹痛袁
泄瀉之症的治療袁收效頗豐袁現介如下遥

例1 林某院男 35歲 工人2008年診袁自訴大便
溏泄尧伴腹痛近三年遥 平素由於工作原因飢飽無常袁
半年來症狀加重袁瀉下粘液穢便尧肛門墜脹感袁若進
食飲料尧牛奶尧生冷之食品袁症狀加劇遥 曾到某醫院就
診袁做腸纖維鏡栓檢查袁斷爲野過敏性結腸炎冶尧野腸功
能紊亂冶袁應用中西藥治療渊具體用藥不詳冤袁症狀時
作時止遥 今經工友介紹袁求治本所遥 刻診院面色蒼白尧
神疲乏力尧倦怠尧納差尧腹痛尧腸鳴尧大便粘穢袁便後不
爽尧肛門墜脹感尧口干不欲飲袁時而干嘔尧舌質淡尧苔
薄黃尧脈弦細袁余無兼證遥 鑒于斯證袁患者是因脾虛不
運袁濕阻中焦袁造成脾胃氣機升降失常遥 法當和中降
逆尧調理脾胃遥 方用半夏瀉心湯治療遥

治療方法院旱半夏10g袁茱黃連6g袁酒黃芩10g袁黨
參15g袁干姜6g袁大棗6枚袁炙甘草5g袁生薑15g遥

上藥水二煎溫服袁日一劑遥 並囑其忌食生冷尧酸尧
辣及厚味之品遥 患者遵醫囑服藥7天袁 精神大振袁倦
怠尧納差尧大便明顯好轉袁知藥中病袁效不更方袁續服
湯藥15劑袁症狀消除遥 續以參苓白術散加減善後調治
月余袁諸疾悉除吿愈遥

按院本案患者是由於平素飲食不節袁勞逸不當袁
情志失調袁導致脾失健運清陽不升袁濁陰不降袁而出
現干嘔尧泄瀉之症遥 又由於日久失治袁致使遷延數年
難愈遥 余用半夏瀉心湯加味治療袁是因方中半夏尧生

薑可降逆平嘔袁黃連尧黃芩清泄中焦濕熱袁黨參尧紅
棗尧補中益氣袁干姜溫中散寒除濕濁遥 如此辛開苦降袁
攻補兼施袁寒溫並用袁正切合病機袁自是胃脾氣機調
和袁多年疴疾悉除亦何無疑焉浴

2.王某院男 40歲 2010年5月初診袁自訴右上腹反
復疼痛5年多袁近半月來症狀加重袁患者素有煙酒嗜
好袁長年在外經商袁起居失常袁飢飽酸辣之食素無規
律袁久致胃痛遥 初起只是飢時胃部隱痛尧腹部痞脹不
適袁時干嘔袁常自購嗎丁啉尧雷尼替丁等藥內服袁可暫
緩其痛袁並未盡愈遥 曾于2010年3月在某醫院做胃鏡
檢查袁診爲性淺表性胃炎袁伴膽汁返流遥 近日因多于
應酬袁過食辛辣原味之物袁胃痛症狀加重遥 經親友介
紹袁求治本所遥 刻診院胃脘脹痛尧痛時痞悶燒灼感尧泛
酸嘈雜尧食納欠佳尧口苦幹大便爛而粘膩不爽袁舌苔
黃膩尧脈數弦袁余無兼症袁鑒于斯症袁診爲胃脘痛渊寒
熱錯雜冤治以和中降逆袁清熱消痞袁方用半夏瀉心湯
和金鈴子散加減遥

治療方法院旱半夏10g袁茱黃連 10g袁酒黃芩10g袁
干姜5g袁炙甘草3g袁元胡10g袁川楝6g袁海螵蛸10g袁浙貝
10g遥

上藥水二煎溫服袁日一劑遥 並囑忌食生冷尧酸尧辣
及酒之品遥 患者遵囑服藥7天袁胃脘痛減半袁泛酸嘈
雜尧腹中痞脹亦大有好轉袁大便暢尧食慾開尧舌苔白稍
膩袁脈弦細遥 知藥中病袁再守原方加瓦楞子15g 焦曲
6g袁續用藥23劑袁諸症基本消失袁再用香砂六君子湯
加減調治月余遥 同年12月袁胃鏡復查報吿病已治愈遥

按院半夏瀉心湯在叶傷寒論曳中爲誤下傷中而設袁
而本案雖非誤下之症袁 但其久治不愈袁 更傷中焦之

間例數有統計學差異袁説明脫證組以腦出血多見遥 在
表2尧3中腦出血組脫證的出血量尧神經功能缺損積分
値與閉證組相比有顯助差異袁出血量越大袁缺損程度
越嚴重曰 腦梗塞組大梗塞竈的神經功能缺損積分與
中尧小梗塞竈相比有顯著性差異袁梗塞竈越大袁缺損
程度越嚴重遥

硏究表明院脫證反應的腦實質損害程度最嚴重袁
在入院時脫證組神經功能缺損積分平均爲39分袁爲
重型遥 本證的30例患者由於元氣敗脫尧心神散亂袁陰
陽有離絶之勢袁症見五臟敗絶之表現袁本證或因出血
量大袁多破入腦室袁或因梗塞竈範圍廣出現水腫尧腦

部中線結構移位及腦室受壓嚴重或梗塞後繼發大出
血者袁預後最差遥 30例中有8例死亡袁5例搶救14天後
神志仍未轉清尧9例雖神志轉清但遺留有嚴重的後遺
症如偏癱尧失語尧生活不能自理袁8例自動出院後無法
追踪遥 閉證患者入院時其神經功能缺損積分平均爲
22分袁爲中型遥 與脫證相比袁閉證的各項指標均低袁説
明閉證腦實質的損害較脫證輕遥

渊作者簡介院王泉忠袁男性袁1966年1月出生袁1988年7月畢

業于福建中醫學院袁碩士學位袁現于泉州市泉港醫院副主任醫

師袁中醫康復科主任遥 電話院0595-87713080冤

半夏瀉心湯治驗一則

丁克肖 吳秀鍾

渊晉江市陳埭鎮四境居委會衛生所曰36221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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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遥 且患者平素又由於嗜好煙酒厚味袁飲食不節袁對
脾胃之氣無疑是雪上加霜遥 觀其寒熱錯綜複雜袁中焦
氣機痞塞袁升降失常袁故用半夏瀉心湯辛開苦降袁寒

溫並用袁攻補兼施遥 合烏貝尧金鈴子散制酸以加強止
痛之力遥 如此三方聯用袁藥證相符袁相得益彰袁中陽振
奮袁濕退熱清袁氣機調和袁痛苦即除遥

血栓性淺靜脈炎是發生於肢體淺靜脈的血栓
性尧 炎性病變遥 臨床表現以肢體淺靜脈呈條索狀突
起尧色赤袁形如蚯蚓尧硬而疼痛爲特徵遥 屬於中醫野靑
蛇毒冶等範疇遥 爲臨床常見病袁西醫西藥治療袁雖炎症
消退袁局部硬腫難消遥

筆者有幸成爲許百軒老先生的一個學術繼承
人袁待診抄録袁深得敎悔和啓迪遥 應用許百軒老先生
的經驗方野加味桂苓湯冶治療血栓性淺靜脈炎64例袁
療效頗佳遥 兹介紹如下袁以饗同道遥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共128例袁均選自2008年6月至
2009年12月福建省晉江市中醫院門診和部分住院患
者遥 隨機分爲兩組袁其中治療組64例袁男34例袁女30
例曰年齡18~72歲袁平均50.01依9.42歲曰病程3~56d袁平
均20.31依6.16d曰發病部位右下肢24例袁左下肢21例袁
右上肢8例袁左上肢7例袁胸腹部4例遥 對照組64例袁男
31例袁女33例曰年齡20~71歲袁平均49.56依10.17歲曰病
程2~53d袁平均20.75依5.62d袁發病部位右下肢23例袁左
下肢22例袁右上肢6例袁左上肢8例袁胸腹部3例曰兩組
一般資料比較無顯著性差異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1.2 診斷標準 參照叶實用內科學曳關於本病的診
斷標準制度袁即下肢淺表靜脈區紅尧腫和觸及壓痛的
條索狀硬物等特點袁本病即可確定遥
1.3 中醫診斷標準 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佈
叶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要要要靑蛇毒曳的診斷標準渊2冤院

多發于下肢的淺表筋脈袁尤其是橫解之筋脈袁其次是
上肢和胸腹壁淺表筋脈遥 急性期袁病變筋脈表面紅腫
熱痛袁一般局限在一條筋脈袁呈索狀上下蔓延遥 游走
性者多條筋脈受累及病變呈片塊狀紅腫袁 並摸及多
個結節袁皮膚色素沉着遥 慢性期袁病變筋脈呈索條狀
或結節狀腫硬袁並與皮膚粘連袁表面色素沉着袁牽拉
時呈溝狀袁肢體活動時有牽扯感遥 發于下肢者袁可有
墜脹隱痛袁脛踝浮腫遥 患者常有外傷尧感染尧靜脈給藥
病史遥 舌暗紅袁苔薄黃膩袁脈弦遥
1.4 病例排除標準128例均排除瓜藤纏 渊結節性紅

斑冤和結節性脈管炎等病症遥
1.5.1 治療組 64例患者均以野加味桂苓湯冶爲主
方院桂枝15克尧茯苓15克尧赤芍10克尧丹皮12克尧連翹
15克尧桃仁12克尧五靈脂10克尧鱉甲15克尧龜板15克尧
大黃6克袁每日1劑袁加水煎湯內服袁日2~3次遥 偏濕熱袁
發于上肢加桑枝20克袁下肢加牛膝10克曰偏血瘀加鷄
血藤15克尧桃仁5克尧忍冬藤15克曰偏肝郁發于胸腹加
柴胡10克尧香附5克等遥

爲提高療效配合外治法袁效果更佳遥 外洗方院制
川草烏各15克尧五加皮20克尧伸筋草30克尧透骨草30
克尧丹參20克尧乳香10克尧沒藥10克尧忍冬藤30克尧生
大黃15克袁上藥每日1劑袁共煎湯燻洗患處袁胸腹部用
紗布泡藥液擦洗患處遥
1.5.2 對照組 64例患者均應用丹參注射液20ml
靜滴袁同時應用抗生素靜滴袁局部外塗黃馬酊遥

兩組均以10天爲1療程袁連續治療2個療效遥 2個
療效遥 2個療程完成後進行療效統計遥
1.6 統計學方法 採用SPSS13.0軟件包袁 等級資
料比較採用秩和檢驗袁計量資料採用t檢驗遥
2 結果
2.1 療效判斷標準 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佈
叶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要要要青蛇毒曳的療效判斷標
準院治愈院皮膚紅腫熱痛消失袁筋脈硬索結節消退遥 好
轉院皮膚紅腫熱痛消失袁筋脈硬索結節未完全消退遥
未愈院筋脈紅腫繼續蔓延游走遥
2.2 臨床療效比較 治療組64例患者袁2個療程結
束後進行療效判定袁其中治愈51例袁佔79.68%曰好轉
11例袁 佔17.18%曰 未愈2例袁 佔3.12%袁 總有效率爲
96.86%遥對照組64例治愈22例袁佔34.38%曰好轉33例袁
佔51.56%曰未愈9例袁佔14.06%袁總有效率爲85.96%遥
上述兩組療效經統計學處理袁p<0.05袁 有顯著性差
異遥 見表1遥
3 討論

現代醫學認爲袁血栓性淺靜脈炎多發于靑壯年袁
以四肢爲多見袁次爲胸腹部袁與季節無關袁男女均可

加味桂苓湯治療血栓性淺靜脈炎64例

蔡文墨 許佩玲

渊晉江市中醫院袁3622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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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n 治愈 好轉 未愈 總有效

治療組 64 52渊79.68冤 *11渊17.18冤 2渊3.12冤 96.86
對照組 64 22渊34.38冤 33渊51.56冤 9渊14.06冤 85.96
罹患遥 從病因上看袁化學性藥物刺激或持續性輸液尧
外傷尧感染尧血液高凝等因素是導致血栓性淺靜脈炎
的常見原因袁 其主要病理改變是靜脈壁發生炎症反
應及血栓形成袁局部出現紅色硬結或紅腫條索狀物尧
壓痛袁體溫及白細胞輕度升高袁一般不引起全身中毒
反應遥 此外袁惡性腫瘤等能導致血液黏度增高袁損傷
血管內皮細胞袁也可以見到血栓性淺靜脈炎的病例袁
並且容易反復發作袁對於這類患者袁應注意排除惡性
腫瘤尧免疫性疾病等易導致血液黏度增高的疾病遥 血
栓性淺靜脈炎屬於中醫學靑蛇毒尧黃鰍癰尧惡脈尧赤
脈等範疇遥 祖國醫學認爲袁野靑蛇毒冶發病袁由於情志
不暢袁肝氣鬱結袁肝膽濕熱或創傷尧染毒或靜脈創傷尧
氣血瘀滯或輸血尧輸液袁脈絡導致氣血運行不暢袁氣
滯血瘀袁脈道阻塞而發本病袁叶肘後備急方曳曰院野惡脈
者袁身中忽有赤絡脈袁如蚯蚓冶袁野皮肉卒腫起袁狹長赤
痛名遥 冶筆者認爲袁其主要病機是濕熱藴結袁瘀血留滯
脈絡袁 在臨床上根據其病因病機和經絡循行部位辨
證治療是關鍵所在遥

目前在對本病的治療中袁中醫辨證施治尧整體治

療仍具有一定優勢袁經過本硏究的臨床觀察袁治療組
療效確切袁有效率達96.86%袁尤其是在治愈率上與對
照組差異明顯遥 血栓性淺靜脈炎屬於無菌性炎症袁抗
生素治療臨床效果不佳袁 且濫用抗生素易導致並發
症的發生袁 建議治療血栓性淺靜脈炎應充分發揮中
醫藥的優勢袁內外治並重遥

野加味桂苓湯冶爲著名中醫外科專家許百軒先生
的經驗方袁爲其多年臨床應用總結而成遥 本方具有行
氣解郁袁清熱利濕袁通經活絡袁軟堅散結等功效遥 方中
丹皮尧大黃尧茯苓尧連翹袁清熱利濕解毒曰桂枝尧赤芍尧
桃仁尧五靈脂袁通經活絡祛瘀曰鱉甲尧龜板尧軟堅散結遥
外洗方具有通經活絡袁散結止痛等功效袁內外同治袁
共奏叶內經曳所云野通則不痛冶之功效遥 本療傚法對血
栓性淺靜脈炎的抗炎作用和消除硬結等效果尤爲明
顯袁 但是關於本方的確切治療機制還需進一步完善
硏究遥

渊作者簡介院蔡文墨袁男袁1964年1月出生遥 2004年畢業于湖

南中醫藥大學遥 晉江市中醫院門診部副主任尧副主任醫師遥 系

名老中醫許百軒的繼承人袁出版叶許百軒中醫外科治驗集曳叶許
百軒中醫外科臨證録曳袁協助省中醫藥學會編寫叶中醫四季養

生保健叢書曳叶常見病中醫藥防治曳遥現爲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

診斷專業委員會委員曰 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瘍科專業委員會

委員曰中國中西醫學會中醫皮膚科分會委員曰福建省中醫外科

學會副主任委員遥 手機院13808558181袁 郵箱院cwm0029@126.
com遥 冤

健腦再造散治療腦血栓尧腦栓塞尧腦出血後遺症1883例體會

台灣中醫藥研究委員會 樊秀玲

壹尧前言
腦血栓尧腦栓塞及腦出血是現代的關鍵詞袁病因

是由於血脂過高袁沉積在腦血管壁上袁逐漸形成動脈
粥樣硬化斑塊袁斑塊增多使血管壁內血栓形成袁血流
發生阻滯袁至使血管破裂出血而形成的袁是嚴重危害
中老年人身體健康的常見病袁 常伴有高血壓尧 高血
脂尧動脈硬化等心腦血管病遥 我們自製野健腦再造散冶
對1883例的腦血栓尧 腦栓塞腦出血後遺症治療效果
非常滿意袁謹分析如下院

貳尧一般資料院
本文病歷系2004年至今經過服用健腦再造散治

療的1883例中風患者遥
1尧性別男986例袁女897例遥
2尧年齡31-50歲袁798例袁51-60歲袁765例袁60歲以

上320例遥
3尧 病程6小時-3天者388例袁6天-20天268例袁30

天以後680例遥
一年以上要要要3年331例袁3年以上216例
4尧治療前主要症狀袁體徵
渊一冤意識狀况院淺昏迷196例袁嗜睡298例袁清醒

1389例遥
渊二冤語言狀况院渊意識恢復清晰後冤運動性失語

550例袁感覺性失語298例袁命名性失語276例袁語言蹇
澀536例袁正常223例遥

渊三冤肌力袁肌脹力院上肢肌力野0冶級268例袁野玉冶
級198例袁野域冶級239例袁野芋冶級298例袁野吁冶級270例袁
肌脹力減弱558例袁正常52例遥

渊四冤 血壓 渊mmHg冤院180/130以上838例袁160/
100要180/130mmHg之間598例袁160/90以下447例遥

渊五冤診斷院風中經絡渊腦血栓尧腦栓塞冤998例袁風
中臟腑渊蛛網膜下腔出血158例袁腦溢血727例冤遥

叁尧治療方藥院

表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渊n.%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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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擬健腦再造散主要成分院羚羊角尧川貝尧水蛭尧
血竭尧地龍尧西洋參尧紅花尧全蟲尧沉香等28味名貴中
藥組成遥

肆尧配合西藥治療情况院
1883例中袁 部分患者急性期曾給脫水劑尧 止血

劑尧降壓藥物短期對症治療遥
伍尧療效標準院
意識恢復正常袁語方流利袁癱瘓側肢體肌力恢復

至IV以上袁生活基本自理袁血壓維持120/70要要要150/
90mmHg之間爲痊癒袁癱瘓側肢體肌力恢復至域要要要
芋級袁其餘情况同前爲好轉袁病情不減輕袁症狀不改
善爲無效遥

陸尧治療結果院
痊癒1593例袁佔90%袁好轉90例袁佔10%袁總有效

率100%遥
柒尧治療結果院
例一袁王伊伊袁男65歲袁山西省萬榮縣西村鄉德村

人袁農民2001年4月1日袁以頭昏尧大小便失禁尧左側癱
瘓半天爲主訴來我門診袁今天早上起床後袁突感頭暈
難忍袁旣跌倒在地袁昏迷不醒袁頻頻嘔吐袁左側肢體失
靈袁大小便失禁袁即送縣醫院做CT袁診斷爲腦梗塞尧患
者即往有腦血栓1次袁腦出血1次袁有高血壓病史袁察
舌象質暗苔黃欠潤袁診脈象袁六部細弦袁查院查體血壓
150/90mmHg袁體溫36.5益袁呼吸20次/分袁脈搏72次/
分袁老年男性袁嗜睡不醒袁呼叫不睜眼袁問話不答袁雙
瞳孔等大等園約3mm袁對光反應遲鈍袁口角稍向右偏
斜袁伸舌偏左袁頸抵抗陰性袁雙肺聞及痰鳴袁心率82
次/分袁心音可袁心律齊袁無雜音袁A2跃P2袁腹平軟尧肝脾
未觸及袁右上肢肌力野0冶級袁肌張力減弱袁右下肢肌力
野玉冶級袁肌張力減弱兩側肱二頭肱三頭肌健反射化
旅伴袁左側霍夫曼氏徵陰性袁西醫診斷腦栓塞給降腦
壓活血化瘀袁 營養腦細胞等治療遥 中醫辯證爲中風
渊風中經絡冤袁給健腦再造散袁一次5g袁一日3次袁飯前
服袁服藥第3天後袁患者左手開始摸搓袁自笑袁第5天
後袁患者神志清楚袁答話切題袁但蹇澀袁自知大小便袁
左側肢體開始能抬起行走袁服藥後10天袁患者日漸好
轉袁一個人能上厠所袁服藥後20天痊癒遥

例二袁白某某袁女袁63歲袁山西省稷山縣柴村人袁
農民袁因腦出血住院一個月袁于2004年4月18日來我
門診袁患者以意識模糊袁大小便失禁尧失人袁左側肢體
癱瘓袁左上肢不能抬高袁手背及手指腫脹袁 手指活動
失靈袁 左下肢在人扶着時抖顫難以站立袁 肌脹力域
度遥旣住有高血壓史袁舌象質紅略暗袁苔黃乏津液遥脈
象兩寸 兩關細 澀 袁 尺脈 沉細 袁 查體血壓 160/
100mmHg袁體溫36.5益袁脈搏66/分袁呼吸20次/分袁語
言不流利袁口角向左歪斜袁伸舌偏右袁兩肺呼吸音清袁
心率68次/分袁心音可袁心律齊袁心尖區可聞及玉級收

縮期雜音袁A2跃P2袁腹平軟袁肝脾未觸及袁辯證爲中風
渊風中臟腑冤袁給健腦再造治療袁一次5g袁一日3次袁飯
前服用袁服藥3天後袁意識清楚袁便能認人袁大小便自
知袁左上肢能抬高90度袁左下肢在人扶着能站立並摞
動袁3-5步袁服藥7天自己便能大步邁開行走袁上肢能
抬高袁手背腫脹消失袁手指活動靈活袁繼服藥20天痊
癒遥

捌尧結論

叶內經窑調經論曳載院血之于氣並走于上此及大
厥袁厥則暴氣反則生袁氣不反則死遥 血與氣上昇于腦
的根源袁是積遥 叶靈樞窑百病始生篇曳説院野積之始生袁得
寒乃生袁厥及成積也遥 冶説明體氣內虛袁外邪襲入袁始
皮膚袁次腠理袁再次經絡袁邪留經絡則成積袁促成少陰
之氣厥于內袁所以血之于氣並走于上遥 氣爲血之帥袁
血爲氣之母袁血液能周流不息滋養全身袁是賴氣的推
動袁若氣上行不反袁血心隨之冲益冲心傷腦絡袁出現
昏死之狀遥 內經五臟生成篇説院血凝于脈曰泣遥 凝于
足曰厥遥又説多食咸則脈凝泣而色變遥此症就是現代
醫學所説腦血栓尧腦梗塞及高血壓遥

中醫認爲腦血栓尧腦梗塞尧多由氣虛血滯阻塞脈
道而形成袁風邪阻絡而出現口眼歪邪曰脾虛氣陷曰二
便失禁袁 風痰阻竅失語袁 氣虛瘀阻脈絡不通而偏枯
等遥 所以強調在治療中應辯證施治把好用藥時機遥

渊二冤
A院 腦血栓是由於顱內動脈本身病變形成的血

栓袁 管腔內狹窄和凝血引起某些腦動脈供應區內腦
組織缺血和梗死性壞死袁 而産生相應臨床症狀和體
症遥 相當于中風在經在絡遥 臨床輕者出現口眼歪斜袁
語言不利或半身不遂袁重者則突然昏迷不醒遥 常在安
靜或睡眠中發病袁 患者往往晨起睡醒時發現一側肢
體不靈活或語言不清袁 以後逐漸加重袁1-2日內達高
峰袁少有突然發病遥

B院 腦醒塞是指栓子經血液循環流入腦動脈袁阻
斷血流而産生相應區域的腦功能障礙袁 相當于風中
經絡袁臨床特點發病多急驟袁多無前驅症狀遥 開始時
一般意識清楚袁或有短暫性意識障礙袁不久可出現昏
迷袁新動向不遂袁言語不清袁口眼歪斜等症狀遥

辯證施治是治愈的關鍵遥 辯證用藥用得越是時
機袁病人恢復得越快遥 後遺症越少遥 西醫輔助治療重
症血栓尧 腦醒塞病人要用血管擴張劑擴充血容尧抗
凝尧溶栓劑尧抗血小板凝集促進腦細胞代謝袁顱內高
壓則應用脫水劑治療遥

渊三冤
中藥自擬健腦再造散主要成分院羚羊角尧川貝尧

水蛭尧血竭尧地龍尧西洋參尧紅花尧全蟲尧沉香等28味名
貴中藥組成遥 活血化瘀尧清心平肝尧化痰通絡袁補氣健
脾袁通栓醒腦袁臨床療效突出遥 具有改善心臟功能袁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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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冠狀動脈袁改善微循環袁可降低血小板表面活性袁
抑制血小板凝集袁預防血栓形成袁促進血栓溶解曰可
降低血脂袁 預防並治療動脈硬化曰 對炎症的影響方
面袁可抑制病原微生物袁又可調節整體狀態袁改善局
部循環及毛細血管通透性袁降低滲出及炎性反應遥 以
上功能和療效充分證明健腦再造散療效突出袁 效果
顯著遥

渊四冤
B院臨床實踐證明袁腦血栓尧腦醒塞的發病和飲

食密切關聯袁除了平時長期的低蛋白飲食外袁還與脂
肪過多攝入有關遥 國際中風學會也發表最新資料表
明袁 血漿中白蛋白過低袁 對預防中風的準確率高達
71%袁此項預報比高纖維蛋白袁高血糖尿的預報價値

都高遥 動物蛋白能改關善鼎內動脈的營養結構袁有抗
高血壓的效能袁從而起到預防腦梗塞的作用袁動物蛋
白多集中在魚類尧瘦肉尧蛋清和牛奶中袁各種豆製品
也含有不少高蛋白遥

平時注意多食用新鮮蔬菜和水果袁 不僅軟化血
管袁降低血脂袁同時還可將血液黏度變低袁減緩動脈
硬化程度袁在預防和治療期間袁患者的副食品在以高
蛋白和低脂肪飲食爲主袁平時還要多飲水袁這一點也
很重要遥

另外袁富含鎂和各種海産品袁深色蔬菜和硬殻類
堅果等食物袁也有助于對腦梗的預防袁平時還要養成
不吃或少吃動物脂肪和高膽固醇食品的習慣袁 愼于
吃甜食袁忌煙戒酒袁限止鈉鹽袁忌飽餐遥

所謂胃癌前病變袁 世界衛生組織把其分爲二大
類袁一類稱爲癌前疾病袁如慢性萎縮性胃炎尧慢性胃
潰瘍尧胃息肉尧殘胃尧惡性貧血等曰另一類袁稱爲癌前
病變袁即西醫病理學上的概念袁如胃粘膜腸腺上皮化
生渊亦稱腸化生冤尧胃粘膜異型增生渊也稱異型增生冤
等遥 但不管是哪種類型的胃癌前疾病袁在其病情發展
到癌變之前袁 其胃粘膜大多會發生萎縮性胃炎樣改
變袁並大多伴有不同程度的腸化生或異型增生遥 基于
此袁 醫界便總結出了大家比較認可的 野萎縮性胃
炎要要要腸腺上皮化生要要要胃粘膜異型增生要要要癌冶
這一胃癌變規律遥

旣然我們能比較清楚地認識到胃癌變規律袁那
么袁爲了讓廣大胃病患者不致于發生癌變袁我們就必
須想盡辦法不讓各型胃病患者的胃粘膜産生腸化生
與異型增生遥 只有這樣袁我們才能夠有效阻斷病胃發
生癌變袁防止胃癌的發生遥

那么袁 我們該用什么方法來阻止病胃向癌變發
展袁 也就是説袁 我們該用什么方法來逆轉胃癌前病
變袁這就是我們所要硏究的課題袁也是擺在廣大醫者
面前的一大難題遥 下面袁本文單就中醫角度袁簡要闡
述胃癌前病變的致病原因以及筆者所自擬的 野九味
清胃湯冶對逆轉胃癌前病變的臨床治驗袁以就敎于廣
大同仁遥

胃癌前病變的致病原因十分複雜袁 大致上與環
境污染尧遺傳尧飲食尧生活習慣尧幽門螺桿菌感染以及
胃息肉尧胃潰瘍尧萎縮性胃炎尧腸化生等胃局部病變
關係密切遥 中醫認爲袁導致胃癌前病變袁是由於患者

長期情志失調尧飲食不節而致脾胃虛弱袁或因感受外
邪入侵而致毒邪凝于中焦袁脾胃運化失司袁以致患者
機體陰陽失衡而出現食滯尧氣滯尧血瘀尧痰結尧熱結尧
寒濕等一系列病理改變袁最終發展成胃癌遥 而脾胃升
降失職袁 胃體氣滯血瘀是胃癌前病變最主要的發病
機理遥

針對脾胃升降失職尧 胃體氣滯血瘀這一胃癌前
病變最主要的發病機理袁筆者認爲袁要讓各型胃病患
者的胃粘膜不致于發生萎偏性胃炎樣改變袁 要做到
有效逆轉慢性萎縮性胃炎等各型胃病患者的胃粘膜
不至於産生腸化生與異型增生袁 必須從活血化瘀與
恢復脾胃的升清降濁功能入手袁兼及益氣養陰尧理氣
和中尧軟堅散結袁並採用野攻補兼施冶的治法袁才能富
有針對性地且富有成效地治療慢性萎縮性胃炎等各
型胃病所引發的胃癌前病變遥 根據這一治則袁筆者經
過30多年精心硏究與反復驗證袁 終于成功地總結出
運用野九味清胃湯冶治療胃癌前病變是一條安全可靠
且又療效確切的治療途徑遥

野九味清胃湯冶由枳實尧元胡尧白術尧烏賊骨尧廣木
香尧陳皮尧甘草等九味中藥組成袁方中重用枳實袁以理
氣消脹袁氣暢則血瘀可化曰元胡行氣活血袁消腫定痛袁
可使萎縮的腺體復生曰白術補脾益氣袁健運脾胃曰烏
賊骨生肌祛濕袁軟堅散結曰廣木香尧陳皮行氣止痛尧溫
中和胃曰甘草緩急止痛袁調和諸藥遥 另外兩味中藥可
助脾胃升清降濁尧滋養胃陰袁並可修復潰瘍面袁保護
胃粘膜袁諸藥合同袁共奏補益脾胃尧活血化瘀尧行氣止
痛以及恢復萎縮腺體之功遥 多年來袁經臨床驗證50余

野九味清胃湯冶治胃癌前病變療效奇特

福建省莆田市國醫堂民間秘方硏究所所長 余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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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慢性萎縮性胃炎伴腸上皮化生兼異型增生患者袁
凡堅持服用野九味清胃湯冶3要6個月者袁有80%左右
的患者袁慢性萎縮性胃炎可由重度逆轉爲中度袁再由
中度逆轉爲輕度袁再由輕度逆轉爲痊癒遥 且其所伴有
的腸化生也同時得到逆轉袁異型增生得到消除遥 另有
20%左右的患者袁慢性萎縮性胃炎及其腸化生尧異型
增生也有不同程度的逆轉遥 野九味清胃湯冶對胃癌前
病變的治療袁雖然還不是那么盡如人意袁而且還需要
在臨床運用中不斷加以完善尧提高袁但如此簡單的中
藥組方能有如此神奇的療效袁 這不能不説是醫界的
一大突破遥 因爲袁據筆者所知袁截至目前爲止袁在我國
醫藥市場袁不管是西藥袁還是中成藥袁能有效治療胃
癌前病變的藥品幾乎爲零袁而野九味清胃湯冶的問世袁
恰好實現了我國胃癌前病變藥物零的突破遥 由於野九
味清胃湯冶 在治療胃癌前病變方面有着較爲理想的
療效袁筆者爲了能在更大範圍內得到推廣袁曾于2009
年4月向國家知識産權局申報了專利袁 申請號爲
200910111593尧8曰後于2009年9月得到公開袁公開號

爲野CN101537062A曰現已進入實審程序遥
綜上所述袁野九味清胃湯冶不但能疏通脾胃經絡袁

有效促進胃粘液分泌袁激活胃粘膜再生功能袁修復糜
爛面袁癒合潰瘍面袁使萎縮的腺體復生袁而且能有效
阻止慢性胃潰瘍等胃病患者的胃粘膜向癌前病變發
展袁 特別對慢性萎縮性胃炎伴腸化生以及異型增生
疾患袁能由重度逆轉爲中度袁再由中度逆轉爲輕度袁
再由輕度逆轉爲痊癒遥 這樣就能有效地防止胃癌的
發生袁 就能拯救千千萬萬滑向胃癌深淵的胃癌前病
變患者遥 而這袁無疑是給廣大胃病患者送去的一大福
音袁也無疑是我國治胃領域中的一大創舉遥

渊作者簡介院余椿袁男袁1952年6月出生袁畢業于福清師專中

文系尧長期致力于中醫藥的硏究工作袁現任莆田市國醫堂民間

秘方硏究所所長遥曾于2010年5月應邀參加中華中醫藥學會在

湖南長沙舉行的全國第四屆中醫治未病與亞健康曁第二屆亞

健康經絡調理學術硏討會袁所提交的論文叶野五高一肝冶中醫調

理秘招曳榮獲一等奬袁並于2011年1月被中華中醫藥學會吸收

爲會員遥 聯繫方式院18905045555曰 電子郵箱院759742393@qq.
com冤

老年性痴獃是以獃傻爲主要表現袁以記憶缺損尧
判斷尧計算能力減弱尧人格障礙爲特徵的一種神志疾
病遥 其臨床表現袁輕者神情獃滯尧寡言少語袁善忘袁對
舊事記憶清晰袁近事轉瞬即忘袁計算能力減弱袁不辨
方向袁反應遲鈍袁對周圍事情表現淡漠曰重者終日不
語袁或閉戶獨居袁或語言顛倒袁性格明顯轉變袁或固執
易怒袁或哭笑無常袁自理能力不斷地下降袁甚至飲食尧
二便難以自理遥 這類患者難以或根本不能處理自己
的日常生活袁不能抵禦各種的傷害遥 是危害中老年健
康的一種難治性疾病遥

隨著世界人口平均壽命不斷增高袁 出現社會日
益老齡化遥 老年性痴獃在60歲以上的人群中發病率
也逐年上昇袁成爲人們健康的重要威脅袁同時也給社
會和家庭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袁 因此防治老年性痴
獃的發生袁已成爲現實迫切的需要遥 爲了探討該病的
防治袁本人談談自己的一點粗淺體會袁與大家一起討
論袁不對的地方敬請大家糾正遥
一尧病因病機探討

痴獃是一種全身性疾病袁只不過病位在腦遥 正如
叶醫林改錯曳中説院野靈機記性在腦冶遥 老年性痴獃大部
分都是發生在60歲左右的老人身上袁 由於人到老年
五臟皆虛袁因虛易致病袁因虛易受邪遥 因虛引起臟腑

功能失調袁導致野氣血不足袁腎精虧損袁髓海空虛袁氣
滯血瘀袁痰濕互阻袁蒙蔽清竅而發病冶遥 涉及到心尧肝尧
脾尧胃等臟腑遥病因主要是虛尧痰尧瘀尧郁四個方面遥病
機是本虛標實遥
1袁腎精虧虛袁髓海不足院腎爲先天之本袁藏精生髓袁精
足則髓足袁髓足則腦充袁腦有機靈記性袁一切的精神
活動袁全靠腦髓的供養袁而腦爲髓海袁野諸髓者袁皆屬
於腦冶遥 年老袁五臟皆虛袁腎虛爲先袁正如叶素問窑上古
天眞論篇曳所説院野五八腎氣衰袁發墜齒槁冶説明人的
衰老是從40歲以後腎氣衰開始袁 到老年已是精氣不
足袁腦髓無以充養袁引起髓海空疏袁元神無依袁神明無
主袁而失聰袁這是痴獃症的主要病因遥
2袁脾胃虛弱袁痰濁蒙竅院脾胃後天之本袁氣血生化之
源袁年老脾胃功能衰弱袁運化無力袁是老年病病理變
化的重要因素遥 正如叶素問窑上古天眞論篇曳説院野五七
陽明脈衰袁面始焦袁發始墮遥 冶説明衰老是從陽明脈
渊脾胃冤開始遥 由於脾胃虛弱袁飲食入胃不但不能變成
水谷精華被吸收袁成爲氣血袁反而積濕生痰袁蒙蔽清
竅成獃證遥 這是痴獃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遥
3袁肝氣鬱結袁情志失暢院人到老年袁經歷了無數的風
風雨雨袁勞累尧憂鬱在所難免遥 勞累尧憂鬱可使肝氣鬱
結袁肝木不能條達袁氣失疏泄袁因而橫逆袁或上犯心

老年性痴獃的中醫辨證防治探討

國際中醫藥硏究學院渊香港冤院長 陳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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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袁或中克脾胃袁或橫串經絡袁或下走腸間袁引起多方
面的疾病遥 正如院元窑王安道在液醫經溯洄集窑五郁論一
中説院野凡病之起也袁多由乎郁冶遥 勞累尧憂鬱又可以致
瘀遥 憂鬱不解袁心氣耗傷袁營血暗虧袁不能奉養心神袁
而致精神恍惚袁心神不寧袁悲憂善哭袁而成痴獃遥
4袁腎水不足袁心肝火旺院人到老年袁腎虛爲先袁腎水不
足袁不能滋潤五臟遥 正如液景岳全書院卷之三命門余
義一中所説院野命門渊腎冤爲元氣之根袁爲水火之宅袁五
臟之陰非此不能滋袁五臟之陽非此不能發遥 冶腎虛袁使
腎的陰陽失去平衡遥 加上有的老人素體陰虛袁或病後
傷及肝腎之陰袁引起水不涵木袁木火獨旺曰或水不濟
火袁心陽獨亢袁心腎不交袁熱憂心神袁引起神志不安袁
思維無序袁喜怒無常爲痴獃遥
5袁氣血兩虛袁瘀血內阻院腦賴髓養袁髓靠血濡袁氣攝血
行血袁氣機調暢袁血行無阻袁則氣血津液上輸于腦袁腦
得氣血供養袁靈機記性有序遥 長期的勞累憂鬱可以致
瘀袁加上年老氣血不足袁血虛血行遲緩袁氣虛無力推
動血行袁使瘀血內生袁阻滯經脈袁壅塞絡道袁氣血上不
到腦部袁腦髓缺氧袁人的靈機記憶漸失袁終成痴獃遥
二尧老年性痴獃的診斷標準

診斷標準是以1990年5月4日北京全國老年期痴
獃專題學術硏討會上修訂的痴獃症的診斷標準遥 其
中包括記憶尧判定尧計算尧識別尧語言尧個性尧思維尧人
格尧年齡尧病程10項內容袁上述前8項中有記憶尧判定尧
計算和另5項中的1項袁在6個月內有明顯減退或明顯
的缺陷者袁參考年齡尧病程即可診斷爲老年性痴獃遥
三尧辨證論治

老年性痴獃是一種難治之症袁 中醫辨證論治的
目的是通過四診八綱袁將病人早發現尧早預防尧早治
療遥 將病情儘量控制在初尧中期袁以免繼續向後期發
展遥
1 腎精虧虛袁髓海不足院

主症院神情獃滯袁頭暈耳鳴袁記憶力下降袁善忘袁
腰膝酸軟袁齒搖發落袁耳目不聰袁夜尿增多袁余瀝難
盡袁步履艱難袁語言謇澀袁平素沉默寡言袁肌膚不榮袁
臉色憔悴等袁脈細澀袁舌紅少苔遥

治法院滋補腎精袁塡髓健腦遥
方藥院河車大造丸合左歸丸長期服用遥
藥物院熟地袁淮山袁枸杞袁山茱萸袁紫河車袁龜板

膠袁鹿角膠袁杜仲袁麥冬袁人參袁五味子袁肉蓯蓉袁遠志袁
石菖蒲遥
2 脾胃虛弱袁痰濁蒙竅院

主症院神情獃鈍袁遺忘袁整日昏睡袁胸脘痞滿袁口
多涎沫遥 或苦笑無常尧喃喃自語袁或終日無語尧沉默呆
板袁不思飲食袁頭重如裹袁脈濡滑袁舌質淡袁苔白厚膩遥

治法院健脾化痰袁開竅醒神遥
方藥院滌痰湯加減渊半夏袁制南星遥 桔紅袁枳實袁茯

苓袁人參袁石菖蒲袁遠志袁郁金袁竹茹袁白術等冤
3 肝氣鬱結袁情志失暢院

主症院精神抑鬱袁神志痴獃袁惴惴不安袁悶悶不
樂袁悲憂善哭袁或煩躁易怒袁胸脅悶脹袁夜寐多夢袁脈
弦袁苔薄白遥

治法院疏肝理氣袁解郁暢懷遥
方藥院逍遙散加減遥 渊柴胡袁白術袁白芍袁當歸袁茯

苓袁枳殻袁郁金袁遠志袁熟地袁枸杞等冤
4 腎水不足袁心肝火旺院

主症院頭暈耳鳴袁記憶力減退袁健忘袁妄思離奇袁
幻視幻聽袁動而多怒袁心煩不寐袁腰酸膝軟袁兼見精神
緊張袁多言袁講個不停袁口亁咽燥袁潮熱盜汗袁五心煩
熱等袁脈細數袁舌紅少苔遥

治法院滋腎陰袁瀉肝火袁交通心腎遥
方藥院天王補心丹加減遥 人參袁元參袁丹參袁茯苓袁

遠志袁五味袁天冬袁麥冬袁柏子仁袁炒棗仁袁當歸身袁石
菖蒲袁生地遥 如果肝火旺袁加龍膽草尧生枝遥
5 氣血兩虛袁瘀血內阻院

主症院精神獃滯袁表情淡漠袁智力減退袁言辭顛
倒袁舉動不經袁善忘易恐袁情感異常袁行爲怪癖袁臉色
晦暗袁舌質紫黯袁或有瘀點尧瘀斑袁脈細澀遥

治法院行氣化瘀袁開竅醒腦遥
方藥院通竅活血湯加減遥 麝香0.2g渊冲服冤袁赤芍袁

川芎袁桃仁袁紅花袁熟地袁當歸袁地龍亁袁全蟲袁水蛭袁北
芪袁黨參遥
四尧預防與食療

痴獃症是屬於難治之症袁 主要是靠平時的預防
和調理袁來減少疾病的發生和惡化遥 人生到了40歲以
上臟腑的功能開始衰退袁特別是腎衰爲先袁正如液上
古天眞論篇一所説院野五八腎氣衰袁發墜齒槁遥 冶這時就
得開始養生袁不能等到疾病發生才來治療袁已經來不
及了遥 腎與脾是先後天關係袁先天腎氣不足袁要靠後
天脾胃來供養袁只有調理好脾腎袁再加上活血化瘀袁
這樣袁腎精飽滿袁氣血充足袁循環暢通無阻袁身體就健
康袁 疾病就減少遥 特別是痴獃症的病人更加需要調
理遥

現介紹幾款預防的食療如下院
1 健腦粥院

成份院粳米100g袁核桃仁30g袁淮山30g袁枸杞15g袁
桂圓肉渊龍眼肉冤30g遥

製作院水適量文火煮熟成粥袁即可食用遥
作用院健脾補腎袁補腦益智遥 可作爲腎虛所致的袁

以健忘爲主的老年痴獃症的長期食療遥
2 四神湯院

成份院蓮子15g袁芡實15g袁淮山20g袁茯苓20g袁渊以
上四味爲四神湯冤袁 加枸杞15g袁 龍眼肉20g袁 瘦肉
100g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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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院上藥洗淨袁加水適量袁文火煮熟袁即可食
用遥

作用院健脾補腎遥 可作爲預防痴獃症的食療遥
3 參七粉院

成份院人參渊或花旗參冤尧田七各等分量遥
製作院切片尧烤干尧磨粉遥
作用院每次參七粉3g袁開水送服袁具有補氣通經

絡袁預防血液循環不暢的痴獃遥
4 淮山枸杞龍眼肉燉豬腦湯院

成份院鮮豬腦一具袁淮山30g袁枸杞20g袁龍眼肉
20g袁田七6g袁黃酒100cc遥

製作院 將豬腦除去腦膜血絡袁 洗淨加入上述物
料袁加水適量袁加入調料袁燉約一小時袁即可食用遥

功效院滋補肝腎袁塡精益髓
適用人群院 腎精不足所致的頭暈目眩袁 耳鳴耳

聾袁痴獃健忘袁老人痴獃袁腎精衰弱遥
5 核桃桂圓蓮子粥院

成份院桂圓肉30g袁蓮子30g袁核桃仁30g袁大棗10
枚袁糯米100g袁白糖適量遥

功效院補益心脾袁健腦益智
適用人群院 心脾兩虛袁 氣血不足所致的智力減

退尧健忘失眠尧痴獃袁預防老年性痴獃遥
6 補腦開竅湯

成份院蘋果一個袁紅蘿蔔一個袁石菖蒲20g袁炒白
術20g袁淮山20g袁遠志肉15g袁瘦豬肉200g袁桂圓肉30g

功效院養心安神袁健脾化痰袁開竅益智袁適用于脾
虛痰盛蒙蔽心竅所致的痴獃症尧健忘症袁可作爲老年
性痴獃的預防湯水遥

製作院將上述物料洗淨袁放入砂鍋肉袁加水適量袁
用文火煎煮1小時袁去渣飲湯遥
五尧病例介紹

游XX袁女袁72歲遥 2008年12月8日初診袁門診病歷
編號院025184

二年前家人發現有陣發性精神獃滯袁 記憶力減
退袁當時未加以重視遥 近一年來健忘袁經常失眠袁睡著
就發夢易醒袁有時要靠安眠藥才能睡遥 二個月前因老
伴病故袁上述症狀加重袁經常徹夜不眠袁半夜啼哭袁白
天獃坐家中袁西醫作腦CT檢查袁診斷爲輕度腦萎縮遥
在家人的陪伴下看中醫遥 來診時袁表情淡漠袁神情獃
滯袁沉默寡言袁對答病情不清晰袁言語顛倒袁近時記憶
減退袁伴有頭暈耳鳴袁Bp院135/85mmhg袁P院75次/分袁腰
膝酸軟袁行路無力袁頭髮稀疏花白袁耳目不聰袁體形稍
胖袁不思飲食袁隨地吐痰尧色白袁小便夜尿增多袁時有
遺尿和失禁遥 大便稀爛袁一日1-2次遥 脈細濡袁苔白稍
膩袁舌底下有二條紫色靑筋遥 此是腎氣虧虛袁腦髓不
足袁脾虛生痰袁痰濁瘀血蒙蔽清竅成痴獃遥 治以補腎
健脾尧活血化瘀尧開竅醒腦遥 方用院左歸丸合歸脾湯加
減治療遥 囑一個療程爲半個月袁再復診遥

熟地15g袁淮山15g袁枸杞12g袁山茱10g袁菟絲子
12g袁鹿角膠12g袁龜板膠12g袁紅參10g袁茯苓12g袁白術
12g袁炒棗仁12g袁五味子6g袁遠志10g袁石菖蒲10g袁郁金
10g袁半夏12g袁田七6g袁炙甘草6g袁每劑煎二次袁分早
晩服遥

上方每天一劑袁15天爲一個療程袁 隨症加減袁連
服二個月遥 最初半個月服藥後袁精神比來診時清醒袁
睡眠改善袁在家人的勸慰下袁半夜啼哭減少袁胃口也
好轉遥 一個月後精神明顯好轉袁識招呼來客袁頭暈耳
鳴已愈袁 回答問題也比較清晰袁 間中能幫助料理家
務遥 二個月後症狀基本消失袁回答問題正確袁生活基
本自理遥 隨訪一年未復發遥

2010年6月30日

兹就2008年3月至2011年3月在我院內科診治的
腦梗塞言語不利的病例袁 選擇記載較詳細與經過追
訪者32例袁從膚淺的臨床體會中袁加以討論遥
1 臨床資料
1.1 病例來源

選擇神志清楚袁經顱腦CT確診爲腦梗塞袁以言語
不利爲主要表現者袁 符合福建省中醫內科病症診療
常規袁中風病症診療標準遥
1.2 性別尧年齡尧病程

32例中袁男性18例袁女性14例袁年齡最小者43歲袁
最大者82歲袁以50-70歲者最多遥 病程最短者3小時袁
最長者6個月遥
2 治療過程

經在住院期間及出院後袁 服用轉舌解語湯每日1
劑袁連續服用3個月遥
3 轉舌解語湯的組成及加減

組成院半夏10g尧陳皮10g尧石菖蒲10g尧茯苓15g尧遠志
10g尧羌活6g尧全蝎6g尧蒼术尧10g尧紅花10g尧炙山甲6g

略述轉舌解語湯對腦梗塞言語不利的診治

黃 濤

渊惠安縣中醫院 福建 泉州 3621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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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 治則

風 風 陰 瘀 痰 祛 平 滋 化
痰 陽 虛 血 濕 風 肝 陰 痰
入 上 風 阻 阻 化 潜 潜 通
絡 擾 動 絡 絡 痰 陽 陽 絡

5 5 1 6 15 5 5 1 21

症狀
言語

不利

肢體

偏癱

頭暈

頭痛

手足

麻木

口角

流涎

例數 32 21 18 8 23

舌質

尖

紅

淡

紅

暗

紫

苔

白

苔

黃

黃

膩

白

膩

正

常

浮

數

22 6 4 1 4 16 10 1 5

脈診

弦

4

弦

細

數

5

弦

滑

18

舌苔

加減院痰熱偏盛者加瓜蔞尧竹茹尧貝母曰肝陽上亢
者加雙鈎藤尧石決明尧夏枯草曰兼善忘尧喜笑者加川
連尧連翹尧木通尧紫貝齒曰兼流涎尧喜臥倦怠尧苔膩尧脈
滑者加木香尧砂仁尧焦三仙曰兼耳鳴尧遺尿者加山萸
肉尧桑螵蛸尧益智仁尧巴戟天遥
4 療效評定標準

基本痊癒院能正常交談袁言語較清晰遥
顯著有效院能正常交談袁言語較含糊遥
有效院可交談袁言語不清晰遥
無效院不能正常交談袁言語模糊遥
5. 臨床中醫症候及治療原則

5.1 症狀渊詳見表1冤
表1

5.2 舌診與脈診渊詳見表2冤
表2

5.3 病機診斷及治則渊詳見表3冤
6 治療效果

基本痊癒8例渊佔25%冤袁顯著有效16例渊佔50%冤袁

有效者3例渊佔9.3%冤袁無效者5例渊佔15.7%冤遥
7 藥理作用及分析

中風的形成袁以情志不調袁久病體虛袁飲食不節袁
素體陽亢爲主袁誘因主要爲煩勞袁惱怒袁醉飽無常袁氣
候變化等袁病位在腦袁涉及心肝腎袁病理因素爲肝風尧
痰火和血瘀袁病機主要爲陰陽失調袁氣血逆亂袁上冲
于腦遥

據表2袁從舌苔來看袁言語不利症以膩苔多見渊26
例冤袁脈象以弦滑爲主渊18例冤袁説明言語不利症主要
是風痰上擾袁痰濕阻絡袁舌本失利遥 治宜祛風除痰袁運
脾清心袁化瘀開竅遥 藥用半夏尧陳皮尧茯苓健脾化痰袁
羌活尧全蝎祛風通絡袁石菖蒲尧遠志化痰開竅袁蒼術燥
濕化痰袁紅花尧炙山甲祛風活血通絡遥 患者言語不利
時日較久時袁須加重活血之品曰邪退正虛袁氣血不足
時袁可適當加用補益氣血之品遥
8 結語

腦梗塞言語不利症主要因風痰上擾袁 痰濕瘀血
阻絡所致袁 運用轉舌解語湯能有效改善言語不利症
狀袁32例患者中總有效率達84.3渊27例冤遥

渊作者簡介院黃濤袁男袁1979年4月袁2001年畢業于福建中醫

學院袁學士袁主治醫師袁手機18750606611遥 冤

表3

叶素問窑至眞要大論曳謂野治有緩急袁方有大小冶袁
開方劑分類之先河遥 至金代成無己叶傷寒明理論曳始
定爲七方袁並以此爲制方之準繩遥 相對於大方藥味多
或藥量重袁適用于邪氣強盛袁病有兼證的患者而言袁
小方則藥味少或藥量輕袁多適宜于邪氣輕淺袁病無兼
證的患者遥 作者以單味中藥藥量1-6g袁共計16-20味
藥物進行組方袁治療腎內科門診常見疾病袁取得較滿
意效果袁現總結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1.1一般資料 300例患者在2009年3月至2011年7月就

診于我院腎內科門診袁年齡21歲要65歲袁男性130例袁
女性170例遥 疾病診斷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1994年6
月發佈的叶中醫病症診斷療效標準曳爲依據院中醫診
斷院水腫100例袁腰痛80例袁淋證80例袁其它40例遥 西醫
診斷院腎病性水腫20例袁下肢靜脈曲張或下肢靜脈瓣
功能不全35例袁 特發性水腫43例袁 心源性水腫2例遥
腰痛中先天性或腰椎病變8例袁合併男性功能障礙30
例袁合併尿路感染或盆腔炎37例袁尿路結石5例遥 單純
尿路感染24例袁合併盆腔炎56例遥 兼證兼病院便秘110
例袁手足怕冷183例袁夜尿多10例袁出汗多或有盜汗17

門診應用小方300例臨床體會

山西中醫學院第二中醫院 毛藝

180



2009年1月要2011年5月袁 我們運用腦心通膠囊
合波立維治療腦梗死42例袁取得了較好的療效袁現報

吿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例曰糖尿病6例袁高血壓7例袁脂肪肝3例遥
1.2 治療方法 300例患者均採用口服中藥治療遥 根
據主證尧 舌脈及二便情况爲辯證施治進行組方袁3-5
劑後復診遥 基本藥物組成院葛根4-6g袁桔梗1-3g袁厚樸
3-4g袁檳榔3-4g袁白術3-4g袁柴胡3-4g袁香附3-4g袁丹
皮3-4g袁蒲公英2-4g袁桂枝3-4g遥 隨證酌情加減以下
藥物院濕熱症候院白頭翁尧黃芩尧黃柏尧忍冬藤尧茵陳尧
萆薢曰便秘院瓜蔞仁尧生大黃曰腰痛院金毛狗脊尧薏苡
仁尧牛膝曰水腫院夜交藤尧茯苓尧白蒺藜曰自汗或盜汗院
白芍尧生龍骨尧生牡蠣尧遠志曰氣血虧虛院當歸尧白芍尧
黃芪尧黨參尧山藥曰津乏院生地尧石斛尧天花粉尧菊花尧枸
杞曰氣鬱血瘀院郁金尧丹參尧紅花尧川芎尧生麥芽曰大便
次數多院炒白術尧雲苓尧佩蘭遥 煎服方法院直接加入涼
水袁無須浸泡袁文火煮沸袁煮沸後1-2分鐘即可倒出藥
液袁同法再煎煮1次袁將兩次藥液混匀袁分兩次早晩空
腹溫服遥
1.3 結果 根據國家中醫藥管理局1994年6月發佈的
叶中醫病症診斷療效標準曳判斷療效袁治愈院主證全部
消退袁其他症狀消失曰好轉院主證及其他症狀減輕曰未
愈院主證及其它症狀無變化遥 300例患者中袁第1次復
診率爲80豫袁其中好轉率爲100豫袁治愈率爲10豫曰第2
次復診率爲45豫袁 其中好轉率仍爲100豫袁 治愈率
38豫遥 症狀改善以便秘尧畏寒尧肢冷尧腰部困痛尧乏力尧
睡眠等較爲明顯遥
2 典型病例

董某袁男袁38歲袁主因腰痛1月于2009年6月就診遥
確診糖尿病2年袁應用胰島素治療袁肥胖袁空腹血糖
6.8-8.3mmol/L袁餐後血糖13.5-15.30mmol/L遥 腰痛以
性生活後明顯袁活動後可減輕袁無放射痛曰其它症狀院
甚感疲乏袁冬季怕冷袁有思想壓力袁飲食睡眠一般袁小
便正常袁大便2-4次/日袁不成形遥 查體院肥胖體形袁舌
質淡紅袁舌邊紅袁舌苔白膩袁尺脈弱袁心肺腹正常袁四
肢及神經系統檢查正常遥 中醫診斷腰痛-濕阻經絡袁
治以益氣溫陽化濕袁方藥院葛根6g袁厚樸4g袁炒白術
4g袁薏苡仁4g袁香附3g袁柴胡3g袁浙貝4g袁檳榔4g袁石菖
蒲4g袁金毛狗脊4g袁白頭翁6g袁忍冬藤4g袁茵陳4g袁蒲公
英4g袁丹皮4g袁炒棗仁4g袁夜交藤4g袁焦三仙各4g袁桂枝
3g袁桔梗3g遥 隔日1劑袁分兩次早晩空腹溫服遥 同時要

求三餐飲食結構合理袁進行體能鍛煉遥 3劑後復診時袁
訴偶感腰痛袁疲乏明顯改善袁每日晩餐後步行2小時袁
大便1-2次/日袁成形遥三診後未再來診遥 半年後隨訪袁
訴一直堅持飲食控制和運動鍛煉袁 每日監測三餐前
後血糖袁基本正常範圍袁已停用胰島素袁體重下降15
公斤袁偶有腰部不適袁大便1次/日袁正常日常生活遥
3 體會

本文300例組方以單味藥物劑量小於常用藥量
而稱之爲小方袁煎煮方法簡單袁不需浸泡袁煮沸後1-2
分鐘即可袁臨床療效確切遥 組方的理論基礎袁來源于
劉紹武先生的野三部六病冶學説和郭志辰先生的野小
方治病冶思想遥 野三部六病冶學説提出人體由表部-氣
體呼出吸入尧里部-食物攝入排泄尧半表半里部-氣血
周始循環三部結構構成袁 通過氣血的循環達成人體
整體生命活動的統一袁三部以氣血爲樞紐袁維係三部
和整體的平衡袁這種平衡的打破袁即形成各種各樣的
疾病遥 因此調暢氣血是該學説治病的主導思想袁小柴
胡湯是其治病的基礎處方遥 野小方治病冶理論袁以藥味
少袁藥量小袁煎煮時間短爲特點袁有野小方者袁藥量小袁
藥味淡袁氣味輕袁以柔克剛袁疏而散之冶之觀點袁對許
多疑難雜症有較好的療效遥 作者認爲袁門診患者多病
情較輕袁藥物用量不需太大袁即能達到有效的治療效
果袁由此藥物藥量定爲1-6g遥 在藥物選擇上袁以開肺
氣尧調腑氣尧疏肝氣袁調暢人體整體的氣血運行爲主
導袁根據藥物的性能尧歸經袁選用葛根尧浙貝尧桔梗調
暢肺氣袁厚樸尧檳榔尧白術調理胃腸腑氣袁柴胡尧香附尧
丹皮袁桂枝疏通全身血氣袁蒲公英清熱益氣化濕袁使
人體三部組織之氣血得以流暢袁 各個臟器和整體生
理功能發揮正常袁並隨病證加減相應藥物遥 經過臨床
實際應用袁我認爲野三部六病冶和野小方治病冶理論袁對
於臨床治療疾病有着積極的指導意義袁運用小方袁調
暢機體臟腑組織氣血功能袁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袁不
僅在經濟上花費小袁更重要的是有着確切的療效遥 儘
管如此袁這種組方仍然有待于進一步探索實踐遥

渊作者簡介院毛藝 女袁1963年7月袁主任醫師 山西中醫學

院第二中醫院腎內科 渊030024冤袁 電話院18935153150曰 郵箱院
maoyi1963@126.com冤

腦心通膠囊合波立維治療腦梗死42例

福建省安溪縣中醫院 黃建章

福建省安溪縣醫院 黃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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疱疹性咽峽炎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一種類
型袁是耳鼻咽喉科的常見疾病袁常由病毒引起袁常見
于夏季袁主要表現爲咽部疼痛尧發熱袁檢查可見咽充
血袁軟腭尧腭垂尧咽部疱疹及疱疹破潰後可形成的小
潰瘍袁我科應用普濟消毒飲加味治療疱
疹性咽峽炎28例袁療效滿意袁現報吿如下遥
1 資料與方法

1援1 一般資料
2001年至2010年月我科共收治疱疹性咽峽炎59

例袁隨機分爲治療組28例袁其中男13例袁女15例曰觀察
組31例袁其中男14例袁女17例遥 年齡1歲至47歲袁兩組
資料治療前無顯著性差異袁具有可比性遥
员援2 診斷標準

均爲單獨發生尧無全身症狀的疱疹性咽峽炎遥 主
要表現爲咽部疼痛尧發熱遥 查體見咽充血袁軟腭尧腭
垂尧咽部表面有灰白色疱疹及淺表潰瘍遥
2 治療方法

治療組用普濟消毒飲加味袁方劑組成院黃芩15g袁

普濟消毒飲加味治療疱疹性咽峽炎28例

安溪縣中醫院耳鼻咽喉科 余琴棋 盧惠卿

1.1 一般資料
84例均爲我院住院患者袁 隨機分爲治療組和對

照組各42例袁其中治療組男25例袁女17例袁年齡55要
81歲袁平均65歲袁病程4小時要6天遥 對照組男26例袁女
16例袁年齡52要79歲袁平均68歲袁病程4小時要5天遥 兩
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病程.並發症和神經功能缺損程
度方面袁經統計學檢驗差異無顯著性意義渊P>0.05冤袁
具有可比性遥
1.2 診斷標準

全部病例均符合1995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腦病
急症協作組制定的 叶中風病診斷及療效評定標準曳袁
並經頭顱CT或MRI檢查而確診遥
2 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根據病情均給予相應的基礎治療袁如
穩定血壓袁降脂袁維持血電解質平衡袁控制感染袁降低
顱內壓及對症支持治療等遥 治療組同時給予步長腦
心通膠囊渊國藥準字Z20025001冤1.6g袁每天3次袁波立
維75mg袁 每天1次袁 對照組維腦路通片 渊國藥準字
H12021051冤120mg袁一日3次袁拜阿斯匹林100mg袁每
天1次遥 兩組均2周爲1個療程袁均治療4周遥
3 療效觀察

3.1 療效標準
參照第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通過的臨床療效

評分標準制定遥 痊癒院患者肌力達5級袁構音清楚袁生
活自理遥 顯效院患者肌力提高2級以上或失語等症狀
明顯好轉遥 有效院患者肌力提高2級以上遥 無效院症狀
體徵無明顯變化遥
3.2 兩組療效比較

治療組42例袁痊癒院10例袁顯效院11例袁有效院18
例袁無效3例袁總有效率92.86%遥 顯效率52.38%遥 對照
組42例袁痊癒院8例袁顯效院9例袁有效院13例袁無效12例袁

總有效率71.42%遥顯效率40.47%遥治療組明顯優于對
照組袁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渊P<0.01冤遥
4 討 論

腦梗死是神經系統常見病.多發病袁致死率和致
殘率高袁已成爲嚴重的醫學和公共衛生問題遥 阿斯匹
林在預防心腦血管急性血栓栓塞性疾病方面起重要
的作用遥 但部分服用大劑量阿斯匹林的患者仍然發
生血栓栓塞性事件遥 國外硏究渊CAPRIE冤入選了有心
肌梗死. 缺血性腦卒中. 或周圍血管病的患者19185
例袁比較比較氯吡格雷渊波立維冤75mg/天與阿斯匹林
325mg/天的二級預防效果袁 發現氯吡格雷療效略優
于阿斯匹林袁 氯吡格雷比阿斯匹林進一步下降缺血
事件RR8.7%渊P=0.043冤袁其整體安全性至少與中等阿
斯匹林相當遥 腦梗死屬中醫野中風冶尧野卒中冶範疇遥 其
病機多屬臟腑功能失調.氣虛血瘀袁血脈痹阻所致遥活
血化瘀袁通脈舒絡爲治療之根本遥 腦心通膠囊具有益
氣活血尧化瘀通絡袁用于中風所致半身不遂尧肢體麻
木尧口眼歪斜尧舌強語蹇等腦血管缺血性疾患以及各
種血液高粘症袁很多臨床實驗證實腋2夜袁腦心通膠囊
對"血瘀"模型的全血高切尧低切粘度尧血漿粘度尧還
原粘度尧 血小板粘附率均有顯著降低作用曰 可抑制
ADP誘導的血小板聚集曰可明顯抑制血栓形成袁且有
定的量效關係曰可明顯增加腦血流量袁明顯降低腦血
管阻力袁明顯延長凝血時間遥

綜上所述袁 腦心通膠囊合波立維均能改善腦血
液循環袁抑制血小板聚集袁降低血液黏度袁改善缺血
性腦組織的血供袁疏通微循環遥 具有治療腦梗死效果
肯定袁作用迅速袁不良反應少的特點袁値得臨床進一
步硏究和推廣應用遥

渊作者簡介院黃建章袁副主任醫師袁單位院福建省安溪縣中

醫院內科袁郵編院362400曰聯繫方式院huang491699962@qq.co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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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從事臨床運用中醫診治處理病人有30年左
右袁 通過臨床認眞硏究摸索創新了一套診斷胃下垂
方法治療胃下垂伴胃炎及其他雜病不少袁收穫頗多袁
現把本人的經驗初步總結如下院
一尧如何診斷胃下垂方法渊觸診冤逐一介紹袁該創新方
法用在臨床有它的實用價値遥
1尧觸診方法袁醫者用一手的食中指與無名指同時先
按壓神闕穴渊敏感主穴冤片刻若産生異常反應後袁再
用另一手按脈 渊寸關尺冤 進行中呈現陽性反應成正
比袁作爲之後再分爲穴位搏動和壓痛程度大小渊指陽
性反應冤袁反應的大小輕重程度可以評定單純性胃下
垂袁或伴胃炎及其他雜病遥
2尧穴位選擇院

淤神闕穴渊臍中點有益氣固本袁關鍵穴冤遥
于下脘穴渊臍上二寸處冤遥
盂下垂點渊臍上二寸半袁創新關鍵診斷穴位冤若

伴有胃炎的下垂點壓痛更明顯遥
榆石門穴渊臍下二寸處冤遥

3尧採用特殊手法觸診院
分爲辨明穴搏渊穴位搏動簡稱冤與壓痛是否陽性

認眞評級袁沒有反應即陰性渊正常冤遥
淤通過觸診順序渊神闕尧下垂點尧下脘尧石門冤查

出是否穴位呈現陽性反應袁 首先由輕到重按壓神闕
穴袁觸感到明顯的穴搏大小與病者脈搏渊寸關尺冤成
正比袁然後按壓其他三穴均有同樣陽性反應袁可診爲
中度胃下垂袁較弱低脈搏者渊一般還沒有病態出現冤
重按壓則始有可診爲輕度胃下垂曰 若是穴搏大於脈
搏者渊成反比冤袁該病人多爲身體弱而瘦袁甚至脈細沉
無力袁可診爲重度胃下垂遥 四個穴位均沒有出現陽性
反應就可以排除胃下垂之疑遥 簡言之袁穴搏出現輕壓
則有袁重按更甚袁並詢問病人言有不舒服感者袁可診
爲重度胃下垂袁若此時病人言及咽喉部有阻塞感渊胃

淺談創新方法診療胃下垂胃炎的臨床體會

晉江市醫院晉南分院 施土埕

黃連9g袁牛蒡子13g袁玄參15g袁甘草10g袁桔梗10g袁板藍
根20g袁升麻5g袁柴胡9g袁馬勃5g袁連翹20g袁陳皮5g袁殭
蠶9g袁薄荷5g渊以上藥物小兒酌減冤遥 高熱者加生石
膏曰大便干者加大黃曰嘔吐者加姜竹茹曰無汗惡寒或
風寒化熱者加荆芥遥 對照組單予利巴韋林靜脈滴注遥
兩組對症治療相同袁 考慮合併細菌感染者加用抗生
素遥
3 治療結果

3援1 療效評價
觀察指標院因該病兒童較多見袁發熱對患兒造成

的危害較大袁高熱引起的水尧電解質紊亂尧繼發感染
及對神經系統的損傷袁多由連續2d以上高熱引起袁故
把發熱2d作爲觀察指標遥把退熱定義爲顯效遥因本病
自然病程爲1周左右袁 疱疹消退時間大多在7d左右遥
故把5d內治愈率作爲具有臨床意義的時間袁 把咽部
疱疹消退定義爲治愈遥
3援2 結果

兩組比較治療組2d退熱23例袁退熱率82%袁對照
組2d退熱13例袁退熱率42%袁按琢=0.05標準判斷袁P约
0.001袁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袁説明觀察組效果明顯曰治
療組5d咽部疱疹消退18例袁64%袁對照組5d咽部疱疹
消退15例袁退熱率48%袁按琢=0.05標準判斷袁P约0.005袁
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袁説明觀察組效果較好遥
4 討論

疱疹性咽峽炎爲病毒感染所致袁 其病毒種類有
柯薩奇病毒尧疱疹病毒和埃可病毒等袁還可並發細菌
感染遥 它們所導致的疾病傳染性強袁流行快袁主要侵
犯1~7歲的小兒袁主要表現爲咽部疼痛尧發熱袁檢查可
見咽充血袁軟腭尧腭垂尧咽部疱疹及疱疹破潰後可形
成的小潰瘍遥 疱疹性咽峽炎的治療目前尙無特效藥
物袁臨床上多選用利巴韋林抗病毒袁該藥可通過抑制
核酸合成而阻止病毒複製袁 但卻有明顯的胃腸道反
應和白細胞及血紅蛋白下降的不良反應袁 且僅是針
對病原治療而未兼顧機體免疫功能的改善遥 疱疹性
咽峽炎中醫屬於野風熱喉痹冶範疇袁多爲外感風熱袁脾
胃積熱上攻咽喉所致遥 普濟消毒飲系李東垣所創袁主
要功用爲清熱解毒袁疏風散邪遥 方中黃芩尧黃連尧升
麻尧連翹尧板藍根尧牛蒡子尧馬勃尧薄荷尧殭蠶等清熱解
毒疏風袁玄參滋陰降火袁桔梗載藥上行袁以瀉上焦鬱
熱袁合用以奏清熱解毒袁疏風散邪之效遥 現代藥理硏
究表明袁中藥黃芩尧黃連尧板藍根尧連翹尧牛蒡子袁馬勃
等均有較好的抗病毒及抗菌作用曰 柴胡的主要成分
柴胡皂甙袁其具有鎮痛袁解熱等作用曰加上薄荷可使
皮膚毛細血管擴張袁增強機體散熱遥 故使用該方加味
治療疱疹性咽峽炎袁可明顯改善症狀袁縮短病程遥

渊作者簡介院余琴棋袁男袁1970年2月生袁安溪縣中醫院耳鼻

咽喉科主治醫師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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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陰上冲之氣冤袁個別病人在左下腹溝處可觸及一條
索狀之物袁這可診爲重度胃下垂渊該病的出現説明病
人患重症胃下垂是較長期之原因冤遥

于患胃下垂患者伴有炎症或涉及其他雜病均需
要認眞將四個穴位壓痛輕重程度將進行評級袁 穴位
壓痛輕者爲野+冶渊輕炎症冤袁壓痛明顯定位野++冶渊輕重
炎症冤袁再按壓四個穴位應由輕到重渊用力均匀冤遥 神
闕穴尧下垂點穴最爲明顯遥 並同時從劍突下按壓至下
脘穴渊胃脘部冤出現壓痛野++冶以上袁隱痛連脅袁噯氣呑
酸袁脈沉弦袁便結袁渊急初診個別病人難以查出胃下垂
例外冤腹部脹氣可診爲胃下垂伴胃炎袁可採用急則治
其標袁待炎症緩和後再採用標本同治法對症下藥遥 另
一方面袁涉及其他雜病的袁如膽區疼痛不休袁又放射
到右肩背部的袁便結多天袁應急採用膽胃同治法進行
對症下藥遥

盂單純性重度胃下垂袁 經手法觸診四個穴位穴
搏大於脈搏袁而沒有壓痛感渊必須具有臍中點尧下垂
點按壓時出現不舒服感冤遥 極個別病人超過下垂點至
石門穴範圍袁 患者訴説自己經常聽到下腹部振水聲
及下墜感袁按壓臍中點尧下垂點時偶有咽喉部阻塞感
渊胃濁陰上冲之氣冤袁但沒有壓痛陽性反應遥 極少數病
人在左下腹溝處可觸及條索狀之物微動袁 並出現身
瘦尧脈沉細無力袁可能該病人患胃下垂較長時間的原
因遥

榆補充説明袁本人曾經對一班小學生渊10歲要12
歲冤40人左右袁進行觸診檢查中袁佔有三分之一兒童
出現穴搏陽性反應袁並逐一對該兒童查問病史袁經常
均有不同程度的食慾不振尧胃疼尧食後嘔吐袁腹脹或
腹瀉尧伴頭暈等症狀遥 這對醫生幫以治療兒童消化道
疾病提供可靠的客觀依據遥
二尧病案院

李其玉袁 女袁27歲袁 生育二女袁 四川省人袁
2009.7.25來診袁 親見患者身瘦而小袁 面色晄白 渊貧
血冤袁説話低微遥 自述近十天來每天欲解大便一次就
難下袁覺得肛門口有物阻住袁實是苦不堪言袁伴有大
汗淋灕袁心悸氣短袁下腹部有下墜感袁已有三天不能
上班袁因此由工厰老闆用車載來診病遥 本人按其脈沉
細乏力袁測血壓70/50HHmg袁舌苔白袁口干欲飲袁飲水
則腹脹袁診爲脫肛症袁症屬脾胃氣虛尧中氣下陷袁治宜
補中益氣袁升陽舉陷袁方用補中益氣湯加味院生黃芪
30g尧黨參12g尧升麻5g尧柴胡7g尧陳皮10g尧當歸8g尧焦白
術10g尧炙草3g尧炒淮山15g尧芡實12g袁開3帖每天一
劑袁另配用耳壓丸療法院胃尧脾尧腎尧結腸尧三焦袁皮質
下開壓點袁一天壓三次袁每次5分鐘遥 2009.7.28復診

渊第二次冤袁病者吿訴脫肛已收袁食慾一般袁精神好轉袁
再矚其按原方繼服三劑袁及換耳壓丸一次遥 2009.8.1
又來診袁病者訴説袁服三劑後見效慢袁偶有肛門口不
舒適渊脫肛已收冤袁並發現咽喉部偶有阻塞感遥 本人再
次按壓腹部穴位袁發現下垂點神闕穴均有壓痛現象袁
疑擬胃下垂伴胃炎袁建議第二日到醫院做x光鋇餐透
視渊早上空腹冤遥 2009.8.2袁英林醫院x線報吿單袁意見院
1毅胃下垂袁胃炎渊內附報吿單影印一張冤遥 本人詳細門
診後袁再三考慮袁覺得上方藥劑中袁生黃芪應加量及
改用炒的袁即炒黃芪45g至50g袁並加入院川黃連7g尧生
杭芍12g尧炒枳殻12g尧香櫞10g袁以達到清熱和胃袁健
脾益氣袁理氣止痛之效遥 並每天生咀洋參3g增加機體
免疫力遥 一星期後袁病情大有好轉袁另建議注射AIP1
支+VB12液1支渊1mg冤混合肌經每天1針袁計20天渊貧
血尧血壓低冤來增強身體抵抗力遥 就這樣袁患者信心十
足袁堅持服中藥袁病情日趨好轉了袁干工作可以勝任遥
2009.12.8經動員袁 必須再做X線鋇餐透視復查遥
2009.12.20英林醫院X線報吿單中意見院胃下垂遥這説
明胃炎已愈袁胃下垂好轉遥 2010年春節回家探親渊回
四川冤袁本人將藥單交她帶回建議多服幾劑以鞏固療
效袁及每天多做腹式深呼吸運動袁爭取胃下垂早日治
愈渊內附影印件一份冤遥 2010年5月間隨訪病人袁吿知
身體尧生活如常遥

體會院治療胃下垂袁應用補中益氣湯袁衆所皆知袁
衆醫皆會用袁 單純性或涉及其他雜病均可以隨症加
減袁本人用創新療斷方法袁再配合中藥尧耳壓丸袁腹式
深呼吸運動等多可起到相得益彰之效遥 至於大膽使
用大劑量黃芪渊炒的比生的效果好冤30g要50g袁療效
好袁該病恢復快遥 本人多年來受到廣州中醫藥大學鄧
鐵濤老敎授的敎誨袁 鄧老銘言院野調理陰陽袁 以平爲
期袁是中醫治療核心遥 現代硏究已證明袁以黃芪爲主
的補中益氣湯均可具有調整人體陰陽袁 使人體達到
陰平陽秘的作用冶遥 通過該病例的治療過程加大劑量
炒黃芪從30g增加到50g量的補中益氣湯袁 可增其機
體免疫力袁加入健脾之力的炒淮山尧芡實袁加入清熱
解毒渊消炎冤的黃連袁增其胃的收縮力的枳殻曰生杭芍
劍陰和血袁加入理氣止痛的香櫞渊隨症加味冤袁諸藥組
合可起到增強胃粘膜的保護作用袁健脾升清袁逐步減
輕病症袁消除病邪袁最終達到調節人體陰陽平衡的作
用遥

渊作者院施土埕袁男袁1945年7月生袁中醫師袁地址院福建省晉

江市龍湖鎮前港村南區62號袁 手機院13859753515袁 郵編院
362241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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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病綜合徵渊簡稱腎綜冤是指由腎小球疾病引起
的袁以大量蛋白尿尧低白蛋白血症尧高脂血症及不同
程度的水腫等爲特徵的臨床症候群袁爲臨床常見病尧
難治病袁其具體病理機制仍不甚明確遥 屬于祖國醫學
野水腫冶範疇遥 中醫界從50年代袁認爲本病的發病機理
主要是脾腎陽虛袁發展到80年代初認爲是正虛爲主尧
邪實爲輔遥 90年代末袁大部分醫家已將濕熱證從一個
兼夾證尧並發症列爲主要證候之一遥 劉寶厚敎授曾硏
究多例慢性腎炎和腎病綜合徵患者的臨床資料袁對
本證和標證的關係作了分析袁發現在365例慢性腎炎
患者中袁表現爲濕熱證者209例袁佔57援26豫曰而209例
腎病綜合徵患者中袁 表現爲濕熱證者147例袁佔
70援33豫要要要足見濕熱證的發生率之高遥 濕熱證在腎
病綜合徵患者中普遍存在袁成爲本病反復發作尧纏綿
難愈的主要原因遥 現就腎綜濕熱證臨床硏究發麵進
行論述遥
1 腎病綜合徵濕熱證的形成機理
1.1 濕邪形成是根源遥 濕邪分爲外濕和內濕袁外來
濕邪多因久居濕地或涉水淋雨袁尤其長夏之時袁正値
夏秋之交袁陽熱下降袁水氣上騰袁空氣潮濕悶熱袁多濕
熱之邪侵入人體皮毛肌肉袁肺脾受邪袁肺失通調水道
之功袁脾失運化水液之職袁水液停聚袁聚而生濕曰內濕
的形成與飲食失調尧勞逸失常尧七情內傷等有關袁多
食辛辣袁易使臟腑功能失調袁濕濁內生遥 內外濕邪參
合互動袁導致肺尧脾尧腎功能失常加重袁水液代謝紊亂
加劇袁而引發或加重水腫遥
1.2 濕邪極易演變袁成爲濕熱遥 徐靈胎説院野有濕則
有熱冶遥説明兩者極易相兼爲病遥冶王寶玉等認爲腎病
濕熱證的形成與外感濕熱尧濕郁化熱尧久食肥甘尧藥
物引起及體質因素關係較爲密切袁並與氣候條件尧地
理環境因素有關遥 腎病綜合徵病程長袁濕邪郁久則每
易化熱而形成濕熱內藴袁使病情纏綿難愈遥 水爲有形
之濕袁濕爲無形之水袁水濕停滯袁郁而化熱袁形成濕熱
膠着之態曰濕濁內生袁日久郁而化熱袁熱與濕合袁而成
濕熱之證遥 濕熱壅結袁三焦氣化不利袁肺失宣降袁脾失
布精袁腎失封藏袁開闔無權袁精微物質外漏而出現蛋
白尿遥 因濕邪黏滯重濁袁纏綿難愈袁而使濕熱貫穿于
整個腎綜發生尧發展的過程中袁故濕熱留戀是蛋白尿
反復發作遷延不愈的重要因素遥 如清代薛生白所言院
野太陰內傷袁濕飲停聚袁客邪再生袁內外相引袁故病濕

熱遥 冶
1.3 上尧中尧下三焦濕熱形成轉化

張景岳所説院野凡水腫病乃肺脾腎相干之病袁蓋
水爲至陰袁故其本在腎曰水化爲氣袁故其標在肺曰水唯
畏土袁故其制在脾遥 今肺虛則氣不化精而化水袁脾虛
則土不制水而反克袁腎虛則水無所主而妄行遥 冶水濕
日久化熱袁瀰漫三焦袁最終形成腎病遥
1.4 藥源性濕熱證

抗生素尧激素尧免疫抑製劑雷公藤等藥物在臨床
上的廣泛應用而引起的野藥源性濕熱證冶頗爲常見遥
這是因爲袁腎病中此類藥物的長期大量應用袁每致損
眞陰尧抑眞陽袁機體陰陽失調袁水火失濟袁陰虛陽亢袁
水濕熱化遥

有學者根據腎病濕熱證的臨床特點袁 將其臨床
表現概括爲三種類型袁分別爲野腎炎濕熱證冶尧野痰濕
熱郁證冶袁野濕濁化熱證冶袁腎綜發病初期便屬於野腎炎
濕熱冶型袁以腰脹痛尧尿黃赤尿步尧口干苦尧舌苔黃膩
或白膩而干爲主證援常有感染病竈袁可見腹脹尧水腫遥
而藥源性濕熱屬於野痰濕熱郁證冶袁一般出現在腎綜
長期用激索治療後袁以舌苔黃膩尧汗多尧向心性肥胖尧
痤瘡等爲主證遥 這類濕熱證的産生主要由於激素引
起體內陰陽尧臟腑失調袁陽熱內盛袁胃納過強袁脾運不
及袁痰濕內壅所致遥
2 腎綜濕熱證的辨證方法院

2.1 典型證候辨證依據院 根據第二次全國中醫
腎病專題學術討論會制定的標準袁 中醫腎病分爲本
證和標證兩大類遥 本證分爲脾腎氣虛尧脾腎陽虛尧肝
腎陰虛和氣陰兩虛四個證型曰標證分爲院淤外感院分
風寒和風熱曰于水濕院以顔面尧下肢浮腫或全身浮腫
爲主要表現曰盂濕熱院頭面尧下肢或全身水腫袁皮膚癤
腫瘡瘍袁咽喉腫痛或乳蛾增大袁口苦尧口干尧口粘或口
臭袁不思飲食袁腰酸重尧脹痛或叩擊痛袁小便赤尧熱尧
澀尧痛尧不利袁便秘或大便不爽袁舌紅苔黃膩袁脈濡數
或滑數曰榆血瘀院面色黧黑或晦暗袁腰痛固定或刺痛袁
肌膚甲錯或麻木袁舌紫暗袁有瘀斑點袁脈澀曰虞濕濁院
身重睏倦袁口粘甜袁脘痞納獃或嘔吐袁苔白膩袁脈細
濡遥
2.2 不典型證候辨證方法院

薛生白在叶濕熱病篇曳第一條即提出濕熱證的提
綱院野濕熱證袁始惡寒袁後但熱不寒袁汗出胸痞袁舌白袁

腎病綜合徵濕熱證的臨床硏究

劉建華 高松

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中醫科 渊35002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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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渴不引飲遥 冶
按照吳鞠通的三焦辨證理論袁 上焦濕熱的主要

臨床表現有惡寒發熱袁身熱不揚袁頭重如裹袁肢體困
重袁胸脘痞悶尧口粘不渴袁舌苔白膩袁脈濡等症狀曰中
焦濕熱如濕重於熱則以身重困楚袁脘痞不飢袁口淡不
渴袁大便溏滯不爽袁苔膩脈濡爲特徵袁如熱重於濕袁臨
床反映以高熱袁心煩袁口渴等里熱症狀爲特徵袁兼見
脘腹脹滿袁舌苔黃膩袁脈濡而數等症袁如濕熱並重病
機袁則爲濕鬱熱蒸袁濕熱裹結袁難解難分袁多以汗出熱
減袁繼而復熱袁胸悶腹脹袁渴不多飲袁或竟不渴等爲特
徵曰下焦濕熱則以大小便排泄異常爲主要臨床特徵遥

舌象辨濕熱院葉天士在叶溫熱論曳中重視以舌診
結合症狀表現判斷濕熱盛衰袁 如白苔絳底爲濕遏熱
伏曰白苔粘膩袁吐出濁厚涎沫袁口必甜味者袁爲濕熱氣
聚與谷氣相搏袁困于脾土曰舌苔黃濁爲有形濕熱或痰
熱互結中焦遥

脈象辨濕熱院如薛生白所言院野濕熱之症袁脈無空
體袁或洪或緩袁或伏或細袁各隨症見袁不拘一格遥 冶臨床
中以濡數尧滑數或濡脈尧緩脈多見遥

侯安會敎授在臨床中辨腎綜濕熱從以下四個方
面院一尧辨渴曰二尧驗舌苔曰三尧審二便曰四尧辨部位遥 臨
證中可以爲我們辨濕熱參考遥
2.3 現代醫學輔助辨證院現代醫學認爲袁感染是腎病
綜合徵反復發作的主要因素遥 沈慶法認爲院在腎臟病
過程中袁反復發作的主要因素是感染遥 腎綜患者病情
反復發作袁易於感染袁感染後病情加重袁纏綿不愈袁正
符合併反映了濕熱之邪纏綿難解的特點遥 孫偉敎授
的一組統計資料表明袁在90例腎病綜合徵濕熱證中袁
合併膽道感染尧泌尿系感染尧肺部感染及咽炎尧扁桃
體炎尧中耳炎等79例袁佔87援38豫遥 曾有學者硏究本病
濕熱證與感染的關係袁 發現本病濕熱證與感染及細
胞炎性因子密切相關袁 濕熱組伴發感染的比例
渊76援67豫冤明顯高於非濕熱證組渊43援33豫冤遥 濕熱組C-
反應蛋白渊CRP冤尧腫瘤壞死因子渊TNF-驭冤尧白細胞介
素-2渊IL-2冤尧白細胞介素-6渊IL-6冤水平明顯高於非
濕熱組遥 可見袁腎病綜合徵濕熱證與感染之間存在一
定的相關性遥

肖相如在臨床中發現一種普遍現象袁 就是一般
的腎病患者如果體內有感染存在袁 不控制感染腎病
就難以緩解曰或者由於感染使腎病復發或加重遥 而西
醫診斷的感染多表現爲中醫的濕熱或熱毒袁 在腎病
過程中出現的感染濕熱更常見遥 劉寶厚敎授更是將
濕熱與現代醫學之感染認識結合袁 他認爲感染和濕
熱的病機相同袁只是中西醫從理論上認識有所不同袁
因此主張腎綜病患者若有感染病竈存在袁 就有濕熱
證的表現遥

儘管很多醫家都提出腎病濕熱與感染有緊密的

關係袁但戴恩來通過硏究後就此作了更重要的補充袁
他指出院濕熱證與感染的相關性是毋庸置疑的袁但臨
床上在很多情况下袁中醫辨證雖屬濕熱之證袁卻並未
能發現有明顯的感染病竈存在袁如口苦咽燥尧咽部暗
紅尧舌苔黃膩尧脘悶納獃尧小便短赤或余瀝不盡等袁中
醫稱其爲野濕熱未盡冶袁而在西醫則屬隱性感染或亞
感染狀態了遥 可見濕熱之證的實質不單指顯現的感
染袁也包括隱性感染或亞感染袁或感染遷延期袁甚至
於感染後的病理損傷狀態等遥
3 腎病綜合徵濕熱證的治療

腎綜濕熱證以清熱祛濕爲總的治療原則遥 葉天
士于 叶溫熱論曳 中根據濕邪在濕熱證演變的主導作
用袁立化濕清熱之法袁在清熱的同時重視祛濕袁認爲
濕去熱孤袁則其熱易祛袁提出了著名的野分消走泄冶袁
亦即野開上尧宣中尧導下冶的治法概要遥 吳鞠通提出三
焦治療原則袁即野治上焦如羽袁治中焦如蘅袁治下焦如
權遥 對後世醫家治療濕熱證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遥

劉寶厚曾提出野濕熱不除袁蛋白難消冶袁並認爲要
根據濕熱的輕重緩急袁採取標本兼治袁或急則治標的
方法袁徹底清除濕熱遥 他遵循吳鞠通三焦治療原則袁
運用自擬方治療腎綜袁臨床上獲得很好的療效遥 時振
聲主任認爲腎病中濕熱之邪袁不僅是病理産物袁更是
促使或導致多種腎病久治不愈的新致病因素袁 並貫
穿于多種腎病之始終袁 故時老不僅善於抓住濕熱之
病理關鍵袁並在清利濕熱之邪的同時袁結合不同時期
及不同病因的多種腎病袁配合祛風尧活血尧健脾尧補
腎尧滋陰尧瀉濁等多種手法袁把三焦濕熱理論靈活地
運用于不同時期的腎病臨床袁臨證多有良效遥 如選用
黃芩滑石湯加減治療痰熱壅肺尧 黃連溫膽湯加減用
于中焦濕熱尧八正散加減治療下焦濕熱遥

臨床上廣泛使用的中成藥製劑黃葵膠囊袁 爲單
方製劑袁其組方爲黃蜀葵花遥 藥效學硏究證明袁黃蜀
葵花及其提取物具有抗炎和抑菌作用袁 能抗血小板
聚集尧抗氧化和消除氧自由基袁抗腎小球免疫炎症反
應袁清除循環系統免疫複合尧利尿和降低蛋白尿尧保
護腎小球和腎小管功能等作用遥 鄧聲莉等通過臨床
病例觀察統計袁 證實黃葵膠囊使腎病綜合徵患者在
降低尿蛋白袁增強血漿白蛋白的濃度袁改善脂代謝方
面明顯優于對照組袁 同時發現黃葵膠囊能改善血脂
代謝袁有利于減少血栓及栓塞並發症的發生袁延緩腎
衰竭的發展遥 黃葵膠囊治療腎綜臨床療效袁也從另一
方面映證了腎病綜合徵濕熱證型普遍存在理論的正
確性遥

謝桂權等治療45例腎病綜合徵以清熱利濕立
法袁組方以板藍根尧魚腥草尧紫花地丁清解上焦濕熱
毒邪曰以蒼術尧黃柏尧生薏苡仁尧石韋尧玉米須尧白茅根
清除中下焦濕熱之邪袁與西醫對照組比較袁能有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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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腎綜濕熱證的療效遥
盧遠航等採用濕熱分型論治腎病綜合徵191例袁

將腎病濕熱證進一步辨證爲濕熱藴脾型袁 肝膽濕熱
型袁下焦濕熱型袁陰虛濕熱型袁濕熱瘀結等5型袁治療
以清利濕熱爲主袁並貫穿到治療的整個過程袁總有效
率93.7豫袁治療前後尿蛋白定量尧血清總蛋白尧白蛋
白尧總膽固醇測値有明顯改善渊P<0.01冤遥 提示濕熱病
邪可出現于腎病綜合徵中的某一階段袁甚至全過程袁
其基本病機是濕熱相合遥

方小南發現腎病綜合徵患者在多次使用激素及
細胞毒藥物後袁出現頭痛尧口苦尧口干尧小便淋濁等症
狀袁他認爲此症多由激素及細胞毒藥物耗氣傷陰尧濕
濁內生尧藴結肝膽而致遥 濕熱藴結肝膽袁擾動肝火袁肝

火亢盛袁 迫使蛋白漏出遥 他運用龍膽瀉肝湯去掉木
通袁隨證加減治療18例難治性腎病綜合徵中袁取得滿
意療效遥 而史偉敎授則從三焦辨治腎病綜合徵激素
使用無效者袁以藿香正氣散加減治療上焦濕熱尧以黃
連溫膽湯合平胃散加減治療中焦濕熱尧 以苓桂術甘
湯合眞武湯加減治療下焦濕熱袁收效甚佳遥
4 結語

通過以上討論袁可以看出袁腎病綜合徵濕熱證的
硏究與中醫治療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袁 並與現代
醫學部分理論之間探索出一定的聯繫袁 臨床中如能
重視濕熱證的存在袁 及時果斷採用清熱利濕立法治
療袁能夠進一步提高臨床療效遥

糖尿病在中國的發病率太高了袁已經平均每7個
人當中就有一個足糖尿病遥 而且糖尿病最小的年齡
已經到了3歲袁糖尿病並不可怕袁可怕的是糖尿病後
期的綜合症遥

也就是發病率上昇最快的袁 老百姓談起最害怕
的袁很多人對糖尿病是什么並不瞭解遥 瞭解的只是糖
尿病的合併症遥 沒治袁不死之癌袁得到的全是負面的
信息袁 沒有人吿訴你糖尿病怎么會不得它袁 這是關
鍵遥 在日常生活中袁很多人在電視廣吿裹得到這方面
的咨詢袁再加上人們對糖尿病並不瞭解袁其實糖尿病
發病率在全國範圍內每7個人中就有1個遥 在北京地
區已經達到每5個人當中就有l個糖尿病人的比例袁
這些都不重要袁 重要的是糖尿病人最小的年齡已經
達到了3歲袁很多人認爲糖尿病是遺傳過來的袁其實
不是遥

糖尿病的發病串在中國現在逐步遞增袁 中央電
視台報道糖尿病的致殘率已經達到了30豫袁 由於生
活當中我們不懂得這些知識袁 很多人認爲我不吃糖
了袁我就不得糖尿病了袁使大家走入一個誤區遥 再有
一個袁你到任何一家醫院所有的醫生都會吿訴你院糖
尿病沒治袁終身攜帶遥 那我們爲什么會得呢钥 我們就
不清楚了遥 爲什么醫生會吿訴伯曰糖尿病沒治終身攜
帶钥 糖尿病遺傳钥 糖尿病的合併症到底是怎么來的钥

爲什么糖尿病後期會有合併症钥 很多人被誤診
爲糖尿病人袁什么叫誤診钥 現在走入指標社會袁很多
人認爲指標夠了就是糖尿病袁 我有一個朋友去醫院
診斷血糖高是糖尿病遥血糖是什么钥很多人給你的第

一句話就是血裹含糖高袁 中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跟
風習慣袁 根本不用大腦去想這個問題遥 可以回想一
下袁20年前聽説過中國有糖尿病嗎钥 還記不記得20年
前中國女同志最愛得的一種毛病就是蹲下一站起來
一睜眼全是錢要要要低血糖袁可是現在血糖高了袁就蒙
了袁就把自己領入糖尿病人群遥

糖尿病屬於消化系統出了毛病遥 人身體的消化
系統都有哪些钥 脾和胃只是人身體的一個消化系統袁
人身體中有兩個消化系統袁 另外一個消化系統在肝
和膽袁它是怎么幫助我們消化的钥 是由於肝臟分泌膽
汁給膽袁膽再分泌出膽固醇袁然後膽固醇再到胃裹變
成膽酸袁膽城袁膽鹽袁很複雜的袁肝和膽主要來幫助我
們消化肉食類以及蔬菜袁水果類遥 脾和胃土要幫我們
消化五穀類袁按現代醫學講主要是碳水化合物遥 再分
解一下血糖是什么钥 吃進去的任何東西都有養分袁不
管什么東西咀爵完了袁 呑到胃里去以後全部有一個
醫學名詞要要要糖類袁這些養分的醫學名詞叫血糖袁脾
臟渊胰腺冤分泌胰島開始把血糖運走袁運到胃臟造血
用袁這就是人體的一個代謝功能袁用老百姓的話説袁
血糖就是造血用的原材料遥 如果診斷失誤袁長期吃降
糖藥袁吃來吃去最終會把你引入糖尿病人群遥

糖尿病到底是什么钥 老祖宗400年前的醫書襄就
有批示袁它不叫病袁它叫消渴症袁老百姓不懂得野病冶
跟野症冶的區別時很容易走向誤區袁在老祖宗醫書上
的批示第一個寫道院本症多由於喝酒袁肥甘過度袁在
中國這種跟風習慣比較可怕袁不是我説不喝了袁肉不
吃了袁甜食不吃了袁老祖宗説了野過度冶世界上沒有絶

糖尿病之硏究

台灣中醫院硏究委員會 閻淑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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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好東西袁也沒有絶對的壞東西袁舉個最簡單的例
子袁大家知道人參是不是好東西钥是袁可吃多了呢钥會
不會鼻子噴血钥 砒霜有毒袁在中醫定量入藥遥 再比如
灑喝多了傷肝袁喝少了活血化瘀遥

其實在牛活中家家有本難念的經袁 在加上現在
生活的壓力袁誰的內心深處都有要本難念的經袁情志
鬱結用老百姓的話説袁你在生悶氣而且又説不山來袁
生悶氣傷的是肝臟遥 如果這兩項一旦碰齊袁你將出現
中焦化熱袁什么是三焦钥 尤其是女同志去看大夫袁中
醫大夫一把脈袁野上焦有火下焦有寒冶遥 三焦指的是軀
幹的營衛之氣袁胳膊腿袁腦袋都小算袁光軀幹這一部
分袁就是保護五臟六腑外圍的這塊元氣袁上焦指的是
心利肺袁中焦指的是肝和脾袁下焦指的是腎袁它是把
五臟分爲了三塊兒遥

中焦化熱式中於你喝酒袁肥甘過度袁老百姓講叫
暴飲暴食袁你有食火了袁再叫上心襄窩火袁壓在內心
深處説不出來的人彆扭袁 用老百姓話講心裏就是不
痛快袁心裹不平衡啊袁生悶氣袁這兩種火一旦加起來
在中焦開始化熱袁 中焦是肝和脾袁 有食火在加上肝
火袁兩下火在中焦一湊齊了袁這火就點著了袁在中焦
化熱袁造成燥熱開始傷肺袁引起肺燥津枯袁導致糖尿
病人的第一大特點一多喝袁在中醫裹被稱爲上消遥 上
焦有心怎么不燒心而燒肺呢钥 人體右面二片肺袁左面
兩片肺袁心在兩片肺的底下袁在解剖學中只露出一個
心尖兄袁 出現的中焦化熱並不是眞正上焦襄頭的臟
器受損袁而是外圍營衛之氣熱了袁外圍營衛之氣熱的
時候只能傷肺袁也就是外圍營衛之氣開始虛火了袁一
虛出現燥熱開始傷肺袁外頭熱了袁裹頭就會引起肺燥
津枯袁這裏的享指唾液袁枯了的意思袁導致上消袁消就
是消耗過多遥 什么是多喝钥 比如我現在渴了袁我拿這
瓶水一仰脖都喝完了袁這叫多喝嗎钥 這不叫多喝遥 多
喝就是喝多少水不解渴袁 這時到醫院檢查沒任何毛
病袁什么指標都止常袁只要燥熱這熱氣開始奔下走袁
燥熱開始傷胃袁引起胃燥津傷袁造成脾陰虛耗袁出現
糖尿病的第二大特點一多吃袁在中醫裹被稱爲中消袁
胃在心口禽以下斜二指袁 肺燥熱虛完以後開始往下
燒袁燒到胃了袁引起燥熱傷胃袁引起胃燥津傷袁這個津
指胃液遥 胃燥是僕麼意思钥 舉生活中簡單的例子袁胃
口消化食物3至4小時袁 一天吃3頓飯袁 早上8點吃早
餐袁吃完早餐到中午12點了袁4個小時肚子野咕嚕冶一
響袁就知道該吃飯了袁靠胃酸來腐朽你的食物遥 可是
胃燥了袁原先靠胃酸可突然在胃外圍加一層溫袁就象
一小火爐袁消化開始快了袁本來消化3到4侗小時袁可
消化2個半小時就沒了遥 你早8點吃的可到10點半感院
覺到餓袁你會想袁你早上吃的不好或吃的少點了袁你
會先吃點零食袁任何東西只要吃完就有善分袁胃口要
分泌四次胃液袁就象人一樣袁你一天干8小時袁突然干

12小時袁會不會受到傷害钥 這個津傷指的胃液受到傷
害袁多吃一點都要給小腸養分袁脾臟要把它運走袁多
運會虛袁虛就少袁老多運就耗掉了袁你老讓脾臟多運
就會虛袁因爲耗掉了袁你老分泌胰島袁這個脾臟袁臟器
本身就會受到傷害袁 一旦受到傷害導致糖尿病早期
第二侗症狀一多吃叫中消遥 尤其是多吃袁很多人都忽
略了袁加上飲食結構的變化袁老百姓的觀念野能吃能
喝啥病沒有冶袁很多人把糖尿病叫富貴病袁應酬袁就是
應付你的仇人遥 因爲本來不想吃了袁再吃就承受不住
的袁所以多吃在生活中太多太多這樣的人了遥 能不得
糖尿病嗎尧如果你一注意袁到醫院檢查血糖基本在7
個左右袁不會人高袁也沒什么反應袁血糖略微高一貼袁
你不檢查的時候袁根本不會拿它當回事袁你不管它袁
你老吃老吃就會造成腎陰耗損袁造成腎不固攝袁然後
出現糖尿病人的第三大特點袁一多尿中醫稱爲下消袁
怎么出現的钥 其實是一侗連鎖反應袁正常人拿胃口吃
飯袁吃完了給小腸遥 小腸吸收袁吸收完了運走袁運給腎
臟造血袁正常人一天吃三頓飯袁可老多吃以後袁胃口
好比礦山發10車煤袁脾臟運10車煤袁就有10輛卡車袁
運給腎臟袁 腎臟就好像發電厰一樣袁 血是人體的能
呈袁發電厰發1000W電袁可你突然發15車煤袁運來了
15車袁腎臟造血多造袁變成發1500W電袁就像電輥子袁
老讓它多轉袁多轉袁是不是有一天它就燒了袁就不發
電了袁造成腎陰耗損遥 人體怎么造血钥 小腸吸養給血
糖袁大腸給水袁兩個腎袁一個腎吸水袁一個腎吸養袁兩
個腎臟一合成給到骨髓袁骨髓開始造血遥 這個時候小
腸給了這個腎這么多年善分袁 那個腎是不是要大量
地吸水钥 眞正得糖尿病前期的人滿面紅光遥 小是好
事袁 中國人不應該是滿面紅光袁 中國人麵包應該發
黃袁而不是發紅袁一發紅甭問袁這人多半是心臟血管
疢病遥 這是血氣旺的時候袁也就是你的電輥子轉得太
快了袁快到一定程度袁頂天3到4個月袁這人就開始變
黑袁紅完了就黑遥 這是兩個腎臟袁這邊多造血多要養
分袁那邊多吸水袁這逞腎一旦耗損了袁那邊的腎呢钥 不
需要攝取那么多水分了袁腎臟就把水給了膀胱袁出現
了糖尿病的多尿遥 剛開始出現多尿袁 你就會渾身乏
力袁沒勁了袁再上醫院一檢查血糖一般都2個左右袁尿
蛋白4個野+冶號袁然後往醫院裹一送袁大夫吿訴糖尿
病袁開始第一個月掉30到40斤肉袁減肥最好的辦法得
糖尿病袁快極了袁第二個月有人説我控制了袁不掉那
么多肉了袁純屬胡説八道袁第二個月開始再掉肉就是
4尧5斤袁4尧5斤袁爲什么钥 因爲你已經尿不出那么多了袁
人的水分已經排完了遥 這是糖尿病人的野三多一少冶袁
就是這么來的袁最後這野一少冶就是因爲你野多尿冶造
成的袁野多尿冶把你身體的水份排完了袁水分點人體的
60豫到70豫袁尿多了人就瘦下來了遥 這就是糖尿病人
形成的一個整體過程遥 再劍醫院一檢查袁糖尿病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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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治吧遥 任何一個病理的出現並不是憑空出現的袁
爲什么在老祖宗的醫術當中叫消渴症钥 因爲你到野多
尿冶 之前所有的症狀沒有一個疼的也沒有一侗癢癢
的沒感覺的袁不懂這些知識的時候袁你得這病就這簡
單遥 糖尿病無聲無息到你身遍袁平常沒啥感覺一檢查
怎么得糖尿病了钥 你看老祖宗説的野枯冶尧野傷冶尧野耗冶尧
野損冶袁老祖宗太聰明瞭袁第一個你先出現的是干了袁
干了以後受到傷害袁 傷害以後是因爲你太耗你的本
身了袁最後損傷你臟器袁你是一步袁一個腳印走過來
的袁 它經過了一個漫長的行程袁 你不拿它當回事罷
子袁你不認爲有病罷了袁很多人渾身難受袁到醫院一
檢查沒病袁可就是渾身難受説不出來袁一旦發現就晩
了遥 得了糖尿病任何一家醫院都會吿訴你袁糖尿病沒
治袁終身攜帶袁不死的癌遥

後期合併症怎么來的呢钥 你可以找任何一個糖
尿病專家袁他都會吿訴你怎么得的糖尿病合併症袁是
因爲你長期吃藥打胰島素造成毒副 作用引起的合
併症袁很多人吿訴我糖尿病遺傳袁吿訴大家眞正糖尿
病人沒有遺傳袁有不理解袁我媽有糖尿病袁我也有糖
尿病袁怎么不是遺傳钥 你遺傳的不是糖尿病袁你遺傳
的是飲食結構袁中醫講腎主骨生髓袁生髓後干什么钥
藏精遥一旦出現尿蛋白野+冶號基本上就已經沒性功能
了袁所以眞 正糖尿病人的沒有性功能的袁我治過多
少例了袁我太清楚了袁野消渴症冶不管何種原因所致袁
其發病機理都與野內熱冶有關遥 熱傷肺陰則津不敷布
而煩渴多飲爲野上消冶遥 熱傷胃陰則胃火熾盛而消谷
善飢爲野中消冶遥

熱傷腎陰則同澀無權而多尿味甘爲 野下消冶袁多
飲多尿院由於熱傷肺陰袁燥火內燔袁故渴欲飲水以自
救袁飲水雖多袁但出肺失治節之權袁水液不能化爲津
氣而有趨於下袁皆從小便而出袁結果是尿量增多遥 腎

陰虛而澀納不固約束無權者袁 亦有小便頻繁尿帶混
濁之症袁但必有舌紅無苔袁脈沉細數爲旁證袁與肺陰
虛之舌紅苔薄黃袁脈洪數者截然不同遥 易飢多食院胃
火熾盛尧火能消谷袁故見易飲多食遥 消瘦乏力袁因胃火
熾盛袁所食之物袁均爲胃火所消袁而不能化生精血袁精
血不足則飢肉鈨以充養袁則消瘦乏力遥

此二消者袁古人悉認爲火證袁然有虛實之分袁實
火者袁以邪熱有餘袁有虛火者袁以眞陰不足袁使治消
症袁而不辨虛實袁則未有不誤者欠袁凡治初得消渴症袁
不急生津液補水降火撤熱袁用藥無當袁遷延誤人袁醫
之罪也遥

邪火實熱袁司見大渴引飲袁消谷善飢袁必須袁便硬
或便溏袁溲頻赤肌肉消瘦袁脈數遥 虛證陰火袁則見五心
煩熱袁面目黧黑袁耳輪售枯袁盜汗懶食干瘦袁小便赤或
小溲不振袁尿如脂膏麩片袁脈虛細數或浮芤遥 河問説
過院治消渴尧補腎水陰寒之虛院瀉心火陽熱之賓曰除腸
胃燥熱之甚院濟身中津液之哀遥 使道路散而解尧津液
生而不枯袁氣血利而不濕袁則病則愈遥

西醫診斷糖尿病的標準爲院血糖高尧尿糖高遥 其
實血糖高只能證明該機體內分泌紊亂袁 而不能作爲
診斷糖尿病的標汛遥 西醫認爲院糖尿病患者不得食帶
糖份的食物袁禁忌甚多遥 其實袁大部分內分泌紊亂或
糖尿病患者的臟腑均因缺乏糖份及養份而産生綜合
併發症袁

上消脈見洪數或滑大而數袁 清熱澗燥袁 生津止
渴遥

中消脈兄滑敫清胃瀉火澗燥遥
下消脈見細數袁腎陰虧損陰虛火旺遥
我以複合多糖先調心肝脾肺腎袁 再加以桑葉多

糖加以調理此病痊癒連到98.5豫

糖尿病是現代病名袁 西醫認爲是胰腺功能功能
障礙袁內分泌失調所引起遥 隨着國家富強袁人民生活
不斷提高袁體力勞動減少袁生活閑逸袁糖尿病日益增
加袁糖尿病又稱現代化野富貴病冶袁多數人是服藥到終
生疾病袁糖尿病直接影響人民健康生活袁長期打針食
藥袁五年十年以上病程袁西藥得不到理想療效袁更需
要中藥治療遥

本病古代醫學認爲屬消渴病範圍袁 沒有糖尿病

名稱袁更找不到胰腺病概念袁糖尿病西醫學認爲是胰
島素分泌絶對或相對不足引起血糖升高的疾病遥 古
代醫學稱野三多一少冶之病袁現代2期糖尿病卻約有百
分之四十病人是肥胖袁症狀是神疲乏力尧少氣懶言尧
自汗尧四肢麻木尧小便混濁尧脈虛無力袁卻少數人有
野三多一少冶症狀遥 這是古今醫學認識有差異袁在解剖
結構上胰腺是中醫 野脾冶 的重要形態學基礎袁野脾胃
論冶指出脾長1尺掩太倉遥 糖尿病患者是胰島素不足袁

糖尿病中醫認識與治療

陳能海渊廣東省揭陽市揭東縣桂嶺鎮陳能海中醫診所冤
陳勝芝渊廣州市中山醫科大學三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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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中高血壓病主要是以體循環動脈壓力增高
爲主要臨床表現伴或不伴有一系列心血管危險因素
的臨床綜合徵袁該病發病緩慢袁具有眩暈尧頭痛尧耳鳴
等臨床症狀袁血壓的持久升高會導致心尧腦尧腎尧血管
等靶器官的損害遥 臨床實踐中發現袁及時的對症處理
控制血壓的水平對患者遠期的生存質量具有重要的
臨床意義遥

1 臨床資料院
1.1 對象來源及一般情况 共入選泉州市中醫院院住
院及門診原發性高血壓患者56例遥 男22例袁女34例袁
治療組患者平均年齡 渊56.21依10.34冤 歲袁 對照組
渊56.45依11.34冤歲遥
1.2 西醫診斷標準 高血壓病的診斷參照2005年我
國高血壓防治指南中所規定的高血壓診斷標準袁 排

天麻鈎藤湯加減治療肝陽上亢型高血壓病療效觀察

泉州市中醫院 葉靖

亦可以説脾運化水谷精微功能減退的結果遥
糖尿病中醫認爲與身體內臟袁肺尧脾尧腎三臟有

密切關係袁叶素問窑經脈別論曳中野飲入于胃袁游溢精
氣袁上輸于脾袁脾氣散精袁上歸于肺袁通調水道袁下輸
膀胱袁水津四布袁五經並行冶遥 中醫認爲脾主運化袁肺
主氣袁 機體輸送和利用營養物質能力由脾肺二臟主
管袁治療糖尿病關鍵在脾尧肺遥 腎主水液袁主二便袁津
液不足口干引飲袁小便次數多與腎臟也有一定關係遥

本人提倡中西醫結合袁 揚長避短髮揮中西醫學
各方面優勢袁才能提高療效水平遥

根據上述經典理論指導袁 本人自擬補脾益腎降
糖湯1尧2號方治療本病臨床驗方袁療效顯著袁提供大
家參考袁敬請領導專家指敎遥

1號方組方院北芪15克袁太子參15克袁山藥15克袁
鷄內金10克袁生地15克袁川連4克袁麥冬12克袁丹參15
克袁桑葉10克袁五味子5克袁葛根15克袁甘草5克袁黃精
12克遥

服法院以上爲一個成年人劑量袁每日一劑袁水煎
服遥

功能院補脾潤肺袁升津降糖遥
主治院1尧2期糖尿病袁症屬陰虛燥熱遥
方解院文中北芪尧太子參尧山藥尧葛根尧黃精尧甘

草袁升益脾津曰丹參尧內金活血散瘀袁消除血管內殘渣
血糖曰生地尧川連清熱潤燥曰桑葉尧麥冬清肅肺氣袁幫
助肺輸布津液曰五味子斂肺腎袁生津止渴遥

2號方組方院北芪15克袁太子參15克袁山藥15克袁
甘草5克袁鷄內金10克袁丹參15克袁桑葉10克袁白術10
克袁蒼術8克袁葛根15克袁元參12克袁山萸肉10克袁五味
子5克袁金英子10克遥

服法院以上爲一個成年人劑量袁每日一劑袁水煎
服遥

功能院補脾益腎袁固津降糖遥
主治院2期糖尿病袁症屬氣陰兩虧或陰陽俱虛遥

方解院方中北芪尧太子參尧二術尧山藥尧甘草尧葛根
補脾益氣袁升津降糖曰丹參尧內金活血散瘀曰桑葉清肅
肺氣曰山萸肉尧金英子益腎固澀津氣曰元參配蒼術潤
燥兼用降糖遥

加減使用院脾腎陽虛袁腰酸泄瀉去太子參尧葛根尧
桑葉袁加入羊藿尧砂仁尧紅人參尧茯苓尧杞子曰四肢酸痛
加入當歸尧桑枝遥

病例1院盧伊伊袁女袁56歲袁本鎮玉步村人袁患十多年
糖尿病袁口干五心煩熱多夢袁自汗手足麻木袁病屬陰
虧燥熱袁服用消渴丸袁二甲雙胍袁格列齊特等藥袁糖化
紅蛋白袁簡稱血糖袁長期在14點上下袁2011年1月8日
來本診所治療袁本人給她服用補脾益腎降糖湯1號方
10劑袁1月19日檢查血糖降至9.7袁之後再服此方2個多
月袁血糖保持6點範圍遥

病例2院李伊伊袁女袁75歲袁本鎮港尾村人袁患19年糖
尿病袁 服用中西降糖藥10余種袁 血糖長期在18點上
下袁2010年6月9日來我診所治療袁精神疲乏袁眼睛昏
花袁手足無力尧麻木袁經常腹瀉遥 症屬氣陰兩虧袁本人
給她服用補脾益腎降糖湯2號方5劑袁 血糖檢查降至
13.1袁之後再服此方2個月袁血糖降至7點上下袁追查訪
問一年時間袁血糖保持7點範圍遥

病例3院彭伊伊袁女袁60歲袁本鎮赤步村人袁退休老
師袁兩次到醫院檢查血糖都在7.5點袁從來未服過降糖
藥遥 2010年11月18日到我診所治療袁 症狀是自覺勞
累袁嗜睡自汗袁精神睏倦袁肥胖袁病屬氣陰兩虧遥 本人
給她服補脾益腎降糖湯2號方三次共15劑袁血糖檢查
降至5.3袁停藥一個多月再檢查血糖仍在正常範圍內袁
追訪至今病已能根治遥

渊作者簡介院陳能海袁1943年出生袁1985到1987年在汕頭市

中醫院進修畢業袁1989年考取國家醫師執業證書袁2008年任中

華中醫學會成立民間傳統診療技術與驗方整理硏究分會委

員遥 通訊地址院廣東省揭陽市揭東縣桂嶺鎮桂北街8-9號陳能

海中醫診所渊515542冤袁電話院0663-3511455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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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收縮壓渊mmHg冤 舒張壓渊mmHg冤
治療組

渊n=29冤
治療前

治療後

145 依10.34
137.17依 6.78*吟

89.56依 8.56
87.04依 7.30

對照組

渊n=27冤
治療前

治療後

146.18依 10.83
142.45依 7.45*

90.34依 10.74
88.53 依6.00

注院與治療前比較袁* P约0.05組間比較吟P约0.05

組別 例數 臨床控制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渊率冤
治療組 29 1 5 20 3 26渊89.6冤
對照組 27 0 2 8 17 10渊37.1%冤
注院*尧組間比較P约0.05遥

除繼發性高血壓和其他明確的非高血壓原因所致的
心尧腦尧腎尧血管損害遥
1.3 中醫辨證診斷標準參照叶中藥新藥治療高血壓病
的臨床硏究指導原則曳 及中醫診斷學敎材有關內容
擬定遥 肝陽上亢證主要脈症爲院眩暈袁 頭痛袁 項強袁
面紅目赤袁 急躁易怒袁 口干口苦袁 便秘袁 搜赤袁 舌
紅苔黃袁 脈弦數遥
1.4 實驗設計方法 採用隨機對照的試驗設計方案遥
治療組 渊天麻鈎藤湯加減合西藥治療一個月冤29例袁
對照組渊單純西藥治療一個月冤27例遥 天麻鈎藤湯加
減組成院天麻15g袁鈎藤15g袁石決明15g袁栀子15g袁杜
仲15g袁桑寄生15g袁懷牛膝15g袁黃芩10g袁夜交藤15g袁
茯神15g袁益母草15g遥
1.5 觀察指標院所以患者于治療前後觀察兩組的症狀
積分値及治療前後的血壓監測遥
1.6 統 計 方 法 院 全部 數 據 均 採 用 SPSSI3援0 for
Windows軟件統計分析袁 測定數據均以均數依標準差
渊要字依S冤表示袁計數資料用X2檢驗袁計量資料2組間
比較用t檢驗袁2組以上比較用方差分析遥當P >0援05時
表明在統計學上無顯著性差異曰當P <0援05時表明有
統計學意義上的差異曰 當P<0援01時表明差異非常顯
著遥
2 結果

2.1 兩組對控制血壓的影響 治療1個月後袁治療組
收縮壓平均下降10mmHg袁與治療組比較有顯著性差
異冤渊P约0.05冤袁 對照組收縮壓平均下降5mmHg 渊P约
0.05冤遥 舒張壓水平基本保持相對穩定袁治療前後無
顯著性差異渊P跃0.05冤遥 治療後治療組療效收縮壓明
顯優于對照組袁組間比較有顯著性差異渊P约0.05冤袁舒
張壓下降組間比較無顯著性差異渊P跃0.05冤遥 渊見表1冤

表1 兩組對血壓水平的影響 渊要X依S冤

2.2 兩組對症狀積分影響 治療1月後袁治療組
的症狀積分平均下降了11分袁 與治療前比較有顯著
性差異 渊P约0.01冤遥 對照組的症狀積分平均下降了3
分袁與治療前比較袁無顯著性差異渊P跃0.05冤遥 治療後
治療組改善的積分優于對照組遥 渊P约0.05冤渊見表2冤

2.3 兩組症狀積分療效比較治療1個月後袁治療
組症狀積分療效總有效率爲89.6%袁對照組症狀積分
療效總有效率37.1%袁治療組療效優于對照組袁二者
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渊P约0.01冤渊見表3冤遥

表3 症狀積分療效比較表

3 討論

結合近年來有關文獻報道袁 多數醫家認爲高血
壓病的形成原因主要是由於情志不暢尧飲食失節尧勞
累過度尧 體質偏盛偏衰等因素導致人體內臟腑的陰
陽失衡尧氣血失調尧氣機的升降失常尧風火內生尧痰淤
交結而致病遥 體質上陰陽的偏盛或偏衰尧先天的稟賦
不足尧臟腑的虧損等主要爲高血壓發病的內因曰過度
的精神刺激尧飲食肥甘尧飲酒過多尧體勞過度等主要
爲發病常見因素遥 其中袁肝陽上亢型是高血壓病中的
常見證型遥 叶諸病源候論曳內雲院野肝病者袁愁優不樂袁
悲思懊怒袁頭眩眼痛袁呵氣出而愈遥 冶説明各種原因導
致肝陰陽失衡袁就會産生野肝陽上亢冶而出現眩暈尧頭
痛尧耳鳴等症袁甚至會影響到其他臟腑遥 叶類證治裁窑
眩暈曳曰院野良由肝膽乃風木之臟袁相火內寄袁其性主
動主升袁或由身心過動袁或由情志郁勃袁或由地氣上
騰袁或由冬藏不密袁或由高年腎液已衰袁水不涵木袁或
由病後精神未復袁陰不吸陽袁以致目昏耳鳴袁震眩不
定遥 冶説明瞭腎內藏精氣袁其所藏之精爲人體的眞陰
之源袁若腎陰虧耗則首先影響肝陰袁肝陰不足則肝陽
上亢袁肝陽上亢又會進一步損耗腎陰袁故肝尧腎之陰
陽平衡在高血壓病中的發生發展有着重要的作用遥
肝藏血尧心主血袁心和肝在生理上的關係相當密切袁
肝陰血不足袁可導致肝陽上亢袁又會導致心火亢盛袁
心火的過度亢盛同時又會耗損肝陰袁 如此的惡性循
環袁使得病情加劇遥 綜上袁高血壓病的發生尧發展與
肝尧腎密切相關袁其病位在肝袁根源于腎袁病性爲本虛
標實袁本虛責之肝腎陰虛袁標實責之肝陽上亢尧肝風
上擾尧心火亢盛遥 針對以上的病機袁天麻鈎藤湯以平
肝潜陽爲治療大法袁天麻鈎藤湯中天麻尧鈎藤袁平肝
陽尧治眩暈爲主藥曰石決明主潜陽曰益母草尧牛膝主下
行袁使偏亢之陽氣得以平衡曰黃芩尧栀子平肝火曰杜
仲尧桑寄生尧懷牛膝滋養肝腎曰夜交藤尧茯神袁養心神尧
固腎本遥 諸藥的合用袁共奏平肝潜陽尧清火熄風功效袁

內科臨床

症狀積分 治療組渊n=29冤 對照組渊n=27冤
治療前 17.88依4.87 17.35依4.77
治療後 7.21依3.25*吟 14.43依6.22

注院與治療前比較袁*p约0.01袁組間比較吟P约0.05

表2 症狀積分變換情况列表渊要X依S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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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證素冶爲朱文鋒敎授首先提出的概念袁證素硏
究是近幾年中醫硏究熱點之一遥 證素袁即證的要素袁
是通過對證候的辨識而確定的病性和病位袁 是構成
證名的基本要素遥 證素辨證體系揭示了辨證的普遍
規律袁 更加符合臨床辨證的思維過程袁 更具有客觀
性遥本硏究藉助KY3H證素辨識要評估要干預系統探
討通痹湯治療類風濕關節炎 渊Rheumatoid Arthritis袁
RA冤患者前後的證素特點及其變化規律袁爲RA的臨
床辨證論治規範化提供較爲客觀的支持曰 同時通過
分析通痹湯治療前後的證素分布袁 爲通痹湯的加減
提供依據袁從而進一步提高其治療RA的效果遥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病例均來自2010.01.01-2011.06.30期間在福建

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人民醫院風濕免疫科門診就診
病人袁並且符合以上納入標準遥 共計60例袁其中男11
例袁女49例袁年齡最小23歲袁最大87歲袁平均渊47.92依
14.70冤歲遥
1.2 診斷標準

西醫診斷標準院 參照1987年美國風濕病學學會
修訂的分類標準

中醫證型診斷標準院 參照2002年鄭筱萸主編的
叶中藥新藥臨床硏究指導原則渊試行冤钥 中藥新藥治療
類風濕性關節炎的臨床硏究指導原則曳遥
1.3 納入標準

淤符合西醫診斷標準遥 于接受非甾體類抗炎藥
或甲氨蝶呤治療的病人進入試驗前劑量穩定至少30
天袁並且在以後的治療中維持不變遥 接受其他病情改
善藥的病人必須中斷用藥30天以上遥
1.4 排除標準

淤不符合上述納入標準者遥 于合併心尧腦尧肝尧腎
和造血系統等嚴重疾病者遥 盂妊娠或哺乳期婦女尧精
神病患者等遥
1.5 疾病療效判定標準

淤顯效 主要症狀尧體徵整體改善率逸75%遥 血
沉及C反應蛋白正常或明顯改善或接近正常遥

于進步 主要症狀尧體徵整體改善率逸50%遥 血
沉及C反應蛋白有改善遥

盂有效 主要症狀尧體徵整體改善率逸30%遥 血
沉及C反應蛋白有改善或無改善遥

榆無效 主要症狀尧體徵整體改善率约30%遥 血
沉及C反應蛋白無改善遥

附院主要症狀尧體徵是指關節壓痛數尧關節腫脹
數尧晨僵時間渊分鐘冤尧雙手平均握力渊mmHg冤等4項遥
整體改善率是指以上4項指標的改善百分率即 咱渊治
療前値要治療後値冤/治療前値伊100%暂相加後求其平
均値遥
2 硏究方法

2.1 量表製作
以朱文鋒敎授主編的 叶中醫主症鑒別診斷學曳

野600常見症狀的辨證意義冶爲依據袁制定全面尧規範
的四診資料規範化採集量表 野個體人健康狀態證素
辨識量表冶遥
2.2 中醫證候採集

患者就診確診後即進行中醫四診資料的規範化
採集遥 採集人員均經過規範化培訓以確保硏究數據
採集的科學性和規範性遥 臨床四診資料採集人員分2
組袁每組均由1名中醫師進行臨床資料採集遥 試驗開
始後袁採用中醫辨證論治袁以自擬經驗方通痹湯爲基
本方加減治療袁 服用通痹湯的同時保持口服西藥甲
氨蝶呤或非甾體類抗炎藥遥 經通痹湯連續治療3個月
和6個月後再次對患者進行中醫四診資料的規範採
集遥
2.3 治療藥物名稱及規格

中藥通痹湯院羌活9g袁獨活9g袁寄生15g袁防風9g袁
當歸9g袁白芍15g袁桂枝12g袁茯苓15g袁蜈蚣6g袁絡石藤
15g袁葛根15g袁穿山龍40g袁炙甘草6g遥 內服方法院水煎
服袁每天1劑袁分2次口服袁早晩各1次袁1個療程3個月曰
治療過程中袁蜈蚣尧地龍尧全蝎交替使用渊其中地龍
10g袁全蝎6g冤遥臨證隨證加減遥方法院偏于濕熱者加蒼
術尧炒黃柏尧蠶沙曰偏于寒者加細辛尧干姜尧附子曰偏于
肝腎不足者加杜仲尧續斷尧淫羊藿曰偏于肝腎陰虛者

通痹湯治療類風濕關節炎證素變化規律硏究

吳寬裕1 葉沿坡2 郭艷芬1

1.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人民醫院袁福建 福州 350003曰2. 泉州市中醫院袁福建 泉州362000冤

臨床用于治療肝陽偏亢的高血壓病患者袁 使肝火得
降尧肝陽得潜袁氣血得平尧血壓下降袁能切中病機袁故

屢屢奏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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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熟地黃尧女貞子尧旱蓮草曰偏于瘀血者加赤芍尧牡丹
皮尧生地黃曰痛甚者加蜂房尧蘄蛇尧烏梢蛇等遥

西藥院甲氨喋呤片院上海醫藥渊集團冤有限公司信
誼製藥總厰袁規格2.5mg/片曰雙氯芬酸鈉緩釋片渊扶他
林片冤院北京諾華製藥有限公司生産袁規格75mg/片遥
用法院甲氨蝶呤10mg袁每周一次遥 扶他林片袁75mg袁每
天一次遥
2.4 證素積分計算方法

參照朱文鋒敎授的 野600種常見症狀的辨證意
義冶袁將受檢者的症狀尧體徵對於各對應辨證要素的
計量權値進行相加袁輕度者計量權値伊0.7袁中度者計
量權値伊1.0袁重度者計量權値伊1.5袁以所得的總權値
之和作爲該證素的積分遥 積分约70袁歸爲0級袁説明基
本無病理變化曰70臆積分约100袁歸爲I級袁説明存在輕
度病理變化曰100臆積分约150袁歸爲II級袁説明存在中
度病理變化曰積分逸150袁歸爲III級袁説明存在嚴重病
理變化遥 由於I級只是存在輕度病理變化袁其臨床表
現不甚明顯袁故數據統計時單獨列出曰而II尧III級病理
變化明顯袁臨床表現也較突出袁爲了更好的突出實際
情况袁故數據統計時合併在一起計算遥
2.5 數據統計

將硏究對象的症狀體徵資料録入野KY3H證素辨
識-評估-干預系統冶並得出全部數據的證素積分遥之
後採用SPSS13.0軟件將各個硏究對象的證素分布數
據録入袁運用統計描述袁探討通痹湯治療RA前後的
證素特點及其變化規律遥
3 結果
3.1 證素積分爲I級和II尧III級的患者通痹湯治療前
後的證素分布

證素分級爲I級的類風濕關節炎患者在治療前
的證素分布主要以外風尧腎尧經絡尧氣虛爲主袁可夾雜
有痰尧脾尧氣滯尧血瘀等證素袁但所佔比例均很小遥 經
通痹湯治療後袁多數證素所佔的百分比均有所下降袁
少數如血瘀尧濕等所佔的比例出現上昇袁出現這種情
况的原因主要與這些證素在治療前證素積分較高袁
在II尧III級中所佔的比例多袁經治療後袁其證素積分下
降袁 證素分級由II尧III級轉入I級袁 導致I級的比例增

加遥 證素分級爲II尧III級的類風濕關節炎患者治療前
主要表現爲筋骨尧濕尧血瘀尧寒袁少部分還夾有陽虛尧
腎尧陰虛尧熱等袁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筋骨尧濕尧血
瘀尧 寒爲類風濕關節炎的主要證素表現曰 治療後筋
骨尧濕尧血瘀尧寒尧陽虛證素的百分比有輕微增加袁其
他證素的百分比則均有下降袁筋骨尧濕尧血瘀尧寒尧陽
虛證素的增加與其他證素的減少有關遥

表2證素積分爲II尧III級的患者通痹湯治療後證素分布渊n袁%冤

3.2 不同證素治療前後證素積分比較
通痹湯治療前患者的證素積分由高到低主要爲

筋骨尧寒尧濕尧陽虛尧血瘀尧熱尧陰虛等曰治療3個月後則
發生了較大改變袁證素積分均較前明顯下降袁由高到
低主要爲筋骨尧寒尧陽虛尧濕尧血瘀等曰治療6個月後袁
各種證素均較治療前明顯下降袁 由高到低排序依次
爲筋骨尧陽虛尧寒尧血瘀尧濕等遥 經統計學檢驗袁筋骨尧
寒尧濕尧陽虛尧血瘀尧熱尧陰虛尧腎尧氣虛等證素積分在
治療前和治療6個月後差異非常顯著渊p<0.1冤曰血虛
證素積分治療前和治療6個月後具有顯著差異 渊p<
0.5冤曰而肝等證素積分則治療前和治療後無統計學差

證素
治療3個月 治療6個月

例數 百分比

筋骨 59 25.4 59 31.7
濕 46 19.8 22 11.8
寒 39 16.8 36 19.4

血瘀 31 13.4 33 17.7
陽虛 30 12.9 27 14.5
腎 12 5.2 5 2.7

氣虛 7 3.0 3 1.6
陰虛 5 2.2 0 0
表 2 0.90 1 0.5

血虛 1 0.4 0 0

例數 百分比

腎 27 7.5 陽浮 1 0.3
陰虛 23 6.4 精虧 1 0.3
熱 18 5.0 燥 1 0.3

氣虛 13 3.6 肺 1 0.3
經絡 7 1.9 肝 1 0.3
血虛 7 1.9 心神 1 0.3

续上表

證素 例數 百分比 證素 例數 百分比

筋骨 60 16.6 氣滯 7 1.9
濕 55 15.2 表 4 1.1

血瘀 50 13.9 痰 2 0.6
寒 45 12.5 脾 2 0.6

陽虛 34 9.4 外風 1 0.3

表1 證素積分爲II尧III級的患者通痹湯治療前證素分布渊n袁%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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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擬中藥方健運湯爲基礎袁 臨床加減運用治療
胃腸機能障礙取得滿意療效遥

本文針對體力嚴重衰弱袁或神經肌肉損傷疾病袁
所導致的胃腸機能障礙袁 即胃腸生理運動嚴重減弱
或停止袁胃腸內容物停滯袁出現腹部脹痛袁噁心厭食袁

稍進飲食則脹痛加劇袁無排便袁無排氣袁聽診腸鳴音
減弱或消失袁B超或X線檢查可見腸胃積氣或有液平
面袁胃腸蠕動減少減弱或消失遥 該病症可見于腹部手
術並發症尧腦血管病並發症尧假性腸梗阻等遥

中醫認爲袁胃腸保持正常的運動才能受納飲食尧

胃腸機能障礙的中藥治療

林包志

渊福建省安溪縣醫院 安溪362400冤

異遥
3.3 治療前後療效評估

通痹湯功能祛風濕尧止痹痛尧益肝腎尧補氣血袁主
要治療痹證日久袁肝腎兩虛袁氣血不足證遥 其中羌活尧
獨活尧防風祛風除濕袁桂枝尧葛根尧穿山龍溫經通絡袁
絡石藤善走經絡尧通達肢節袁芍藥甘草緩急止痛袁桑
寄生補肝腎尧強筋骨袁蟲類藥搜風通絡止痛遥 所選病
例經通痹湯治療6個月後進行療效評估袁其中顯效10
例袁佔16.7%袁進步49例袁佔81.7%袁有效1例袁佔1.7%遥
4 討論

野證素辨證冶是朱文鋒敎授創立的新的辨證體系
和方法遥 其闡明瞭野證素冶是通過對野證候冶渊症狀體徵
等病理信息冤的辨識而確定的病性尧病位袁是構成證
名的基本要素袁是辨證必須明確的基本診斷單元遥 任
何複雜的野證冶袁都是由病位尧病性等辨證要素的排列
組合構成的遥 辨證要素的確定袁 是辨證規範化的基
礎遥 臨床所採集的各種證候袁都是爲了辨別證素遥 通
過古今文獻資料的信息袁 運用特爾菲方法對名老中
醫的辨證經驗進行總結袁 並結合流行病學硏究與統
計及實際應用調試尧實驗資料修正袁將常見症狀對各
證素確立的貢獻度進行了量化袁 從而實現各證素診
斷的量化袁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辯證的客觀化袁爲辯
證的準確性提供必要依據遥

硏究過程中我們發現觀察對象在治療前的證素
分布主要爲筋骨尧濕尧血瘀尧寒尧陽虛尧腎袁治療後的證
素分布則爲筋骨尧寒尧血瘀尧陽虛尧濕袁這在一定程度
上爲通痹湯的加減提供了科學依據遥 叶素問窑痹論曳
曰院野病久入深袁榮衛之行澀袁經絡時疏袁故不通冶遥 至
清代袁葉天士叶臨證指南醫案曳也説院野大凡經主氣袁絡
主血袁久病血瘀遥 冶野初爲氣結在經袁久則血傷入絡遥 冶
多數RA患者袁起病緩慢袁病程長袁疾病遷延反復袁久
而久之則機體受損袁臟腑氣血虛弱袁無力鼓動血運袁
血滯于經袁故表現爲血瘀證素遥 叶素問窑痹論曳亦云野五
臟皆有合袁病久而不去者袁內捨于其合也遥 故骨痹不

已袁復感于邪袁內捨于腎遥 筋痹不已袁復感于邪袁內捨
于肝遥 脈痹不已袁復感于邪袁內捨於心遥 肌痹不已袁復
感于邪袁內捨于脾遥皮痹不已袁復感于邪袁內捨于肺遥冶
本課題硏究對象年齡多較大袁病程較久袁寒尧濕等邪
氣痹阻日久袁內捨于腎袁致腎氣漸虧袁故有相當一部
分病人表現爲腎證素遥 隨着年齡增大袁陽氣虛衰袁寒
自內生袁復感風寒濕邪袁易損陽氣袁故陽虛證素也在
RA患者中佔有一席之位遥
5 結論

RA患者的證素主要表現爲筋骨尧 濕尧 血瘀尧寒
等曰經通痹湯治療後筋骨尧濕尧血瘀尧寒等證素明顯改
善袁前後差異非常顯著渊P<0.01冤曰證素辨證在一定程
度上爲中醫辨證客觀化提供更爲可靠的依據袁 對於
指導臨床治療具有一定意義遥

渊聯繫地址院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湖東支路13號袁福建中

醫 藥 大 學 附 屬 第 二 人 民 醫 院 袁 郵 編 院350003袁E -mail院
wukuanyu@sina.com袁13705036105遥 冤

腎** 121.04依47.83 108.00依28.92 89.94依19.08
氣虛** 119.39依43.35 100.16依22.56 89.99依16.52
血虛* 119.29依34.57 94.88依19.88 80.58依8.26

陽虛** 195.45依81.65 156.53依58.40 137.48依39.19
血瘀** 152.09依61.95 123.14依52.78 120.47依35.03
熱** 135.67依36.78 84.39依8.84 0.00

陰虛** 132.40依60.31 113.07依66.21 79.60依4.70
肝 126.15依76.58 96.20依0.00 0.00

證素 治療前 治療3個月 治療6個月

筋骨** 392.77依131.66 281.41依85.64 208.19依60.82
寒** 214.25依84.41 165.24依55.05 136.89依39.25
濕** 209.17依81.86 143.80依46.21 110.47依30.41

194



一尧目的

目前台灣之糖尿病患大約有80萬人之多 渊四十
五歲以上民衆每10位就有1人冤袁 佔台灣十大死因之
第五位遥 日前降血糖治療藥物袁可以説是老藥袁其中
較新的配唐酵素抑製劑也是1982年就發展出來的藥
物遥 最早期的糖尿病治療藥物袁仍是胰島素袁而在口
服降血糖藥物方面袁20年前的藥就已經是第二代了遥
而糖尿病患者的飲食療法雖不能取代藥物療法袁但
的確爲糖尿病治療的重要一環袁 且調配糖尿病患者
最佳之營養飲食配方時袁 也應充分注意病患之糖尿
病發展階段袁 然後再根據不同類型的糖尿病患者擬
定出最佳之飲食調養方案遥 在對草本蔬菜野香椿冶之
一系列硏究中袁初步結果知道香椿有消炎尧止血尧降
血壓尧抗癌用降血糖的效果遥 對糖尿病的作用爲降低
Alloxan誘發性糖尿病鼠之血糖袁 且降血糖之作用機
轉和脂肪組織細胞膜上FLUT4蛋白質及mRNA有密
切關係遥 芭樂是一種常用水果袁民間相信對降血糖亦

有袁實驗硏究芭樂茶作用機制袁配置成各式有明確降
血糖之保健渊食品復方渊香椿+芭樂茶冤遥

香椿渊Toona sinensis Roem.冤爲棟科渊meliaccae冤
原産于中國之落葉喬木袁樹皮赭褐色袁葉全年可採袁
全植物各部分均有保健治療之功能遥 在椿葉之實用
性袁除了被用爲當菜肴外袁目前在美國及台灣民間被
用爲改善高血壓及糖尿病症狀之保健飲料袁 飲椿葉
萃取液後有明顯降低糖尿病患者的高血糖之療效且
不會産生低血糖之症狀遥 本實驗已證實使用Alloxan
誘發糖尿病鼠投予椿葉萃取液有顯著降低血糖效
果袁 且降血糖之作用機轉和脂肪組織細胞膜上
GLUT4蛋白質mRNA有着密切的關係袁而且也不會影
響老鼠血糖値遥 在降血糖部分袁雖然在急性方面降血
糖效果不佳袁但是袁在慢性方面仍有些降血糖功效遥
二尧方法

因此袁 我們結合香椿與芭樂茶配製成有明確降
血糖保健復方遥 實驗結果發明香椿與芭樂茶在3院1的

香椿復方之降血糖功效探討

陳漢綜渊台灣冤
衛元堂中醫醫療機構

排泄糟粕袁其運動主要尧直接的作用是脾胃之氣的升
降功能袁還有肝的疏泄尧腎的溫暖間接參與遥 因此袁治
療腸胃機能障礙應從各種方面綜合考慮袁抓住重點袁
分清主次遥

如腹部手術後胃腸機能障礙者多體質嚴重虛
弱遥 原發病特別是癌症已對腹部器官造成損害袁營養
吸收減少能量不足袁 加上動手術客觀上又加重的損
害程度遥 器官切除和失血等因素導致體能更加衰弱袁
如乙酰膽碱分泌功能袁神經末稍受體功能尧平滑肌肌
力等嚴重降低或消失遥 因而出現胃腸機能障礙袁形成
氣血陰陽俱虛的證侯袁進而因虛致實袁氣虛氣滯尧濁
氣內停遥 另一方面袁由於病痛纏身袁不能工作勞動經
濟收入減少袁又要支付醫藥費等因素導致情緒憂鬱尧
肝氣不疏袁更加重了胃腸機能障礙病情遥 該證侯屬正
虛邪實尧虛實挾雜袁臨上往往使用大量促胃腸動力的
西藥無效遥

中藥治療的優勢在于辯證論治綜合治理袁 結合
辨病尧同時運用中藥的現代藥理硏究成果遥 其治療原
則是挾正祛邪尧消補兼用遥 補袁主要是補脾胃之氣以
充實升降之力袁補腎命之陽以野釜底加薪冶袁酌用補血
以塡增陽氣的物質基礎遥 消袁主要是消除胃腸積滯袁
用疏肝行氣袁或根據病情佐用活血尧清熱尧化濁尧解毒
等方法遥 中醫謂之標本兼治袁但須分清主次遥

自擬健運湯由人參尧淫羊藿尧當歸尧枳實尧厚樸尧
檳榔尧沉香尧大黃尧半夏組成袁各藥用量因人因證而
定遥 方中扶正補虛的人參尧當歸尧淫羊藿補氣養血溫
腎袁促病損器官修復袁促胃腸動力恢復遥 人參能縮短
神經反射的潜伏期袁加快神經冲動傳導袁增強神經反
射強度遥淫羊藿對各器官的功能都有促進作用遥沉香
降氣調中袁暖腎袁治氣逆嘔吐袁脘腹脹痛袁大腸虛秘袁
叶本草綱目曳就有野沉香治大腸虛秘冶的記載遥 叶本草綱
目曳還記載沉香野治肝郁尧降肝氣尧和脾胃尧消濕氣尧利
水開竅冶遥 沉香除了直接作用于胃腸道外袁還通過疏
肝和暖腎去協調促進脾胃腸的氣機升降和運化傳
導遥 厚樸燥濕化濁除腸滿袁 對腸管平滑肌有興奮作
用遥 大黃通腑導滯行氣活血袁現代藥理硏究表明能刺
激大腸袁增強其蠕動而促進排便遥 枳實和檳榔破氣消
積袁能興奮胃腸袁使之蠕動增強遥 檳榔是通過檳榔碱
直接興奮膽碱能神經節後纖維的末稍器官而實現
的遥 諸藥合用共湊益氣養血尧溫腎助陽尧疏肝化滯之
功袁標本兼治遥 如濁氣積而化熱者去厚樸袁減淫羊藿
用量袁加黃芩尧黃連曰陰虧津傷者加麥冬尧玄參曰濕濁
重者加蒼術尧石菖蒲曰有瘀者加澤蘭尧桃仁等等遥 給藥
途徑視病情而定遥 能自行口服者給口服袁不能自行口
服者可經鼻飼管灌服袁 有嘔吐者選用肛管經肛門高
位保留灌腸袁各種方法均能取得滿意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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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下降血糖的功效最好袁 所以香椿加入芭樂茶製
成復方後不但使香椿的風味更佳袁 而且能眞正協助
血糖控制遥

糖尿病渊Diabetes mellitus,DM冤是一種全身性新
陳代謝異常所造成的疾病袁 主要是由於體內胰島素
分泌不足或作用不良袁而引起醣類尧蛋白質和脂肪等
營養之代謝異常袁造成血液中葡萄糖過多袁再經由腎
臓隨着尿液排出體外袁 致于産生尿液帶有糖份的現
象遥

一尧診斷院糖尿病分爲二大類院
渊一冤第一型院insulin-dependent DM(IDDM)又

稱爲幼年型糖尿病院
渊1冤易引起酮性酸中毒渊Uetoacidosi冤.渊2冤疾病發

作是突然的遥 渊3冤 産生胰島素的胰島之LangerRans
beta-cell遭到破壞袁會引起絶對性胰島素缺乏症遥渊4冤
所有第一型糖尿病袁應採用insulin治療遥

渊二 冤 第二型 院non -insulin -dependent DM
渊IDDM冤 又 稱 爲 成 年 型 糖 尿 病 渊asulut -onset
diabetes)院

渊1冤常見于40歲以上成年人及肥胖者遥 渊2冤疾病
發作是漸進的遥

二尧臨床診斷院
渊1冤物理症狀院淤糖尿病未經適當治療袁會引起

口渴尧虛弱無力尧多尿尧皮膚發庠遥
于長期患糖尿病會産生典型進行

性的視網膜尧賢臓尧神經系統尧心血管系統尧心臓血管
系統病變遥

渊2冤檢驗症狀院正常與糖尿病血槳濃度mg/dl遥渊空
腹约80,飯後约120冤

渊3冤糖尿病症狀院渊llnin glucose test).
三尧治療目標院
渊一冤維持病人的最佳健康狀態
渊二冤使胰島素的供給與需求相等袁以防止引起

症狀性高血糖及低血糖遥
渊三冤防止急性疾病並發症産生遥
渊四冤敎導病人及用藥資訊遥
四尧糖尿病治療方法院
渊一冤食物院所有糖尿病患者的飲食必須均衡袁以

調節血糖遥
渊二冤藥物治療院

渊1冤胰島素渊insulin)
淤病症注射院第一尧第二型糖尿病遥
于作用轉機院

1.胰島素能增加葡萄糖通過細胞
膜袁使血糖降低遥

2.增加葡萄糖轉變成肝糖遥
3.抑制游離脂肪酸由脂肪組織釋

出遥
4.抑制膽肪分解渊Lipolysis冤及牲

粉糖化渊glycogenlysis冤遥
渊2冤磺醯胺衍生物渊Sulyony jureas冤適應證院

口服給藥袁治療第域型糖尿病遥
渊3冤運動院小心及規律的運動可增加細胞攝

取葡萄糖袁因而降低血糖遥
五尧糖尿病的並發症院
渊一冤急性並發症院

渊1冤酮性酸中毒院緊張尧感染尧運動尧過度喝
酒遥

渊2冤物理症狀院多尿尧劇渴尧脫水尧低血壓尧心
悸尧意識不清遥

渊3冤檢驗症狀院血糖濃度超過800-1000mg/dl
scrum osmolarity超過280mosm/ug遥

渊二冤慢性並發症院
渊1冤心臓血管疾病遥
渊2冤眼睛疾病遥
渊3冤腎臓疾病遥
渊4冤神經系統疾病遥
渊5冤脾臓與黏膜疾病遥

三尧結論與討論
在野香椿降血糖機轉探討冶之經驗已有明確之結

果得知香椿水萃取液乾燥粉劑有明顯降血糖效果袁
對老鼠並無急性及慢性毒性袁 且不影響正常老鼠的
腎臓及脂肪代謝正常功能遥 Alloxan模式糖尿病鼠之
胰島素含量減少袁 椿葉萃取粉劑可改善血中胰島素
分泌量遥 在口服葡萄糖耐受性試驗之結果發現袁香椿
茶之水萃取液能增加糖尿病鼠之葡萄糖耐受性遥 有
的降血糖藥如glibenclamide會令正常老鼠産生低血
壓現象袁但香椿並不會影響正常老鼠脂血糖値遥 其機
轉籍由促始Alloxan所誘發的糖尿病鼠脂肪組織細胞
膜上的GLUT4進入脂肪細胞內袁 進而達到降血糖的
效果遥 芭樂茶進行毒性試驗袁 將大白鼠灌食芭樂茶
渊0尧0.1尧0.5尧1尧5及10g/Kg冤3個月袁 觀察老鼠的存活
率尧器官的變化及生化値的變化袁其結果顯示院所有
老鼠皆存活袁器官並無明顯變化袁而生化値亦正常袁
所以由以上的結果顯示高濃度渊10kg冤芭樂茶並無急
性及慢性毒性遥 在降血糖部分袁芭樂茶不會影響正常
老鼠血糖値袁 在急性方面袁 無論Alloxan或Nicoti鄄
namde+Strepyozotocin渊N+STZ冤所誘發的糖尿病鼠降
血糖效果並不佳袁在慢性方面袁Alloxan所誘發的糖尿
病鼠降血糖效果Nicotinamide+Strepyoztocin渊N+STZ冤
所誘發的糖尿病鼠之降血糖效果稍佳遥 但其降血糖
的效果仍不及香椿遥 因此袁結合香椿與芭樂茶配制而
成有明確降血糖保健食品復方遥 將香椿與芭樂茶1院1
以及1院3之比例調配袁實驗結果發明香椿與芭樂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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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院1的比例下降血糖有效果最好遥
四尧總結

由以上的結果得知袁 在香椿3與芭樂茶1之比例
調配才有明顯的降血糖效果所以香椿復方之降血糖

機轉應與同于香椿之機轉袁 但香椿的味道有些人較
不受袁而芭樂茶口味極佳袁所以加入芭樂茶製成復方
合不但使香椿的風味更佳袁 而且眞正協助血糖的控
制遥

逍遙散出自叶太平惠民合劑局方曳由當歸尧白芍尧
柴胡尧白術尧茯苓尧生薑尧薄荷尧甘草組成遥 具有疏肝解
郁袁健脾和血調經之功用遥 凡是厥陰肝經所經過的各
臟腑病證及肝的生理病理相關的無論何種病證遥 只
要符合肝郁脾虛證型均可運用遥 茲舉例加以闡釋遥
淋證
陳某袁男袁33歲遥 2004年8月11日初診遥

患者少腹及肛門墜脹不適半年之久袁 症見小便
灼熱疼痛袁尿頻尧尿急尧小便黃赤尧口干袁心煩易怒遥 舌
質紅袁苔薄黃袁脈弦數遥

尿檢院WBC 15-20/HPF,PUS CELLS 8-10/HPF遥
西醫診為1.慢性泌尿感染急性發作曰2.前列腺炎遥 證
屬肝氣不舒袁濕熱下注遥治宜舒肝解郁袁利尿通淋遥方
用逍遙散加味遥

處方院當歸10克袁生白芍10克袁柴胡6克袁白術10
克袁茯苓10克袁郁金10克袁石韋15克袁萹蓄15克袁瞿麥
15克袁琥珀3克渊分二次沖服冤袁茅根15克袁白花蛇舌草
30克袁王不留行18克袁牛七15克遥 水煎服7劑袁每日1
劑遥

二診院尿頻尧尿急尧尿痛好轉袁少腹及肛門墜感亦
輕袁尿血偶見袁仍有心煩急躁袁上方去琥珀袁加炒枝子
10克袁丹皮10克袁以清肝瀉心火遥 水煎服7劑袁每日1
劑遥 三診院尿路刺激症狀基本消失袁尿常規化檢及前
列腺液復查均為正常遥

叶按語曳前列腺之病本在肝袁肝氣不舒袁氣郁化
熱袁濕熱下注袁滯於前陰遥 前陰是足厥陰肝經循行所
經之處遥 叶靈樞窑經脈曳篇說院野肝足厥陰之脈噎噎過陰
器袁抵少腹遥冶肝氣不舒袁病必循經而發遥肝主疏泄袁肝
氣不舒袁氣滯濕停袁使濕熱聚於下焦袁表現為小便灼
熱袁尿頻尧尿急尧尿痛尧舌質紅袁苔黃等濕熱症遥 肝郁化
火袁致心煩急躁易怒遥治宜疏肝理氣袁利尿通淋遥以逍
遙散為基本方化裁遥 方用柴胡尧郁金舒肝解郁院當歸尧
白芍養血柔肝袁 使肝血得養而不橫逆袁 由於濕熱下
注袁所以將炒白芍改用生白芍曰白術尧茯苓健脾扶土曰
石韋尧萹蓄尧瞿麥利尿通淋袁琥珀具有利尿通淋外且
能活血化瘀曰白茅根清熱涼血利尿止血曰丹皮尧枝子尧
清肝瀉心火以緩心煩易怒曰白花蛇舌草清熱解毒曰王

不留行活血化瘀袁改善前列腺供血曰牛七散瘀袁引藥
下行遥
胃脘痛

林某袁男袁43歲遥 2007年6月18日初診
患者上腹部疼痛不適已5年有餘曾多方求治袁時

發時愈袁現胃脘部穩穩悶痛袁胸悶脹滿袁噯氣泛酸袁納
獃袁神疲袁大便2日至3日一行袁舌質暗紅袁苔薄黃袁脈
弦數弱遥 證病肝氣郁結遥 肝胃不和遥 治宜舒肝理氣袁
健脾和胃止痛遥 方以逍遙散合四君子湯加減遥

處方院當歸10克袁白芍30克袁柴胡6克袁生白術15
克袁茯苓10克袁香附10克袁川練子10克袁佛手10克袁木
香6克袁吳茱1克袁川連6克袁大黃3克袁丹參30克袁甘草3
克遥 水煎服6劑袁每日1劑遥

二診院藥後胃痛未作袁已不胸滿袁噯氣消失袁大便
已一日一行遥納食轉佳遥但仍有泛酸袁去大黃袁加瓦楞
子12克袁當歸改用15克遥 水煎服6劑袁每日一劑遥 囑服
15劑袁每日一劑遥 諸症吿愈遥

叶按語曳本案為肝疏泄不及袁肝氣郁結袁影響肝胃
之氣之通迏袁導致脾胃之氣郁滯袁致胃脘痛袁證屬肝
胃不和遥以逍遙散加減治之袁療効頗合遥方用柴胡尧香
附尧川練子袁舒肝解郁袁以調肝氣之暢通曰當歸尧白芍
養血柔肝袁白芍尧甘草緩急而止痛袁加重當歸尧白芍之
用量配生白術及大黃通便曰佛手尧木香袁舒肝理氣袁和
胃止痛遥 吳茱配川連以佑金平木袁 加瓦楞子制酸止
痛曰舌暗有瘀血袁以丹參活血化瘀遥 因苔由薄黃轉白袁
脈弦弱袁氣乃虛袁故以黨參尧白術尧茯苓尧甘草四君健
脾益氣扶中袁以改善氣虛而治本遥
郁證
蔡某袁女袁39歲遥 2008年2月4日初診遥

患者抑鬱不歡袁精神不振已一年之久袁現失眠多
夢袁胸悶太息袁心煩躁急袁不思飲食遥 診見院舌質紅尧苔
薄黃袁脈弦數遥證屬肝氣郁結袁心肝失調遥治宜疏肝解
郁袁養心安神遥 方用逍遙散加味遥

處方院柴胡6克袁炒枝子8克袁丹皮10克袁當歸10
克袁炒白芍10克袁茯苓10克袁白術10克袁郁金10克袁川
練子10克袁炒棗仁15克袁夜交藤30克袁合歡皮15克袁甘
草3克遥 水煎服7劑袁每日1劑遥

逍遙散臨床應用舉隅

菲律濱中醫師公會 吳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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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診院胸悶袁心煩等諸症悉減袁睡眠亦有改善袁但
仍睡不安穩袁效不更方袁加半夏10袁夏枯草10克遥 水煎
服12劑袁每日1劑遥

三診院情緒穩定袁精神爽快袁睡眠安穩袁諸症消
失遥 後改用丹枝逍遙散袁天王補心丹調理壹個月而善
後遥

叶按語曳郁證是情志不舒袁氣機郁滯袁所引起的一
類病證袁其主要病機是肝的疏泄功能失常遥 正如叶丹
溪心法窑六郁曳中所說院野氣血沖和袁百病不生袁一有拂
郁袁諸病生焉遥 冶叶壽世保元窑郁證曳中亦指出叶夫郁者袁
結聚不得發越也袁當升者不得升袁當降者不得降噎噎
六郁之病見矣曳此案乃肝氣郁結袁則抑鬱不歡袁胸悶

不息袁心煩易怒曰肝郁日久則化熱袁熱擾心神則不寐遥
治宜逍遙散化裁較為合拍遥 方中柴胡尧川練子舒肝解
郁院丹皮尧枝子泄肝火袁清心除煩曰當歸尧白芍養血柔
肝陰袁使其疏泄條迏袁以防肝氣疏散太過曰白術尧茯苓
益氣健脾曰炒棗仁尧夜交藤尧合歡皮養心安神袁合歡皮
又善於解郁袁半夏消痞散結遥 夏枯草清肝火袁散瘀結袁
半夏得至陰之氣而生袁夏枯草得至陽之氣而長遥 二藥
伍用袁是採用施氏的對藥袁順應陰陽而治失眠遥 繼用
丹枝逍遙散尧天王補心丹而善後鞏固遥

渊作者簡介院吳子文醫師袁菲律濱中醫師公會理事長袁菲
華針灸推拿學會永遠名譽理事長袁 福建中醫藥大學榮譽敎

授遥 冤

叶傷寒論曳的小柴胡湯是治療傷寒少陽病的基本
方劑袁在臨床中得到廣泛運用遥 叶傷寒論曳96條記載院
野傷寒五六日袁中風袁往來寒熱袁胸脅苦滿袁嘿嘿不欲
飲食袁心煩喜嘔袁或胸中煩而不嘔袁或渴袁或腹中痛袁
或脅下痞硬袁或心下悸尧小便不利袁或不渴尧身有微
熱袁或咳者袁小柴胡湯主之遥 冶叶傷寒論曳263 條袁野少陽
之爲病袁口苦袁咽干袁目眩也遥 冶描述了小柴胡湯的主
證有往來寒熱袁胸脅苦滿袁嘿嘿不欲飲食袁心煩喜嘔袁
口苦袁咽干袁目眩遥 也描述了小柴胡湯的七個或然證院
或胸中煩而不嘔袁或渴袁或腹中痛袁或脅下痞硬袁或心
下悸尧小便不利袁或不渴尧身有微熱袁或咳者遥 其中咳
嗽多見于外感後邪入少陽袁 氣機失調曰 或是情志內
傷袁少陽鬱熱所致遥 因咳嗽病位在少陽經袁筆者稱之
爲野少陽咳嗽冶遥 少陽咳嗽臨床中極爲常見袁以常規咳
嗽辨治和抗生素等治療難以奏效袁病程常遷延日久遥
筆者在長期臨床中運用小柴胡湯治療小柴胡湯或然
證之一要要要少陽咳嗽袁取得較好的療效遥 現將臨床體
會彙報如下院

少陽病的特點院一個是經腑同病的特點袁一個是
容易化火尧容易氣郁的特點曰一個是容易生痰生飲生
水的特點曰一個是容易合併有太陽尧陽明和太陰之氣
不和的特點遥 少陽久咳者可有少陽的熱化臨床表現袁
亦可有停飲的臨床表現遥

少陽久咳的機理院外感咳嗽常伴隨感冒袁而感冒
易發生傳變袁最常見的是傳人少陽袁此時外邪已除袁
病位離表袁以咳嗽爲主袁亦未至陽明之里遥 外邪郁于
少陽袁氣機郁遏袁相火不得泄越袁郁而化火袁上逆于
肺袁 肺宣降功能失司而作咳嗽故感冒後久咳不愈也

表示正邪相持不下袁爲正邪相爭的一種表現袁當屬邪
犯少陽遥 正如叶傷寒論曳所云野血弱氣盡袁腠理開袁邪氣
因入冶遥 亦可由情志內傷所致袁如工作緊張尧壓力過
重袁導致少陽火郁袁復感外邪袁內外相引而生遥 從臟腑
而論袁少陽包括膽與三焦袁外邪內侵袁邪人少陽袁樞機
不利袁木郁化火袁常出現膽腑病變遥 肝膽主升袁肺氣主
降袁樞機不利袁木火內燃袁肝膽失于左升袁肺氣右降不
利袁則咳嗽不已曰久咳不已袁同樣亦病及三焦袁如叶內
經曳所言野久咳不已袁則三焦受之冶遥 咳嗽不愈袁邪氣入
里袁三焦阻隔遥 三焦爲元氣之別使袁可通行元氣和津
液袁 三焦阻隔則可致氣機和津液運行障礙袁 上焦不
通袁肺失宣肅袁而見咳嗽咳痰遥 少陽病在六經病中雖
然屬於三陽病袁但就病位而言即所謂的野半表半里冶遥
就正邪雙方的對比而言袁此時邪氣已不太亢盛袁正氣
也顯不足袁邪氣不能長驅直入袁正氣也不能一鼓祛邪
外出袁相持不下遥 久咳不愈也表示正邪相持不下袁邪
難外出袁病亦無入傳于里遥 咳嗽日久則多有虛實夾雜
及寒熱錯雜諸症遥

少陽咳嗽的臨床表現院以咳嗽爲主症袁久咳袁時
間在一周之上袁甚至數月遥 少陽熱化則可兼口干袁口
苦袁痰粘色黃或是干咳無痰遥 飲停少陽則可兼有咳痰
清稀袁或有氣緊遥 咳甚者可兼見胸脅脹痛諸症遥 舌淡
或舌紅苔薄袁脈多弦遥

小柴胡湯的方解與臨床治咳的應用院叶醫學實在
易曳注小柴胡湯時謂院野胸中支飲咳源頭袁方外奇方莫
漫求袁更有小柴加減法袁通調津液效優優冶遥 在小柴胡
湯的或然證原有野或咳冶一症袁可見咳嗽有屬少陽病
者袁久咳更是多屬少陽遥 叶傷寒論曳原文101條院野傷寒

小柴胡湯治療或然證要要咳嗽的思考

深圳市寶安區西鄉人民醫院 曾國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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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袁有柴胡證袁但見一證便是袁不必悉具冶也説明瞭
小柴胡湯可用于治療以咳嗽爲主症的疾病而不必所
有的少陽症狀都具備遥 方中柴胡和黃芩合用袁柴胡解
經邪袁又是個解郁的藥遥 葉天士曰院野柴胡輕清袁升達
膽氣袁膽氣條達袁則十一臟從之宣化袁噎噎凡有結氣
皆能散之也遥 冶黃芩清腑熱袁是清火的藥袁兩藥配伍就
是針對少陽病的經腑同病及易氣郁尧易化火的特點遥
是治療少陽病的主要藥對遥 半夏和生薑這兩個藥都
是辛散的袁陳修園曰院野辛則能開諸結冶遥 凡是辛散的
藥都可以疏通氣郁袁 所以這兩味藥配伍提高了柴胡
疏理少陽氣郁的功效遥 半夏與生薑配伍還具有化痰尧
消飲尧去水尧消飲的作用袁這就針對了少陽病三焦氣
機不暢之後易生痰生飲生水的這種病變特點袁 當痰
飲水濕袪除之後袁也利于少陽氣機的暢達遥 人參尧甘
草尧大棗助少陽正氣以袪邪遥 諸藥配伍袁辛開苦降尧寒
溫並用尧攻補兼施以達到和解少陽尧疏通氣機尧化痰
消飲的功效遥 唐容川謂院野小柴胡能通水津袁散郁火袁
升清降濁袁左宜右有袁爲通利三焦袁治肺調肝袁兼和營
衛之良方遥 以治咳嗽袁肺火盛加麥冬袁肝火盛加當歸尧
胡連噎噎冶 所以小柴胡治療少陽咳嗽主要在于小柴
胡湯具有疏通三焦氣機水道袁氣機升降順暢袁肺氣就
能正常肅降袁咳嗽自能得除遥 筆者在臨床上應用小柴
胡湯治療少陽咳嗽袁常根據少陽病容易熱化尧容易氣
郁和容易生痰生飲生水的三個特點進行加減用藥遥
少陽病熱化袁則咳嗽多兼見咽干尧口苦袁痰少色黃袁舌
紅苔薄白多加桔梗袁川貝袁魚腥草遥 如果口渴較甚袁爲
津液損傷袁宗叶傷寒論曳記載院野若渴袁去半夏袁加人參
合前成四兩半袁括蔞根四兩冶袁去半夏之燥袁加人參尧
花粉以生津止渴遥 臨床中筆者常加沙參尧天花粉遥 咳
而胸悶者袁加桔梗袁枳殻袁杏仁袁蘇梗以疏解郁氣尧寬
胸遥 痰飲內停而咳痰清稀或如泡沫者袁宗叶傷寒論曳
法院野若咳者袁去人參尧大棗袁加五味子半升袁去生薑袁
加干姜二兩冶遥 筆者臨床中多與小靑龍湯合用遥 至於
叶傷寒論曳中所述的去人參袁筆者認爲在少陽咳嗽夾
水飲內停者袁邪氣尙實袁氣機壅滯者當去之遥 而若咳
嗽日久袁邪氣不盛袁正氣耗傷還應當用之以助少陽正

氣袁扶正祛邪遥 所以在臨床中還要注意各人的體質不
同而靈活運用遥 若咳嗽日久袁咽癢袁痰稀少袁畏風者袁
可合止嗽散治之遥 咳嗽呈嗆咳尧痙咳者袁爲久咳肺金
不足袁金不制木袁肝木侮刑肺金袁應當肝肺同治遥 加仙
鶴草尧殭蠶尧黛蛤散袁其中仙鶴草具有很強的鎮咳作
用遥 若兼脘悶尧納差尧舌苔白厚膩者袁可加用平胃散遥
兼氣緊尧氣喘而屬熱者加桑白皮曰屬寒者加炙麻黃遥
另外袁筆者在運用小柴胡湯咳嗽多是咳嗽一周之上袁
如叶傷寒論曳所述院野傷寒五六日袁中風噎噎或咳者袁小
柴胡湯主之冶遥 而咳嗽多月袁多是邪在半表半里袁正虛
而邪不盛袁未傳于里袁難出于表袁病勢膠着袁正是少陽
咳嗽遥 另外少陽咳嗽還可表現明顯的時間性的發作
性咳嗽袁如夜間咳嗽尧晨起咳嗽等袁即是休作有時的
表現袁正如叶傷寒論曳原文97條提到小柴胡湯用以野寒
熱往來袁休作有時冶袁這休作有時袁爲邪在少陽經脈袁
邪正相爭袁少陽樞機不利所致遥 所以儘可用小柴胡湯
治之遥

典型病例院
李某袁 女袁35歲袁2010年3月兩個月前患感冒袁惡

寒發熱袁咽痛袁經輸液等治療後袁惡寒發熱除袁但出現
咳嗽袁咳痰少袁晨起咳嗽較劇烈袁胸脅脹痛遥 口略干袁
晨起口苦袁咽部不適感袁納食尙可袁二便如常遥 經西醫
輸注多種抗生素渊頭孢尧阿奇霉素等冤未能取效遥 查
體院咽部中度充血袁雙肺部聽診呼吸音正常袁舌紅苔
薄白少津袁脈弦緩遥 胸部X線攝片示院心肺無異常遥 給
予小柴胡湯加減治療袁柴胡10克袁黃芩10克袁半夏5
克袁沙參15克袁甘草5克袁桔梗10克袁杏仁10克袁仙鶴草
20克袁殭蠶10克袁全瓜蔞15克袁海蛤殻15克袁叁劑遥 水
煎兩次袁藥汁混合後袁分兩次服用袁每日一劑遥 三日後
再診袁咳嗽症狀已大見好轉袁晨起偶有咳嗽袁無痰袁再
以養陰潤肺之方劑收功遥

渊作者簡介院姓名曾國祿袁男袁1965年6月生袁1986年7月畢

業學校福建中醫學院袁學士袁深圳市寶安區西鄉人民醫院中醫

康復科副主任袁副主任醫師尧主要學術成果院主要從事中西醫

結合腦病康復與肝病的臨床診療工作遥 電話院18938093629曰電
子郵箱院zguolu@126.com遥 冤

緩慢性心律失常是指有效心律低於60次/分的
各種心律失常袁通常包括竇性心動過緩尧傳導阻滯尧
竇性停搏尧 病態竇房結綜合徵尧 室性逸搏和逸搏心

律尧 房室結性逸搏和逸搏心律等以心律減慢爲主要
特徵的疾病遥 由於本病常導致心輸出量減少袁引起人
體重要臟器及組織供血不足袁 病人常出現心悸尧頭

血栓通聯合環磷腺苷葡胺靜脈滴注治療緩慢性心律失常53例
Xueshuantong 袁Meglumine Adenosine Cyclophosphate combined intravenous drip

treatment of 53 patients with slow arrhythmia

葉允仁 福建省寧德市康復醫院 352100

內科臨床 199



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暈尧疲乏尧氣短尧面色無華袁或胸痛尧紫紺尧暈厥等證袁
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袁甚則發生阿-斯綜合徵而
危及生命遥

筆者應用血栓通聯合環磷腺苷葡胺靜脈滴注治
療緩慢性心率失常53例袁取得較好的療效遥 現將有關
資料報吿如下院

一般資料院53例全部係我院2008年1月至2010年
12月門診病例遥其中男41例袁女12例遥年齡最小45歲袁
最大82歲遥所有病例都經過心電圖檢查確診遥病種分
別爲竇性心動過緩35例袁病態竇房結綜合徵8例渊其
中1例伴房室結性逸搏冤袁房室傳導阻滯10例遥 其中病
態竇房結綜合徵的診斷標準按 叶中華心血管雜誌曳
1993年第21卷第1期的診斷標準院凡符合下列心電圖
之一即可確診院1尧竇緩臆40次/分袁持續逸1分曰2尧域
度域型竇房阻滯曰3尧竇性停搏跃3.0秒曰4尧竇緩伴短陣
房顫尧房撲尧室上性心動過速袁發作停止時竇性搏動
恢復時間跃2秒遥 10例房室傳導阻滯中袁玉度房室傳導
阻滯4例袁域度玉型房室傳導阻滯3例袁域度域型房室
傳導阻滯3例渊其中1例伴室性逸搏冤遥

伴發病症院53例中袁原發性高血壓31例袁域型糖
尿病5例袁心肌供血不足13例袁不同程度腦梗塞9例袁
腦萎縮6例遥

本組病例中袁心率最高爲58次/分袁最低爲35次/
分袁 平均心率爲49次/分遥 其中病態竇房結綜合徵8
例袁心率全部臆40次/分遥

治療方法院血栓通渊廣西梧州製藥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生産的注射用血栓通凍干粉袁 每瓶150mg冤
300mg袁 溶于0.9%氯化鈉注射液或5%葡萄糖注射液
250ml袁環磷腺苷葡胺渊瑞陽製藥有限公司生産的注
射用環磷腺苷葡胺袁每瓶30mg冤60mg袁溶于0.9%氯化
鈉注射液100ml袁依次靜滴袁每天1次袁7天爲1療程袁可
連用2-3個療程遥治療期間袁除原有使用的降壓藥尧降
糖藥尧擴冠藥繼續使用外袁停用其他可能影響心率的
藥物遥

治療結果院經1-3個療程治療後袁本組患者心悸尧
頭暈尧疲乏尧氣短等症狀均有改善袁未出現胸痛尧暈
厥遥 復查心電圖袁心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袁最少提
高3次/分袁最多提高15次/分袁平均心率爲57次/分袁較
治療前提高8次/分遥 竇性心動過緩35例中袁有17例提
高到60次/分以上遥 病態竇房結綜合徵8例中袁有5例
提高到40次/分以上遥 10例房室傳導阻滯中袁4例玉度
房室傳導阻滯中有1例恢復正常遥 所有復查病例中袁
均未出現房室結性逸搏和室性逸搏遥

典型病例介紹院雷某袁男袁65歲袁頭暈頭痛反復發
作18年袁伴心悸尧心慌尧胸悶尧疲乏尧氣短3年遥 曾在某
市醫院住院治療袁 診斷爲原發性高血壓3級極高危尧
高脂血症尧多發腔隙性腦梗尧腦萎縮尧病態竇房結綜

合徵遥 長期服用纈沙坦尧拜阿斯匹林尧單硝酸異山梨
酯尧丹參滴丸等藥物遥 本院體檢時血壓150/90mmhg袁
心率37次/分袁呼吸18次/分袁體溫36.8毅C遥 慢性病容袁
動則氣促袁面色無華袁口唇稍靑紫袁頸靜脈無怒張袁
甲狀腺無腫大遥 心尖搏動位于第5肋間左鎖骨中線外
1cm袁 心尖部聞及域毅SM袁 偶有心律不齊袁A2跃P2袁肺
渊-冤袁腹軟袁肝在右肋下1cm劍突下4cm觸及袁質實袁神
經系統渊-冤袁雙下肢未見明顯浮腫遥 按前法給予血栓
通聯合環磷腺苷葡胺靜脈滴注治療袁3天後自覺心
悸尧心慌尧疲乏尧氣短等症狀明顯減輕袁繼續治療至2
個療程結束袁自覺症狀基本消失袁活動自如遥 復查心
電圖院竇性心動過緩袁心率52次/分袁左室高電壓袁心
肌供血不足袁未見房室結性逸搏遥

討論院緩慢性心律失常是臨床常見的心律失常袁
在老年人中發生率更高袁其病變的部位與竇房結尧傳
導系統尧心肌有關袁其主要病因之一爲供應該部位的
冠狀動脈分支硬化尧 膠原支架異常等引起局部的缺
血尧缺氧尧水腫尧炎症袁進而導致退行性病變遥 竇房結
的病理變化常表現爲澱粉樣變性或脂肪浸潤袁 傳導
系統的病理變化主要爲炎症或局限性纖維化尧鈣化尧
或束支組織壞死遥 本病在中醫古籍中多描述爲 野心
悸冶野怔忡冶尧野胸痺冶尧野眩暈冶尧野厥證冶 及 野結脈冶尧野代
脈冶尧野遲脈冶等袁多由陽氣不足尧心血瘀滯尧絡脈痺阻
所致遥 血栓通是中藥三七的提取物袁主要成分爲三七
總皂苷袁具有活血袪瘀尧通脈活絡的作用遥 現代藥理
硏究認爲袁三七總皂甙能降低血小板的活性袁抑制血
小板聚集袁提高纖維蛋白溶解酶的活性袁減低血液黏
滯度袁調節血管收縮功能袁減少缺血血管的進一步損
傷袁還能調整血脂尧減少鈣通道阻斷袁並促進神經功
能的恢復袁改善微循環袁改善組織缺血缺氧狀態遥 環
磷腺苷葡胺爲非洋地黃類強心劑袁 具有較好的親水
性袁尤其是脂溶性較強袁較易透過脂溶性細胞膜進入
心肌細胞內發揮作用袁 經磷酸二酯酶分解形成5-
ATP袁再經5-ATP酶降解爲腺苷和磷酸袁發揮正性肌
力作用袁能增強心肌收縮力袁改善心肌泵血功能袁有
擴張血管作用袁可降低心肌耗氧量袁改善心肌細胞代
謝袁保護缺血尧缺氧的心肌袁改善竇房結P細胞功能遥
二藥合用于治療緩慢性心律失常袁 旣能發揮三七活
血化瘀通絡袁袪瘀生新的作用袁又能改善和加強竇房
結尧傳導系統尧心肌細胞的功能袁可以説是中西醫藥
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有機結合袁故能相得益彰袁取得
較好的療效遥

渊作者簡介院葉允仁院男袁中醫主任醫師袁擅長用中醫和中

西醫結合的方法治療心腦血管疾病遥通訊地址院福建省寧德市

蕉城南路坪塔路口市康復醫院蕉南門診部遥 郵編院352100袁電
話 院0593 -2983263袁 手 機 院13805064559袁 電 子 郵 箱 院yun鄄
ren@126.co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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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010年袁筆者採用益氣活血袁溫陽利水
法配合西醫常規治療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袁 療效較
好袁現將結果報吿如下遥

1. 臨床資料 50例均爲住院慢性充血性心力
衰竭患者袁符合美國紐約心臟學會標準分級袁其中心
功能III級35例袁心功能IV級15例遥 所有隨機分爲治療
組和對照組袁每組25例遥 治療組25例袁其中男性15例袁
女性10例曰平均年齡渊54.2依8.6冤歲遥 心功能分級III級
16例袁心功能分級IV級9例遥 對照組25例袁其中男性17
例袁女性8例曰平均年齡渊50.2依9.2冤歲遥 心功能分級III
級19例袁 心功能分級IV級6例遥 兩組患者的年齡袁性
別袁病因袁心功能方面均統計學處理無明顯顯著性差
異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2. 治療方法 對照組給予病因治療及常規抗
心衰治療遥 治療組在對照組常規治療的基礎上袁加用
中藥院黃芪30g袁黨參20g袁桂枝10g袁制附子9g袁當歸6g袁
川芎10g袁丹參12g袁益母草15g袁北五加皮15g袁葶藶子
10g袁澤瀉9g遥水煎服袁每日1劑袁分早晩2次服用遥兩組
均爲21天爲1個療程袁服完1個療程後觀察療效判定遥

3. 統計學方法 處理數據均以渊x依s冤表示袁兩組
用藥前後及兩組之間療效比較採用u檢驗遥

4. 療效標準 參照叶中藥新藥臨床硏究指導原
則曳渊1冤標準制定院顯效院心衰基本控制或心功能提高
2級以上袁心臟彩超EF明顯改善曰有效院心功能提高1
級袁但不及2級者袁心臟彩超EF有所改善曰無效院心功
能提高不足1級者袁心臟彩超EF無改善遥

5.治療結果
渊1冤兩組臨床療效比較渊見表1冤

表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渊例冤

渊2冤兩組治療前後心功能EF改善情况比較渊見表
2冤

渊3冤不良反應院兩組肝腎功能袁血袁尿常規袁治療
前後未見明顯異常變化遥
6 討論

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簡稱心衰袁 是各種心臟疾

病導致心功能不全的一種綜合症遥 中醫無心衰之病
名袁根據臨床表現看袁心力衰竭屬中醫野心悸冶袁野喘
證冶袁野水腫冶袁野心水冶袁野痰飲冶等範疇遥 中醫文獻雖無
心力衰竭病名袁但對心力衰竭的病因袁臨床表現都有
描述袁如叶素問援痹論曳院野脈痹不已袁復感于邪袁內捨於
心遥 冶又曰院野心痹者袁脈不通袁煩則心下鼓袁暴上氣而
喘遥 冶中醫認爲袁本病病位在心袁爲本虛標實之徵遥 本
虛爲臟腑袁氣血袁陰陽虧虛曰標實爲痰飲袁淤血袁氣滯
寒凝遥 本病初期表現爲心氣虧虛袁兼有脾肺氣虛袁主
要表現爲心悸袁動則氣喘袁乏力爲主遥 心氣進一步虧
虛可發展爲心陽虛袁進而出現脾腎陽虛遥 陽虛無力推
動血液運行袁故出現氣滯血瘀症狀袁出現心悸袁胸悶袁
胸痛袁四肢發紺袁口唇紫暗等徵象遥 陽虛不能鼓動陽
氣袁故出現四肢不溫袁肢體冰涼等虛寒徵象遥 陽虛不
能溫化水飲袁水飲泛溢袁故出現肢體水腫袁不能平臥袁
咳嗽袁咯痰等水飲內停征象遥 陽虛進一步損害陰液袁
陽損及陰袁可出現心悸袁低熱盜汗袁口干袁少津袁舌紅袁
脈細數等陰虛徵象遥 陽虛進一步加劇袁陽氣暴脫袁故
可出現神志昏迷袁大汗淋灕袁四肢厥冷袁脈微欲絶等
陽脫徵象遥

故本方中重用黃芪袁黨參益氣藥物袁心主血脈袁
氣爲血帥袁氣行則血行袁取到益氣行氣袁利水消腫作
用遥 桂枝袁制附子有溫補腎陽袁溫通心陽作用袁具有明
顯強心作用遥 當歸袁川芎袁丹參有養血活血作用袁活血
化瘀而不傷新血袁川芎有血中氣藥袁加強活血行氣作
用遥 益母草袁北五加皮袁葶藶子袁澤瀉有健脾利水袁瀉
肺利水作用遥 本方共奏益氣活血袁溫陽利水作用遥 因
此袁治療組總有效率高於對照組渊P<0.05冤袁心臟功能
EF改善高於對照組渊P<0.05冤袁説明中醫益氣活血袁溫
陽利水法袁對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緩解症狀袁改善心

益氣活血袁溫陽利水法配合西醫治療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50例

安溪中醫院 史秋實

組別 例數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渊%冤
治療組 25 6 16 3 88*
對照組 25 3 12 10 60

注院与对照组比较院*P<0.05遥

組別 例數 EF渊%冤

治療組 25
治療前院35.21依4.31
治療後院55.65依4.25*

對照組 25
治療前院36.45依4.26

治療後院44.32依5.35*#

心脏彩超心功能EF改善比较渊%冤

注院与治疗前比较*P<0.05曰与对照组比较**P<0.0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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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一

梁太 70歲
初診日期院2002年8月15日
主 訴院尿頻多年袁近年明顯遥
病 史院尿頻多年袁近年明顯袁甚時不敢上街外出袁

已多年不敢坐長途車袁不能忍袁每遇咳嗽尧
噴嚏必尿濕內褲袁現外出超過一小時以上
需穿紙尿片方敢外出遥 易感冒袁疲倦袁納
少袁眠可遥 面色稍白無澤袁舌胖有齒痕袁苔
滑膩微黃遥

旣往史院患者孕5産2袁40歲左右時已被診斷有子宮
下垂袁雖然有治療袁但療效不佳袁隨後放棄
治療袁近年除尿頻明顯外還時有感陰部有
物墜感遥

診 斷院遺溺症 渊脾肺氣虛袁中氣下陷冤
治 法院養肺健脾袁補中益氣袁
取 穴院四關穴尧中脘尧下脘尧氣海尧關元袁以

0.30X40cm 華佗牌毫針 諸穴均平補
瀉袁得氣後留針30分鐘袁加用TDP燈照神厥
25分鐘遥 每周3次袁

療 效院 2周後自覺陰部下墜感減輕袁小便次數稍
減曰4周後小便次數明顯減少袁心情大好曰
其後因隨子女外地生活袁囑其服補中益
氣湯曰後每年均回港1-2次袁均到診所接
受鞏固尧保健治療袁療效明顯遥

病例二

曹女士袁26歲
初診2009年8月
主 訴院二便失禁年余
病 史院患者自5年前被診斷爲野多發性硬皮病冶一

直接受西藥治療控制病情袁但身能機能也
逐日下降袁長期大量使用類固醇藥尧免疫
抑製藥尧抗癌藥等袁令身體日趨下降袁頻頻
進出醫院袁現除到醫院外幾乎不出家門袁
甚時在家中都需用尿片遥 情緒障礙遥 舌紅
有裂紋袁無苔袁納少袁睡差遥

診 斷院遺溺症 渊脾肺氣虛袁中氣下陷冤

治 法院補中益氣袁調和陰陽
取 穴院四關穴尧中脘尧下脘尧氣海尧關元袁足三里尧

三陰交以0.30X40cm 華佗牌毫針 諸
穴均平補瀉袁得氣後留針30分鐘袁每周5
次曰隔鹽灸神厥及足三里遥 渊敎其丈夫晩上
以鹽塡其臍袁艾條灸遥 冤

療 效院一周後可自行到診所覆診袁並除尿片遥 二
周後袁二便基本控制遥 但因野多發性硬皮
病冶到目前爲此並無特效良方袁加之中醫
藥治療費用不菲袁患者其後選擇了政府醫
院治療遥 據其身邊知情人士回饋信息袁患
者至今仍未有出現失禁情况遥

通過數例臨床效果袁 深信此法在治療遺溺的作
用遥 也採用此思維方法治療其他因中氣下陷所致的
諸症袁均獲一定療效遥
結 語院

小便不禁又稱小便失禁尧尿失禁遥 叶黃帝內經曳將
小便不禁尧遺尿等統稱爲野遺溺冶袁野膀胱不利爲隆袁不
約爲遺溺冶袁叶靈樞钥 本輸篇曳野虛則遺溺袁 遺溺則補
之冶遥 遺溺是五臟虛損袁外邪侵擾或外傷導致膀胱失
約袁已知尿出而不能禁袁小便自行排出爲主表現的病
症遥 多見于老年人袁産後婦女及病後體弱患者遥 臨床
上分爲脾肺氣虛型尧心腎兩虛型尧肝腎陰虛型尧腎氣
不足型尧膀胱濕熱型及下焦瘀血型遥 本文所述的爲脾
肺氣虛型渊中氣不足/下陷冤袁中藥常用補中益氣湯化
裁遥

益氣養血袁引氣歸元針法袁以雙合谷尧雙太冲加
中脘尧下脘尧氣海尧關元組成遥 雙合谷尧雙太冲合稱四
關穴遥 四關補益氣血袁壯肌治痿之功遥 合谷穴是手陽
明大腸經的原穴袁 太冲穴是足厥陰肝經的輸穴和原
穴遥 合谷屬多氣多血之陽明經袁偏于補氣尧瀉氣尧活
血曰太冲屬少氣多血之厥陰經袁偏于補血尧調血遥 兩穴
一陰渊太冲冤一陽渊合谷冤袁一氣渊合谷冤一血渊太冲冤袁一
臟一腑袁一升一降袁是一組具有陰陽經相配袁上下配
穴袁氣血尧陰陽尧臟腑同調的處方遥 叶素問窑痿論曳曰院

益氣養血袁引氣歸元法治療脾肺氣虛型遺溺症

香港針灸學會 熊嘉瑋 博士

功能袁效果優于單純西醫常規治療遥
渊作者簡介院史秋實 男 1980年8月出生 2002年畢業于福

建中醫學院中醫系袁主治職稱遥 聯繫方式院福建安溪縣鳳城鎮

安溪縣中醫院內科 郵編362400曰 電話院13959931310曰0595-
2600705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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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治痿獨取陽明冶袁中氣下陷而出現筋脈弛緩不收袁臟
器下垂袁亦可納入痿症之列遥 陽明爲多氣多血之經袁
又爲後天之本袁取陽明經穴位袁意在補氣血尧促後天遥
合谷袁旣能補益氣血袁又能健運脾胃曰太冲穴能調氣
血袁強肝益腎培元袁配合合谷有氣血雙補之功袁用補
法或灸法袁可補先天袁促後天袁壯肌肉袁強筋脈遥 而中
脘尧下脘尧氣海尧關元四穴在腹針處方中稱爲引氣歸
元方遥 方中中脘袁下脘均屬胃脘袁兩穴含有理中焦袁調
升降的作用曰且手太陰肺經起于中焦袁故兼有主肺氣
肅降的功能遥 氣海爲氣之海袁關元培腎固本曰腎又主

先天之原氣袁因此袁四穴含有野以後天養先天冶之意袁
故名野引氣歸元冶遥 整組配方具益氣養血袁引氣歸元的
功效袁 對比中藥方劑中的補中益氣湯是有過之而無
不及袁 因而選用此方治療中氣下陷諸症均可獲滿意
療效遥

渊作者簡介院熊嘉瑋 女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注冊中醫

師遥香港針灸學會副會長尧秘書長尧會立香港針灸醫學院院長遥
南方醫科大學醫學博士渊中西醫結合專業冤尧香港浸會大學中

醫學碩士渊針灸專業冤尧廣州中醫學院 醫療系遥 從事臨床醫療

工作二十八年遥 冤

濟生腎氣湯案
賴翁袁年七十有九袁安徽鳳陽人氏袁流浪晉江偏

街僻巷袁專撿破爛爲生袁乏固定之棲宿處袁朝夕則株
守垃圾場旁遥 去歲端午袁人見而憫憐之袁送給幾個鹹
肉粽袁賴翁未經再燒煮袁不審有否餿壞钥 饕餮連食五
個遥 咱厝人對食不得法不惜身命者袁常用野老命配涼
肉粽冶以嘰之遥 咸粽袁以糯米爲主袁雜佐公仔豆尧花生尧
肥肉尧芋艿尧香菇尧蝦米等料遥 端午夏至之期袁天氣酷
熱袁食物極易變質袁且此翁長期與垃圾打交道袁野嗟彼
垃圾場袁並非安樂國冶袁蚊蠅孳生袁各種致病菌袁安不
乘虛而入遥 賴日常以冷飯剩菜充飢袁今突由油膩粘滯
之物鼓腹後袁野波靑遠帆疑不動袁 老樹當風葉有聲冶袁
胃腸不堪重戴袁倉廩承受不了袁立即出事袁噯氣泛噁袁
脘腹痞脹袁上吐下瀉袁糞便腐若敗卵袁經陳埭某衛生
所治療袁吐瀉止袁但出現小腹墜脹袁有尿意而涓滴難
下袁以致小腹膨隆袁痛苦不安遥 急求治于街道江湖郞
中袁此野皇緑仙冶不診則罷袁一診則危言聳聽袁哪吒鬧
海袁悄吿賴曰院野你老沾花問柳袁已罹性病冶遥 硬索要藥
費二百銀遥 賴翁拿了點藥袁跨出門檻袁手掌擊頭袁喃喃
自語道院野吾老孑然一身袁無依無靠袁浪迹天涯袁飄萍
四海袁日乞三餐袁夜蹲一眠袁那來的性病钥 眞是狗咬乞
丐袁失德不失德冶钥 賴老藥後罔效遥 翌晨袁顫魏魏趕到
尋余袁主訴院溲瀝滴難出袁兼見形神萎頓袁面色不榮袁
肌膚枯蒿袁四未冰涼袁腰膝酸軟袁足若墜鉛袁舌質淡袁
脈遲細遥 患者高年體虛袁胃腸先受冷粽所傷袁而致吐
瀉袁經緊急處理後袁胃中陽氣受損袁體力未復袁命門火
衰袁豈能通調水道以輸膀胱钥 遂失氣化之機袁治宜益
火以溫煕腎陽袁 壯水以化氣通調袁 方取濟生腎氣加
減袁藥處院

炮附子10g尧土炒蘇淮山 12g尧山茱萸10g尧牡丹
皮8g尧酒蒸車前子10g尧鹽水炒福澤瀉10g尧去皮雲茯

苓10g尧熟地黃15g尧硏未另冲油肉桂5g尧酒浸去蘆川
牛膝10g尧水盅六煎八分袁渣再遥

並囑皖籍老鄉袁爲其煎藥袁代予看護袁連服2劑袁
腹墜脹減袁尿量稍增袁但未盡通暢袁慮其病後正氣虧
損袁藥力尙未盡逮袁旣效宜守而不更方袁續進三劑曰並
以鮮葱連須尧花椒未少許搗料外敷關元尧神闕穴袁三
天後袁肢體回溫袁小便通暢如常尧納食神氣俱增袁病漸
向愈袁囑以北京同仁堂藥厰産金匱腎氣丸20粒袁早晩
呑服袁以善其後遥

賴翁溲艱滴瀝袁似癃而未閉袁因傷于飲食尧吐瀉
交作袁津液損耗袁吐瀉雖止袁氣化未復袁難輸膀胱欲尿
而涓滴袁若以諸淋而論袁乃氣不足之氣虛淋也遥 江湖
郞中以性病之爲診袁 是將中醫之諸淋而解釋爲性病
之野淋病冶袁不瞭解中醫漢字的概念與病情與外來的
野淋病冶大不相徑渊或爲江湖吪術冤袁其治療目的並不
在于治野淋冶袁而在于榨野孔方兄冶遥 叶素向窑靈蘭秘典
論曳曰院野膀胱者袁州都之官袁津液藏焉袁氣化則出焉冶
賴翁吐瀉之後袁出現類似氣虛淋袁因中陽受損袁命火
虛衰袁野無陽則陰袁無陽陰無以化冶袁膀胱不能氣化以
致發爲似癃非閉袁故用溫補腎陽袁腎陽而通袁濟生腎
氣丸治療賴翁之恙袁對症施治袁若鼓應桴袁張景岳氏
曰院野地黃尧山藥尧丹皮袁以養陰中之眞氣遥 茯苓尧澤瀉袁
車前以解間中之滯噎噎袁補火生土袁即所以洽解也曰
壯水利竅袁即所以治腎也袁補而不滯袁利而不伐袁治虛
水方袁更無有出其右者遥 冶方正切中其意遥

白虎加人參湯案

西安汪小姐袁二十三歲袁來晉江歌榭獻藝袁下嫁
陳埭某企業家遥 婚後仍操是業袁出入KTV常至三更午
夜遥 1996年7月17日晩袁在靑陽巴黎夜總會引吭高歌
時袁忽覺頭昏尧胸悶尧欲嘔尧口焦干而急扶回家遥 翌晨袁
延鄰近諸多醫生診治袁或曰野外感冶尧或曰野中寒冶尧或

雍壺齋醫話

洪榮銓窑晉江市中醫院

內科臨床 203



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曰野過辛苦冶遥 衆醫迭治五日靡效袁邀余而往視之院患
者靜臥榻中袁形神憔悴袁兩目紅赤袁身體消削曰症見發
熱汗出袁煩渴多飲尧口干咽燥尧自覺口如含沙袁咽似火
燻袁消谷善飢袁頭昏昏然袁時覺欲嘔尧夜臥難眠袁溲赤袁
舌質紅袁苔干黃袁脈洪滑兼芤遥 病室內煙酒氣味濃鬱遥
其婆婆拉余衣袖請到房外悄悄吿以曰院野吾媳是阿北
仔袁喜到歌舞廳樂暢尧嗜好煙酒尧愛食烤餅尧炸煿香辣
食品袁脾氣潑辣袁即嬌又傲袁很難侍候遥 冶詢其月信袁答
已二月未潮遥 觀前醫所處藥袁有點滴野環丙沙星加氟
米松冶者袁有用中藥野三物香薷飲冶者袁有野柴胡葛根
湯冶者袁有野銀翹加荆防冶者袁竊思前醫處方用藥未獲
效袁皆因醫理未明袁寒熱並投袁攻補雜陳袁藥未中病遥
究溯本源袁汪小姐婚後仍尋求刺激遥 趨逐波流袁夙夜
醉于歌舞袁以酒爲漿袁喜樂不節袁不能御神持滿遥 陰精
暗耗袁兩虛相得遥 且時値天暑流行袁疾即成矣浴 憶及
叶丹溪心法曳曰院野酒面無節尧酷嗜炙煿噎噎臟腑生熱袁
燥熱熾盛袁津液干焦袁渴飲水漿而不能自禁遥 冶劉河間
亦曰院野消渴者噎噎耗亂精神尧過違其度之所成也袁蓋
五志過極皆作火化遥 冶以證汪小姐之疾袁應爲中暑窑消
渴遥 且月經二月未至袁又有頻嘔脈滑袁當有孕也遥 渊後
查尿糖卅袁 血糖14MMD/L及早早孕試驗陽性冤渊查其
病史未曾有過糖尿病袁 考慮此次病中賞用較大劑量
激素袁恐爲藥物引起糖尿病遥 冤囑勿入舞廳尧遠煙酒尧
禁房幃袁戒恚怒袁節飲食尧安心靜養尧起居有常袁服藥
調治遥 今患者身懷六甲袁又中暑消渴袁根據野有故無殞
亦無殞冶原則袁姑擬白虎加人參湯法袁以冀祛暑止渴
安胎袁處方院移種洋參尧石膏尧知母尧粳米尧石斛尧麥冬尧
生地尧白芍尧竹葉尧甘草尧連進十餘劑袁日呈良象袁恢復
如常遥

白虎人參湯主治陽明熱盛袁津氣兩傷尧其白虎清
陽明之里熱袁加人參補氣而生津遥 重溫仲聖原著袁闡
述白虎加人參湯之條文有六袁即院

野服桂支湯袁大汗出後袁大煩渴不解噎噎白虎加
人參湯主之冶叶傷寒論窑26條曳

野傷寒噎噎七八日不解尧 熱結在里袁 表里俱熱
噎噎大渴袁舌上乾燥而煩袁欲飲水數升者袁白虎加人
參湯主之遥 冶叶傷寒論窑168條曳

野傷寒無大熱袁口燥渴袁心煩噎噎白虎加人參湯
主之冶叶傷寒論窑169條曳

野傷寒脈浮袁發熱無汗袁其表不解者袁不可與白虎
湯曰渴欲飲水袁無表症者袁白虎加人參湯主之遥 冶叶傷寒
論窑170條曳

野若渴欲飲水袁暍是也袁汗出惡寒尧身熱而渴袁白
虎加人參湯主之冶叶 金匱要略窑痙濕暍病脈證曳

以上條文分別以野大煩渴不解冶袁野大渴尧舌上乾
燥而煩尧 欲飲水數升冶袁野口燥渴冶袁野渴欲飲水冶野身熱
而渴冶等來野辨渴冶程度袁條文中凡內熱引野渴冶者袁無

不用白虎人參湯也遥
當理法方藥旣定袁欲實施治療方案時袁余曾電話

請敎我恩師袁 原省中醫藥硏究院資深硏究員趙正山
老先生袁他謂消渴病人口渴欲飲者袁大有野一口飲盡
三江水冶尙不足解其渴袁服藥時可用野陰陽九龍湯冶以
濟其急袁所謂野陰陽九龍湯冶是趙老對消渴病人採用
的一種獨特服藥法袁 把處方第一道 渊即晉江所謂藥
頭冤煎好後另放袁再煎藥渣倒出袁一熱一涼袁各倒一半
和野即陰陽湯冶袁適溫服用袁服藥時先飲一口袁在口中
漱攪與唾液相混袁然後分作三次徐徐呑下袁連飲三口
計呑九次渊即九龍冤袁余藥未盡袁重複此法遥

白虎加人參湯症案袁 用趙老的陰陽九龍湯服法
後袁飲潤口腔而止渴袁較飲大量湯液尧脹于胃中而仍
口渴不止效果爲佳袁此乃野陰陽九龍湯冶服藥法的獨
特之處遥 此中之秘奧袁願與同道一齊探討遥

宣白承氣湯案

莊媼袁 年逾古稀袁 家居溫陵城南門外陳埭花廳
口遥莊氏中年夫逝袁躬耕田畝袁艱辛家計遥及至子女長
成袁或爲仕袁或務農袁或作工袁或經商袁經濟日豐袁家境
富隆遥 晩年飽食終日袁無所事事袁常與諸媼樗蒲袁熬夜
玩牌袁遣送時日遥 庚寅歲未袁突得發熱咳嗽袁氣促胸
悶袁急送就近某醫館袁診爲野肺心冶袁拍X片發現曰左下
肺影像模糊袁心界不清袁該院又逢年兜邊袁醫生大都
返梓袁看館人員因而動員野轉院冶遥 家屬無奈冒雨弁歸
于祖厝廳邊袁 迨至辛卯正月十四日袁 其長孫以祖母
病袁年內至今已廿余日袁症狀未見瘥袁喘嗽痰哽袁甚且
胸脘脹悶而着急求醫袁 經其朋友介紹而往雍壺齋詢
治袁並謂後事已備袁但不忍失醫而與其枉死袁先生如
肯撥冗出診袁則醫道盡矣袁全家感激浴 至於病情危篤袁
伯叔姑舅盡皆理解袁死生之由命也浴 余往視袁見莊老
太太身着棗色壽衣袁面赤唇焦袁舌質紅而苔黃袁咳聲
洪亮袁粘痰阻喉袁喀喀有聲袁食入胃脘有堵脹感袁但神
志尙清袁脈按弦數袁大便從十二月廿七日至今未解袁
家屬雲僅飲湯水袁問可否用涼菊花茶钥 可見有內熱口
渴思飲袁詳詢病情始知莊氏罹疾以來袁常口嚼洋參以
致咳日甚袁痰黃稠遥 余當即囑削雪梨二粒遥 取皮煎湯
頻頻予飲遥 並處宣白承氣湯加枇杏薤藕袁越日換方時
家人稱院飲梨皮湯及服藥後袁咯痰較易袁咳次暫稀袁但
大便未通袁胸脘悶減袁飲入能消袁原方加肉從容袁稻香
陳遥

正月十六日復診院見其咳嗽已減袁咯痰流利袁胸
悶略舒袁大便仍結未下袁遂改以番瀉葉袁生地黃先煎
服遥 繼擬沙參麥冬甘桔湯加大力子袁蜜紫苑袁蛇舌草尧
北杏仁袁 服藥後咳嗽幾愈遥 三餐飲食囑以稀粥湯爲
主遥

十八日再診院舌紅絳袁苔黃厚袁唇燥烈袁有光剝現
象袁脈弦緩袁食入欲嘔袁腹部臍上脘下可觸及搏動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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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塊袁疑是腸型渊內有燥矢冤袁議取增液脾約湯化裁袁
當時患者索飲袁 余吿取家制豆豉汁一與米湯飲六之
予服袁服後噦氣出袁自覺脘腹舒坦遥 並囑院倘大便仍未
通袁此腸燥液枯袁無水行舟也袁可用茶油一小湯匙給
服袁家屬問及症情有否危險袁余答曰院咳止則心寧袁肺
與大腸相表里袁今肺熱移于大腸袁如便通後袁諸症解
半矣浴

廿四日袁莊氏長孫來寓欣言袁因忙于公務袁未能
回復病情袁祖母並未服藥袁僅飲豆豉汁茶油袁大便已
通遥 能自上下床並啃甘蔗遥 只是病久體弱袁如何調養
爲妥钥 促其早日自廳邊撤去遥 余曰院令祖母貴體之恙
是病中嚼參誤補遥雍塞氣機袁諸症蜂起遥現病初復袁唯
以調精神袁適寒溫袁淡飲食袁切忌妄投溫補之物袁調養
以時日袁即可望康復也浴

二月初八袁其鄉鄰見莊氏已自行廳邊復簀起榻尧
查詢是何處醫師所治遥 瞭解行情後袁來尋余袁雲及莊
媼疾已痊癒浴

莊媼之恙袁屬中醫喘咳重症袁患者及家屬濫用人
參袁以爲參類可補身體治百病袁未明虛實袁給予干嚼袁
熬傷陰液袁致嘴唇乾燥袁口渴思飲等症狀遥 四鄰野老嬸
婆冶不知醫理袁囿于世俗袁認爲歲高殘燭袁本未倒置袁
疏于診治袁急備後事袁所幸長孫感念祖母之恩袁勤爲
求醫袁得使莊氏暫免易簀遥

豉汁茶油通便袁系流傳于泉南一帶民間療法袁豆
豉藥用見于叶傷寒論曳栀子豉湯袁治療傷寒後虛煩遥 葛
洪叶時後方曳載院葱豉湯治療感冒發燒袁頭痛無汗等
症遥 叶本草曳亦推崇黃豆能寬中益氣尧利大腸尧清熱解
毒遥豆豉應用至今將近二千餘年遥藥用豆豉是不加鹽
腌制之初製品豆豉蒲袁即處方常開的野淡豆豉冶遥 其製
作方法院將黑皮或赭皮黃皮的大豆掏去泥沙洗凈袁煮
熟燜透至爛渊用手指壓捋如泥爲度冤袁收湯後倒在簸
箕或竹匾上攤開袁掠散或烈日曬片刻後袁移至空氣流
通凈室遥 最好在初伏袁中伏製作袁二三天後袁豆已發白
茸毛袁逐漸轉爲淡黃至深緑袁四五天後把發緑的豆豉
合攏堆積袁其堆中仍能發出溫熱氣袁繼續發緑遥 一般
七天後袁可放在太陽下曝曬至干袁篩去緑霉就成豆豉
蒲遥

竊思此治案袁亦由於患者自嚼參之舛袁而余對症
施治調理袁醫者理也袁誠不謬矣浴 特記之以志一得遥

麻鴨葛根湯案

叶內經窑藏象法時論曳野五穀爲養袁五果爲助袁五畜
爲益袁五菜爲充冶的膳食保健原則袁這一古訓爲我國
歷代醫家所重視袁 並逐漸發展形成獨具特色的飲食
療法遥 以食代藥袁不僅性平味美袁易於服用袁且具有排
內邪尧安臟腑尧悅情志尧資氣血之功效袁深受民衆歡
迎袁在民間廣泛流傳着遥 食療安全可靠方便有效袁對
消渴病人來説袁更具有特殊的治療意義遥

憶40年前的1969年袁在那特殊的歷史年代袁知識
靑年響應毛主席號召袁 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敎
育袁余伴晉江知靑隨大流涌進閩西袁在戴雲山與博平
岺結合部一個名叫野山羊格冶的小村落戶袁村離縣城
100多公里袁海拔1800米袁丘壑縱橫袁飛瀑清溪袁草木
繁茂袁是畬族兄弟的聚居地遥 環境雖如世外桃源袁但
文化落後袁缺醫少藥袁畬民罹病極少進城求治袁多用
本民族醫野草藥冶或野拔痧冶等方藥解決遥 該村前小學
校長吳老先生袁年五十有六袁因列黑類受批鬥審查袁
關進牛棚已六個月袁患煩渴多飲袁消谷善飢袁口干舌
燥袁溲多遥家屬請求出棚治療袁但造反派堅持不許遥其
子悉余知醫袁悄求施方遥 余竊思爲野阿四類冶診病袁不
怕一萬只怕萬一袁徵得良心未泯的革命小將渊吳之學
生冤同意袁進入牛棚爲之診視遥 吳除有多吃多飲多拉
野三多冶症狀外袁臉色黧黑袁體質贏弱袁形體消瘦袁舌紅
而燥干尧脈細數遥 其妻泣訴院野夫君想不通袁常夜不交
睫袁長嘆至曉袁入棚三個月後出現此症遥 冶余察症審脈
後診爲消渴袁此乃五志過極袁郁而化火袁消爍津液而
引發也遥 叶靈樞窑五變篇曳雲院野噎噎怒則氣上逆袁胸中
蓄積袁氣血逆流噎噎轉而爲熱則消肌膚袁故爲消癉遥 冶
囑以畬家野麻鴨葛根湯冶治療遥 具體做法是院

麻鴨一只袁宰凈去尾椎渊有二粒腺體部分冤袁地産
葛薯干2兩袁入鹽少許袁水姜渊即嫩姜冤3片袁加水適量袁
放入沙鍋內袁上蓋荷葉袁旺火蒸2小時袁食時掠去浮
油袁三餐服遥 其湯甘清略帶荷葉淡香袁並囑順四時袁愼
起居袁禁恚怒袁遠煙酒袁調理一個月後袁諸症消失遥 吳
妻欣喜來吿院野僅喝鴨湯倒把病喝好了噎噎冶

考麻鴨袁 原産于龍岩新羅龍門袁 系閩西優良鴨
種袁群衆稱爲野新岑鴨冶尧野水鴨冶遥 此鴨體小輕盈袁頭雋
頸長袁胸部平深袁後體寬大袁耐勞健走袁浮游或潜水袁
覓食能力強袁適宜于山區溪澗袁田野放牧遥 麻鴨旣産
蛋又肉用袁鴨農當要淘汰蛋母鴨時即進行育肥袁母鴨
一般飼養年爲2至3年袁然後轉爲肉用鴨袁閩西民衆認
爲麻鴨母有清熱解毒袁滋陰降火作用遥 鄉間習慣袁凡
小兒麻疹後或罹肝病者袁常用此鴨配草藥炖服遥 鴨肉
性甘尧咸涼袁滋陰除蒸遥 叶本草綱目曳載道院野補虛除客
熱袁利臟腑及水道遥 冶但鴨肉多食則滯氣滑腸袁食療時
應掠去油脂遥

葛薯干袁 系中藥葛根袁渊屬豆科植物野生葛藤的
肥大塊根冤袁多野生袁閩西山中盛産此藥遥 其性辛甘
平袁野善升清袁入脾胃袁通血絡冶袁有生陽布津袁解肌退
熱袁祛邪開腠袁舒攣緩急之效遥 叶神農本草經曳曰院野主
消渴尧身大熱尧嘔吐尧諸癉尧起陰氣袁解諸毒遥 冶近代藥
理硏究證實袁 葛根對心臟血管及外周循環不同的病
理狀態具有良好的雙向調節作用袁還有降糖作用遥 如
有鮮葛根者用半至一斤尤佳遥

麻鴨葛根湯食療方袁 對於治療纏滯日久的消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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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病綜合徵西醫治療主要以大量激素爲主袁長
期應用激素袁 又可産生很多不良反應袁 有時相當嚴
重袁激素導致的蛋白質高分解狀態可加重氮質血症袁
促使血尿酸增高袁 誘發痛風和 加劇腎功能減退袁大
劑量應用激素有時可加劇高血壓促發 心衰袁激素應
用時的感染症狀可不明顯袁特別容易延誤診斷袁使感
染擴散遥 激素長期應用還可加劇腎病綜合徵的骨病袁
甚至産生無菌性股骨頸缺血性壞死袁10+年來我科運
用中醫藥治療本病取得了較滿意的療效袁 同時也避
免了許多不良反應的發生袁現將臨床體會介紹如下遥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病356例均爲我院內科住院患者和中醫科門
診患者袁男174例袁女182例袁年齡最大68歲袁最小10

歲袁病程最短爲6個月袁最長達10餘年遥
1.2 診斷標準

全部病例全部依據叶實用內科學曳和 叶中醫內科
臨證備要曳的診斷尧治療及療效標準而確診遥
1.3 藥物組成及用法

眞武湯加減院茯苓15g袁芍藥10g袁白術15g袁桂枝
10g袁生薑3片袁附子5g袁尿失禁者加芡實15g袁金櫻子
15g袁益智仁15g袁五味子10g袁桑螵蛸15g曰水腫盛者加
薏苡仁30g袁車前子10g曰氣短神疲加人參15g袁黃芪
30g袁益氣固表利水曰面色淡白加阿膠10g袁當歸10g袁
首烏10g遥 水煎服袁日1劑袁分兩次溫服遥
1.4 觀察指標

根據腎病辨證標準列舉的臨床表現袁 測定治療
前後24 h尿蛋白定量尧血清白蛋白渊Aib冤尧總膽固醇

眞武湯加減治療腎病綜合症臨床探討

唐輝龍

渊福建省安溪縣中醫院袁362400冤

病人是適宜的袁凡是閩西來晉求治的消渴病人袁余屢
囑用此方調治袁就地取材袁經濟方便袁雖未必能臻于
速效之境袁但對消耗性消渴患者的體質恢復袁不妨可

一試矣浴
辛卯窑大暑于晉江

郁病是臨床常見病袁筆者自擬郁金湯治療袁療效
顯著袁現介紹如下院

方劑組成與用法院 當歸尾4g尧 川芎8g尧 炒白芍
10g尧郁金10g尧藕節30g尧桂枝5g尧淮山10g尧百合10g尧川
七粉4g渊冲服冤袁豬排骨300至500克袁炖服袁4劑袁每2至
3天1劑遥

適應症院郁病遥 症見胸部痞塞尧甚則胸部竄痛尧痛
不定位尧呼吸不舒尧善太息尧心煩尧噯氣袁舌淡紅苔薄
白袁脈弦遥

病案舉例院 陳某某袁 男袁28歲袁2011年2月6日初
診遥 本人爲汽車維修工袁訴一周來袁胸部痞塞尧竄痛袁
呼吸不暢袁善太息袁心煩易怒袁胸悶噯氣袁舌淡紅苔薄
黃袁脈弦遥證屬肝氣鬱結袁氣機不暢遥服郁金湯1劑袁症
狀明顯減輕袁服2劑症狀消失遥 至今無復發遥

體會院叶丹溪心法曳院野氣血冲和袁百病不生曰一有

怫郁袁百病生焉冶遥 叶景岳全書曳院野凡血氣之郁袁則諸病
皆有冶遥説明郁病爲臨床常見病袁也爲它病之因遥發病
多與久坐勞作尧勞動強過大或精神因素有關遥 本方四
物去熟地袁加川七袁變補血藥爲活血止痛袁郁金尧藕
節尧百合尧桂枝理氣行氣尧開胸解郁袁淮山健脾尧防郁
病犯脾遥 排骨爲骨肉有情袁同類相求袁使開胸散郁不
致太過袁如無胸痛袁去川七加枇杷葉10g遥 本方適宜各
年齡段人群袁經多年應用袁療效確切袁索方服用者衆遥
唯氣郁較重袁需先服先服瓜蔞薤白四逆湯後袁用本方
善後亦效佳袁不失爲郁家食療驗方遥

渊作者簡介院王英明袁男袁1953年7月生袁現任安溪縣中醫院

副院長袁主任醫師遥 電話號碼院13600732288遥 歷年來在國家級

和省級發表論文20多篇遥 先後參加野鈷60放射裝置建設冶尧野磨
削術治療皮膚澱粉樣變冶尧野針灸治療小兒腦癱冶等科硏課題設

計和組織聯合攻關袁其科硏成果獲省尧市尧縣科技進步奬袁特殊

榮譽奬遥 冤

郁金湯治療郁病

安溪縣中醫院 王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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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CH冤尧甘油三酯渊TG冤及電解質遥
2 結果

2.1 療效標準 根據中醫內科臨證備要的療效標準
顯效院腎實質性症狀和體徵完全消失袁蛋白質持續陰
性或少許袁膽固醇尧甘油三酯正常袁蛋白質定量<0.2
g/24h遥 有效院 症狀與體徵明顯好轉袁 蛋白尿持續減
少>25%袁膽固醇尧 甘油三酯逐漸降低遥 無效院臨床表
現與實驗室檢查無明顯改善遥
2援2 治療結果

356例患者中有192例顯效袁119例有效袁45無效袁
總有效率達87.36%.
3 典型病例

患者袁女袁40歲袁患者于半月前發熱袁咽痛袁隨後
出現顔面袁雙下肢凹性水腫袁尿量減少袁泡沫較多袁化
驗尿常規院PRO 渊++++冤袁BLD 渊-冤袁24h尿蛋白定量
9.63g/24h袁 總膽固 醇 院10.52mmol/L袁 甘油 三酯 院
5.48mmol/L袁經當地縣醫院診斷院腎病綜合徵袁給予強
的松等激素治療袁15天後病情基本控制袁 唯蛋白尿
渊++冤持續不下袁而且一停激素病情又復發作袁遂轉中
醫治療袁患者症見院下肢水腫袁小便不利袁夜間尿多袁
腰膝酸軟袁頭暈耳鳴袁四肢不溫袁面色灰暗袁食慾不
振袁舌淡苔薄白袁脈沉細無力遥 此乃脾腎陽虛袁腎氣不
固所致袁治以健脾溫腎袁溫陽利水袁方藥院茯苓15g尧白
芍10g尧桂枝10g袁白術15g尧制附子5g尧芡實15g尧金櫻子
15g尧益智仁15g尧五味子10g尧桑螵蛸15g尧黃芪30g尧車

前子渊細布包冤10g尧甘草6g.以水800mL煎取400mL袁分
兩次溫服袁 12劑後袁水腫消失袁夜尿明顯減少袁四肢
溫和袁 食慾增加遥 實驗室檢查尿常規院PR 渊+冤袁BLD
渊-冤袁24h尿蛋白定量院3.74g/24h袁總膽固醇院4.92mmol/
L袁甘油三酯院1.67mmol/L袁又進12劑袁諸症消失袁精神
狀况良好袁實驗室各項檢查均示正常遥
4 討論

腎病綜合徵蛋白尿持續不消多數因腎病日久袁
脾腎陽虛袁腎臟受損袁影響腎的氣化功能袁腎氣虧虛袁
固攝失司袁不能固攝精氣袁體內蛋白隨尿而出袁從而
出現蛋白尿袁夜間尿多曰水之制在脾袁水之所主在腎袁
脾陽虛袁脾失健運袁則食慾不振袁濕積而爲水遥 腎陽虛
損袁聚水從其內袁水濕聚而不化 溢于下肢袁則下肢水
腫袁小便不利曰清陽不升袁濁陰不降袁則頭暈耳鳴曰至
於四肢不溫袁腰膝酸軟袁舌淡苔薄白袁脈沉細無力袁均
係脾腎陽虛之故袁治以健脾溫腎袁溫陽利水遥 方以大
辛大熱之附子溫腎助陽化氣爲主藥袁茯苓尧白術健脾
滲濕利水袁和中降逆.芡實健脾除濕固腎益精袁金櫻
子尧益智仁尧桑螵蛸溫腎攝精縮小便袁均有消除尿中
蛋白的作用袁共同組成健脾溫腎尧固精利水之劑袁加
黃芪健脾益氣袁升陽利水袁芡實健脾除濕袁固腎益精袁
芡實有明顯地消除慢性腎小球腎炎所致的蛋白尿遥
金櫻子尧益智仁尧桑螵蛸溫腎攝精縮小便袁車前子補
腎利水以瀉濁袁全方澀于利之中袁補于瀉之中袁以助
陽行水之法袁使陽氣勝袁水氣消袁諸症自愈遥

陳XX袁男袁36歲袁莆田忠門人袁自訴3個月前運動
後淋水突發左胸部疼痛袁同時在北方某醫院針灸尧中
醫治療遥 症狀時好時壞袁近一個月來袁左胸部持續性
抽動尧疼痛袁嚴重影響睡眠袁遂來就診遥 體檢院T院37益尧
P院80次/分尧R院18次/分尧BP院90/60mmHg遥 神志清楚袁
營養中等袁發育正常袁自動體位袁查體合作袁全身皮膚
粘膜未見黃染尧出血點袁未見肝掌尧蜘蛛痣袁全身淺表
淋巴結未觸及腫大遥 頭顱尧五官無畸形遥 頸部活動受
限袁頸肌僵硬袁但對稱袁氣管居中遥 甲狀腺未觸及腫
大袁未見頸靜脈怒張袁胸廓無畸形袁左胸小肌處每分
鐘70次持續抽動袁雙肺呼吸運動正常袁未聞及干濕性
羅音遥 心前區未見異常搏動袁心界叩診無擴大袁心律
齊袁各瓣膜聽診區未聞及病理性雜音袁腹平坦袁未見
腸型袁全腹軟袁無壓痛袁腸鳴音正常袁脊柱生理彎曲正
常袁各關節運動正常袁觀舌質淡袁舌體胖袁邊無齒痕袁

脈弦遥 X線片後報吿院頸椎生理曲度變直袁擬診頸椎
病遥 按祖國醫學理論認爲應屬野痹症冶範疇袁按中醫辨
證施治原則袁應袪風通絡袁活血化瘀尧行氣止痛袁組方
如下院 葛根50g 白芍40g 甘草10g 木瓜20g 水蛭
10g 蜈蚣2條 烏稍蛇10g 地龍干10g 丹參20g
淮山30g 當歸15g 黃芪30g 鷄血陳30g 水煎
服袁每日1貼遥 並配合帕諾丁500mg 每日1次尧每次1
片袁餐後服遥 連服七天爲一個療程後袁症狀體徵基本
消失袁手按局部抽動明顯減弱遥 按原方3個療程後尧病
吿愈袁囑頸部功能鍛煉袁注意休息袁後隨防一年未復
發遥

體會院胸部肌肉由胸大肌尧胸小肌構成遥 胸大肌袁
位于胸廓的前上部袁起于鎖骨的內側半尧胸骨和上部
數肋軟骨的前面袁肌束向外上方集中袁止于肱骨大結
節的下方袁可使臂內收及旋內袁當上肢固定時袁可上

中西醫結合治療左胸部肌肉持續性抽動一例

莆田市涵江區江口鎮衛生院渊351115冤 戴義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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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中風病是老年人最常見的疾病之一袁 由於近年
來中風發病率逐年遞增袁其中留下後遺症者約佔2 辕 3
以上袁中風病進入恢復階段袁患者表現有半身不遂尧
口眼歪斜尧語言不利袁精神尧智力障礙等後遺症袁如何
提高腦血管病在恢復期的治愈率袁 改善患者的生存
質量是我們臨床醫生的職責遥

祖國中醫藥學源遠流長袁綿延數千載袁具有獨特
理論體系和卓越臨床療效的一門自然科學遥 歷代先
輩對中風的論述尧診斷尧治療已經積累了豐富的臨床
經驗遥 我們後人更不能拘泥一格袁應該繼往開來尧開
拓思路尧繼承並發揚尧用現代醫學知識與前輩經驗將
其有機結合起來袁提高診斷準確率和治愈率遥 我在長
期實踐中袁不斷學習實踐袁總結了一套療效好袁療程
短的治療方法袁現簡述如下院
一尧通脈湯渊自擬方冤

組方院 豨薟草30g尧黃芪50g尧牛膝15g尧當歸15g尧
桑枝20g尧地龍15g尧水蛭6g尧川七6g尧桃仁15g尧桂枝
l0g尧丹參20g尧石菖蒲20g尧生蒲黃10g遥

方解院黃芪補益脾肺元氣尧丹參活血化瘀養血袁
二藥合用益氣與活血並用尧氣旺血行尧血行氣也旺袁
共湊益氣活血之功袁但黃芪有較強的補益作用尧升陽
助火尧體內有實熱尧肝陽上亢尧氣火上冲袁濕熱氣滯等
症均忌用遥 當歸袁豨薟草具有祛風與活血並施袁解毒
與養血並顧袁祛風濕尧強筋骨袁化濕熱解毒遥 地龍與桃
仁二藥合用相得益彰尧 化瘀通經尧 活血定志之功益
增遥桂枝尧桑枝通筋活絡效果顯著遥三七尧水蛭除陳苑
之功效力強遥 石菖蒲與蒲黃尧石菖蒲爲治療邪蒙清竅
所致神昏尧健忘之要藥袁蒲黃入血分袁善於活血化瘀
祛濁袁祛瘀濁又不傷正遥 故上方的組合袁藥力雄厚袁共
湊活血化瘀袁通經活絡之效袁對中風後遺症的治療袁
將大大縮短療程袁提高療效遥

加減法院血壓高袁偏肝陽上亢者袁加鈎藤尧天麻尧
石決明遥 偏瘀血阻絡者袁加紅花尧赤芍遥 偏痰濁中阻
者袁加半夏尧陳皮袁偏肝火熾盛者袁加黃芩尧槐花遥 偏氣

血郁滯者加柴胡尧生白芍遥 偏氣陰兩虛袁加黃芪尧刈
根遥偏肝腎虧虛者加白芍尧何首烏遥偏脾腎陽虛者袁加
附子尧人參遥 口眼歪斜者加全蝎尧殭蠶袁語言不利者加
郁金尧石菖蒲遥血糖高者加淮山尧刈根遥血脂高者加山
楂尧虎杖遥

以上每周6劑袁每日一劑袁連服4周袁病情好轉穩
定後改爲每日一劑袁服二日袁停一日遥
二尧針治院
以調和經脈尧疏通氣血爲原則遥

偏癱者院上肢取肩髃尧肩髎尧曲池尧列缺尧外關尧合
谷院下肢取環跳尧足三里尧陽陵泉尧絶骨尧三陰交曰失語
者取通里尧涌泉尧廉泉尧啞門曰口眼歪斜取地倉尧頰車尧
攢竹尧合谷尧翳風尧迎香遥 以上均取患側穴遥 分二組交
替使用袁每針三日袁停休一日袁一個月爲一療程遥
三尧推拿治療

以舒經通絡尧行氣活血爲原則袁以放鬆肌肉尧保
護關節爲施術要點遥
1援 偏癱

1援1上肢部院患者取仰臥位或坐位袁用滾法施術于患側
上臂內側至前臂往返數十次袁然後拿尧揉手三陽尧手
三陰經袁並循經按揉肩髃尧肩髎尧曲池尧尺澤尧手三里尧
合谷袁拿揉腧穴力度以患者承受爲度不可暴力遥 繼之
在患者關節生理活動許可範圍內進行肩尧肘尧腕關節
的搖法袁整個施術過程中以肩尧肘尧腕爲重點治療部
位袁最後對手指關節用捻法尧用搓法自肩部搓至腕部
往返5次遥
1援2下肢部院患者取俯臥位袁用按揉法施術于背部脊柱
兩側自上而下數十次袁配合按揉天宗尧肝腧尧膽腧尧膈
腧尧腎腧袁再用滾法施術于脊柱兩側並下至臀部尧股
後部尧小腿後部遥 以腰椎兩側尧環跳尧委中尧承山及踝
關節爲重點治療部位遥 繼之用拿法施術于下肢後側袁
同時配合腰後伸和患側髖後伸的被動活動遥 患者取
健側臥位袁 用滾法施術于患側臀部沿大腿外側經膝
關節至小腿外側數十次袁 以髖關節和膝關節爲重點

中風恢復期後遺症治療經驗

福建省泉州豐澤振元堂中醫門診部 楊白奎

提軀幹袁也可提肋以擴大胸郭袁協助吸氣遥 胸小肌院位
于胸大肌的深面袁呈片三角形袁可向前下方牽引肩胛
骨袁屬頸5-胸1胸前內外皮神經所支配遥 考慮頸椎生
理曲度變直袁又感受風寒袁濕外邪袁刺激頸神經袁反射
性引起臨床病理症狀袁故按頸椎病治療袁取得滿意效
果遥

頸椎病在臨床上是常見病袁一般按頸型尧神經根
型尧脊髓型尧椎動脈型尧交感神經型尧混合型袁6型分類
診斷治療袁本病例症狀尧體徵有點特別袁敬録供同道
參考遥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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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頭痛是一種神經血管功能障礙引起的頭痛袁
屬祖國醫學野頭風冶尧野偏頭風冶尧野內傷頭痛冶等範疇遥
凡有長期反復出現的一側或雙側頭痛發作史或有家
族遺傳傾向袁檢查無神經系統缺損症狀及體徵袁麥角
胺類藥物治療有效袁 且除外顱內外器質性病變即可
作出診斷遥 偏頭痛病因與發病機制尙未完全闡明袁發
病年齡多在25耀34歲袁常周期發作袁給患者的工作和
生活帶來嚴重影響袁西醫主要針對症狀袁對急性發作
期和預防期分別給予對症治療袁中醫從整體出發袁辨
證論治袁對人體進行整體調節遥 故中西醫結合治療偏
頭痛能取得更好的療效遥

西醫治療原則院 對於偏頭痛患者應儘可能消除
或減少誘發因素袁 治療的目的是減輕頭痛的嚴重程
度或中斷頭痛的發生和發展袁藥物劑量適中袁避免藥
物的耐受性發生和不良反應增加袁 儘量不單用血管
擴張劑遥 治療藥物的選擇院

1.急性發作期的治療 渊1冤止痛藥院如阿斯匹林尧

去痛片渊索密痛冤尧安乃近尧布洛芬尧萘普生等遥 發作頻
繁者經常服用上述藥物其效果會越來越差遥 渊2冤麥角
胺製劑院臨床常用的麥角胺咖啡因1耀2片袁于頭痛發
作先兆期或早期口服曰如頭痛不止袁每隔0.5h可再服1
片袁但每日不超過3片袁每周總量不超過10片遥 渊3冤舒
馬曲普坦院爲一具有高度選擇性的5-HT1D受體激動
劑袁對治療急性偏頭痛發作能取得迅速的滿意效果遥
100mg/片袁發作先兆時服用1片袁4h後復發者袁可重複
服用1片袁每日總劑量不超過3片遥 勿與麥角胺製劑同
時使用遥 渊4冤佐米曲普坦院爲一具有高度選擇性的5-
HT1B/1D受體激動劑遥 治療偏頭痛發作的推薦劑量
爲2.5mg口服袁服藥1h內效果最明顯遥 渊5冤激素院對持
續較長時間的所謂偏頭痛持續狀態袁 可應用潑尼松
每日30耀40mg袁 或地塞米松每日肌注8耀16mg袁 連用
3d遥 渊6冤多巴胺能拮抗劑院以甲氧氯普胺渊胃復安冤爲
常用袁10mg肌注遥 此藥本身不能減輕疼痛袁但卻增強
止痛劑和鎮靜劑的效果遥 渊7冤利多卡因院偏頭痛發作

治療部位遥 患者取仰臥位袁用滾法施術于患側下肢自
髂前上棘向下沿大腿前面袁向下至踝關節及足背部袁
繼之按揉伏兔尧風市尧梁丘尧血海尧膝眼尧陽陵泉尧足三
里尧豐隆尧解溪袁同時配合髖關節尧膝關節尧踝關節的
被動活動和整個下肢內旋動作袁 然後用拿法施術于
下肢袁拿委中尧承山尧大腿內側中部尧膝部袁最後用搓
法施術于下肢5次遥
2 口眼歪斜院

患者取仰臥位袁以患側顔面部爲主袁健側作輔助
治療遥 用一指推法自印堂尧攢竹尧陽白尧魚腰尧絲竹空尧
晴明尧四白尧迎香尧下關尧頰車尧地倉往返治療遥 同時用
揉法或按法施術于患側然後在健側袁 再配合應用擦
法治療遥 手法操作時要控制力度以防止顔面部破皮遥
患者取坐位袁用一指禪推法施術于風池及頸部袁隨後
拿風池尧肩井尧合谷結束遥 每天治療一次袁十天爲一療
程遥
四尧治療效果

臨床資料統計袁計66例袁其中23例臨床基本治愈
渊症狀與體徵消失袁行動自如尧言語清楚尧並可參加適
當活動冤曰30例顯效渊臨床症狀和體徵基本消失袁生活
可以自理冤曰8例有效渊症狀與體徵明顯減輕尧肌張力
比原來提高l級以上袁生活部分自理冤曰5例無效渊經二

個以上療程治療後袁 臨床症狀與體徵無變化或變化
不明顯冤遥 總有效率92豫以上遥
五尧治療體會

臨床常將中風分爲中經絡和中臟腑兩大類院中
經絡一般無神志改變而病輕袁 中臟腑常有神志改變
而病重遥 中風者使用活血化瘀藥宜適量袁尤其當病情
好轉時要調整活血藥在處方中的比例袁 病程即始處
方可入上藥3要4味遥用藥一段時間可適當遞減遥對仍
有高血壓的患者袁還是不用黃芪爲妥袁因爲黃芪有引
血上行袁引起再出血的可能遥 缺血性中風袁一發病就
有氣滯血瘀袁一確診袁就開始活血化瘀治療曰出血性
中風起病時尧顱內出血是主要矛盾袁應先止血尧降顱
內壓等處理袁待血止穩定後袁可針對血腫袁採用活血
化瘀治療袁通過促進自身血循環袁使血腫逐漸消散遥
中醫歷來認爲院野治風先治血袁血行風自滅冶遥 採用這
一理論指導臨床醫療實踐袁取得良好效果遥

根據多年的臨床實踐袁 認爲除藥物治療外的神
經系統功能具有較強的代償能力袁 腦血管在很大程
度上取決于患側肢體功能的早期鍛煉及患肢功能的
保護程度遥 所以袁 應當加強腦血管病的早期康復意
識袁 使康復和臨床治療同步化袁 爲患者康復爭取時
間遥

中西結合治療偏頭痛探討

趙茜1 王漢龍2

渊1.泉州市中醫院曰2.泉州市正骨醫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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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袁使用2%的利多卡因1ml袁滴入頭痛側鼻孔袁可使
頭痛緩解遥 渊8冤硫必利渊泰必利冤院是一種神經精神安
定劑袁用法100mg袁3/d遥

2.偏頭痛頻繁發作的預防和治療若患者每月發
作2次以上袁就需要用預防性藥物治療遥 渊1冤5-HT受
體拮抗劑院 苯噻啶袁 劑量由小漸增袁 第1周臨睡前
0.5mg袁以後每5d增加0.5mg袁逐漸增至爲1mg袁3/d遥 每
日最大劑量爲6mg袁連續服藥不超過6個月遥 渊2冤茁-受
體阻滯劑院普萘洛爾渊心得安袁propranolol冤40耀80mg/
d袁分4次服用遥 渊3冤抗抑鬱劑院阿米替林25mg/d口服袁
逐漸增至150mg/d遥 其他還可用多塞平渊50耀75mg/d冤尧
馬普替林尧氟西汀等遥 最近應用較多的是新型抗抑鬱
藥黛安神袁每天2片袁早晨1次頓服或早晨及中午各1
片遥 渊4冤抗癲癇藥物院丙戊酸鈉袁每日劑量爲1200mg袁
分2次服用袁維持3耀12個月遥 渊5冤鈣拮抗劑院尼莫地平
常用劑量爲20耀40mg袁每日3次遥 氟桂利嗪渊西比靈冤
5耀10mg每晩1次袁 如在治療2個月後未見明顯改善應
停用遥 維持治療時袁5mg每晩1次袁每周給藥5d袁治療6
個月後也應停藥遥 渊6冤鎂製劑院33%硫酸鎂5ml袁3/d遥

中醫認爲頭爲諸陽之會袁清陽之府袁風邪外襲袁
阻滯氣機袁腦絡痹阻袁氣血運行不暢袁則頭痛發作遥 究
其病因袁多于風邪上犯袁脈絡瘀阻有關遥 因風致瘀袁因
瘀而痛是本病的主要病機遥 具體治療有以下幾個方
面院
1 分型論治

1.1 瘀阻腦絡型院治則院通竅化瘀袁止痛遥 擬方院通竅
活血湯渊郁金尧菖蒲尧當歸尧丹參尧白芍尧川芎尧蔓荆子尧
菊花尧白芷尧甘草冤遥
1.2 脾腎陽虛型院治則院通竅溫陽袁止痛遥 擬方院通竅
溫陽湯渊郁金尧菖蒲尧制附子尧肉桂尧細辛尧當歸尧白芍尧
川芎尧蔓荆子尧白芷尧甘草冤遥
1.3 肝氣鬱結型院治則院通竅解郁袁止痛遥 擬方院通竅
解郁湯渊郁金尧菖蒲尧當歸尧柴胡尧香附尧夏枯頭尧白芍尧
川芎尧蔓荆子尧白芷尧甘草冤遥
1.4 肝陽上亢型院治則院通竅潜陽袁熄風止痛遥 擬方院
通竅熄風湯渊郁金尧菖蒲尧當歸尧石決明尧生龍牡尧白
芍尧川芎尧蔓荆子尧天麻尧菊花尧夏枯草尧甘草冤遥
1.5 痰濁上蒙型院擬方院通竅祛痰湯渊半夏尧膽南星尧茯
苓尧陳皮尧白術尧天麻尧郁金尧菖蒲尧川芎尧蔓荆子尧白
芷尧甘草冤遥
1.6 肝腎陰虛型院治則院通竅益陰袁止痛遥 擬方院通竅

益陰湯渊郁金尧菖蒲尧女貞子尧旱蓮草尧山萸肉尧枸杞尧
丹參尧赤芍尧川芎尧蔓荆子尧天麻尧菊花尧甘草冤遥
1.7 風邪入腦型院治則院通竅疏風袁活絡止痛遥擬方院通
竅活絡湯渊郁金尧菖蒲尧丹參尧白芍尧川芎尧蔓荆子尧防
風尧羌活尧木瓜尧秦艽尧白芷尧甘草冤遥
1.8 氣血兩虛型院治則院益氣養血袁固本止痛袁擬方院通
竅雙補湯渊郁金尧菖蒲尧黨參尧黃芪尧白術尧熟地黃尧當
歸尧丹參尧白芍尧川芎尧蔓荆子尧白芷尧甘草冤遥
2 中成藥應用

肝陽上亢偏頭痛可服天麻鈎藤顆粒曰 肝陽化風
頭痛袁反復發作袁可選復方羊角顆粒曰肝陽上亢袁淤血
阻絡者可選鎮腦寧尧正天丸或養血清腦顆粒曰頭痛劇
烈袁心煩不寧者可服安腦丸遥 據患者臨床特點袁可辨
證選用其他中成藥袁 如女性患者在經期前發作偏頭
痛袁可配合服用加味逍遙丸或逍遙顆粒曰頭痛時手足
發涼袁或平素怕冷袁手足不溫者袁可服用金匱腎氣丸曰
經常咽干口渴袁手腳心發熱者可服用知柏地黃丸曰感
冒後誘發偏頭痛發作時可以用芎菊上清丸或川芎茶
調顆粒治療遥

此外還有針灸按摩及練功袁 心理治療等對部分
病人有效遥

綜上袁西醫在偏頭痛的治療上以鎮痛尧鎮靜尧改
善血管功能等爲主袁療效不滿意袁副作用大袁易復發遥
現代藥理硏究表明袁當歸尧川芎尧羌活尧黃芩等藥有明
顯的抑制ADP誘導的血小板聚集作用袁 同時川芎有
類似Ca拮抗劑作用袁能促進血管內皮細胞分泌PGI2袁
抑制TXA2合成酶活性袁並減少5-HT釋放袁降低血脂
質過氧化物袁清除自由基的作用遥 天麻尧川芎尧紅花等
藥具有抑制血管平滑肌收縮增加腦血流量袁 促進血
管內皮細胞釋放血管活性物質的功能袁 可調整腦血
管功能尧改善腦血液循環遥 防風尧羌活尧細辛尧藁本尧菊
花尧蔓荆子等藥有明顯鎮痛尧鎮靜作用遥 故中藥能提
高患者疼痛閾値袁可鎮靜尧鎮痛尧改善腦血流灌注袁從
而起到治療偏頭痛的作用遥 中醫的精髓在于辨證施
治袁將中醫的辨證思想與西醫的藥物相結合袁從而發
揮中西醫結合治療偏頭痛的最大優勢遥

渊作者簡介院趙茜袁女袁1976年6月袁1999年畢業于福建中

醫學院袁本科袁泉州市中醫院袁主治醫師遥王漢龍袁男袁1975年12
月袁1999年畢業于福建中醫學院袁本科袁泉州市正骨醫院袁主治

醫師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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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從2007年9月至2010年9月袁 採用中西醫結
合的方法治療冠心病心絞痛75例袁療效較滿意袁報道
如下遥
1. 臨床資料
1.1 病例選擇院參照1979年國際心臟病學會及世界衛
生組織臨床命名標準化聯合專題組的診斷標準遥 選
擇冠心病心絞痛患者143例遥 隨機分爲2組遥

1.2一般資料院治療組75例袁男58例袁女17例曰年齡
45耀75歲袁平均63.2歲曰病程1耀10年袁平均5.6年曰每年
無定期的較嚴重發作渊需靜脈用藥冤3次以上34例袁1耀
2次20例袁對照組68例袁男48例袁女20例曰年齡45耀70
歲袁平均61.5歲曰病程2耀12年袁平均6.4年曰每年反復發
作3次以上25例袁1耀2次12例袁兩組在性別尧年齡及病
情等方面相似袁具有可比性遥
2. 治療方法
2.1治療組院銀杏葉滴丸300mg袁Tid袁同時袁口服消心痛
每日5耀15mg袁分次3次服遥
2.2對照組院單用消心痛袁每日10耀30mg袁分3次服遥 兩
組均以7天爲1個療程袁連用2個療程觀察療效遥
3. 療效觀察
3.1療效判斷標準院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1994年發
佈的中醫藥行業標準 叶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曳制
定遥 治愈院症狀消失袁心電圖及有關實驗室檢查恢復

正常遥 好轉院症狀減輕袁發作次數減少袁間歇期延長袁
實驗室檢查有改善遥 未愈院 主要症狀及心電圖無改
變遥
3.2治療結果院治療組75例中袁治愈56例袁好轉14例袁未
愈5例袁 治愈率及總有效率分別爲74.6%和93.3%曰對
照組68例袁治愈42例袁好轉17例袁未愈9例袁治愈率及
總有效率分別爲61.7%和86.8%. 治療組優于對照
組遥
4. 討論

中醫學認爲袁冠心病心絞痛屬於胸痹範疇遥 俗稱
野眞心痛冶遥 本病病情急較重袁其病機爲邪痹心絡袁氣
血不暢袁致胸悶胸痛袁甚者心痛徹背袁不得平臥爲主
症遥治宜活血化瘀袁通脈止痛遥現代醫學認爲袁冠心病
患者微循環血流緩慢袁血管瘀滯痙攣袁甚至閉塞袁血
細胞聚集甚至形成微血栓尧滲出與出血等遥 銀杏葉滴
丸具有活血化瘀袁通絡止痛遥 具有抗氧化性袁可清除
自由基袁抑制細胞膜脂質過氧化反應袁降低過氧化脂
質産生袁提高SOD活性可抑制血小板凝集袁防止血栓
形成袁可改變血液流變性袁降低血液粘度增強紅細胞
的變形能力袁可增加冠脈血流量袁改善微循環袁增加
心肌供血袁並改善心功能遥 經臨床驗證袁療效較爲滿
意袁且無明顯毒副作用遥

中西醫結合治療冠心病心絞痛療效觀察

安溪縣中醫院急診科 黃火耀 林燕燕

項目 例數 中西醫結合治療組 對照組

男 19 20
性別

女 11 10

是否高血壓
是 11 12
否 19 18

1 臨床資料
1.1 硏究對象院

2007年07月-2009年01月經福建省立醫院及南
京軍區福州總院腎穿刺確診爲FSGS的住院及門診患
者60例袁隨機分爲中西醫結合治療組和對照組袁治療
組30例袁對照組30例遥 男39例袁女21例袁年齡32.72依
10.21歲袁病程53.30依21.80月遥 中西醫結合治療組30
例袁男19例袁女11例袁年齡33.67依9.94歲袁病程53.60依
19.60月袁30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蛋白尿袁其中伴血尿
23例袁高血壓11例袁顔面或雙下肢浮腫13例袁腰脊酸
痛20例袁食少納獃15例袁頭暈18例遥 對照組30例袁男20

例袁女10例袁年齡31.77依10.55歲袁病程53.00依24.13月遥
其中伴血尿22例袁高血壓12例袁顔面或雙下肢浮腫14
例袁腰脊酸痛22例袁食少納獃17例袁頭暈17例遥

表1 兩組的一般情况尧血壓比較

中西醫結合治療原發性局竈節段性腎小球硬化的療效觀察

泉州市洛江區醫院 官家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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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中西醫結合治療組 對照組

年齡渊歲冤 33.67依9.94 31.77依10.55
病程渊月冤 53.60依19.60 53.00依24.13

CHOL渊mmol/L冤 4.70依1.61 4.04依1.82
TG渊mmol/L冤 2.34依1.09 2.26依0.92
HDL渊mmol/L冤 1.37依0.51 1.44依0.55
LDL渊mmol/L冤 2.04依0.89 2.02依0.86

注院中西醫結合治療組與對照組的性別尧高血壓病的分布經

卡方檢驗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表2 兩組的年齡尧病程尧血脂比較

注院治療組與對照組的年齡尧病程尧血脂經t檢驗袁差異無統

計學意義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1.2 診斷標準

FSGS西醫診斷標準院腎活檢組織學檢查送檢腎
小球逸l0個袁病變以FSGS樣改變爲主袁即病變累及部
分腎小球袁受累腎小球節段性袢呈硬化改變袁診斷標
準參照叶腎臟病學曳渊王海燕援腎臟病學[M]援北京院人民
衛生出版社袁1996援684冤
1.3 納入標準

渊1冤經腎活檢確診爲原發性FSGS的患者遥
渊2冤臨床表現以蛋白尿爲主或伴血尿袁腎功能儲

備代償期院GFR院80-50ml/min/m2遥
渊內生肌酐清除率採用標準24小時留尿計算法袁

並根據體表面積進行校正冤
渊3冤同意接受中藥治療遥
渊4冤近一個月內未進行其他臨床試驗遥

1.4 排除標準院
(1) GFR约50ml/min/m2患者遥
(2)經檢查證實爲繼發性FSGS患者遥
(3)合併有嚴重心血管尧肝和造血系統等嚴重原

發性疾病袁精神病患者遥
(4)凡不符合納入標準袁未按規定用藥袁無法判定

療效或資料不全等影響療效遥
2 硏究方法
2.1 分組方法

隨機方法院採用隨機同期對照試驗方案袁按入院
順序以隨機數字表查表法袁 分爲中西醫結合治療組
和對照組袁每組30例遥
2.2 給藥方法

渊1冤治療組干預方案院服用解毒復腎通瘀方渊由
省立醫院中藥製劑室生産並提供冤聯合強的松0.6mg/
渊kg窑d冤袁解毒復腎通瘀方主要藥物組成院黃芪尧黨參尧
白術尧山茱萸尧車前子尧牛膝尧石葦尧蛇舌草尧赤芍尧黃

柏尧路路通尧川芎尧大黃遥
服法院每次1包袁日2次口服遥

渊2冤對照組治療方案院強的松1mg/渊kg窑d冤遥
渊3冤療程院每療程4周袁共2療程遥
渊4冤中西醫結合治療組與對照組均根據是否存

在高脂尧高凝尧高血壓等具體情况袁選用調脂尧抗凝尧
降壓 渊降壓時不使用ACEI和ARB類藥物冤 以協同治
療袁同時注意予保護胃粘膜袁補鉀袁補鈣等袁若治療期
間出現感染尧類cushing表現尧神經精神症狀尧胃腸道
反應等予對症處理遥
2.3 治療後觀察項目及方法院

(1)安全性觀察院一般體檢項目及血常規袁肝功
能袁腎功能分別于治療前尧後各檢查一次袁出現不良
反應隨時記録遥

(2) 觀察指標測定院
A尧24小時尿蛋白定量袁每療程檢測1次曰
B尧生化全套療程檢測1次曰

2.4 療效判定標準院
2.4.1 疾病療效判定標準院參照叶中藥新藥治療慢性
腎炎的臨床硏究指導原則曳的療效判定標準院

顯效院尿常規檢查蛋白減少2個野+冶袁或24小時尿
蛋白定量減少逸40豫曰RBC減少逸3個 辕 HP或2個野+冶袁
或尿沉渣紅細胞計數檢查逸40豫袁 腎功能正常或基
本正常渊與正常値相差不超過15%冤遥

有效院尿常規檢查蛋白減少1個野+冶袁或24小時尿
蛋白定量減少约40豫袁RBC減少<3個 辕 HP或2個野+冶袁或
尿沉渣紅細胞計數檢查<4O豫曰 腎功能正常或有改
善遥

無效院 臨床表現與上述實驗室檢查均無改善或
加重者遥
2.4.2 中醫單項症狀的療效評價院

顯效院 治療後症狀消失或治療後症狀輕重分級
下降2級袁即由重度到輕度曰

有效院治療後症狀輕重分級下降1級袁即由重度
到中度袁或由中度到輕度曰

無效院治療前後無變化遥
2.5 病例的脫落及處理

渊1冤實施中發生了重要偏差袁如依從性太差袁未
按規定的藥物劑量尧頻次及不能堅持用藥袁或自行使
用其他藥物袁 以致難以評價試驗藥物療效的應給予
剔除遥

渊2冤試驗期間又出現嚴重感染尧發現惡性腫瘤
等袁應給予剔除遥

渊3冤運用解毒復腎通瘀方進行治療過程中出現
不良反應的袁應予以剔除遥
2.6 主要儀器院

美國貝克曼CX9全自動生化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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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DiaSys尿沉渣聯合工作站檢
美國貝克曼HAM全自動血常規分析儀

10 統計學分析
運用SPSS 13.0統計軟件袁所有計量資料均符合

正態分布袁均以渊 冤表示袁計數資料以例數或百分
比表示袁 兩組計量資料比較用兩個獨立樣本的t檢
驗袁組內比較採用配對t檢驗袁計數資料採用卡方檢
驗或秩和檢驗遥
結 果

1 療效觀察
1.1兩組患者總體療效比較袁見表3

1.2 兩組患者的中醫單項症狀療效比較袁見表4
由表3可以看出袁中西醫結合治療組共治療30例

患者袁與對照組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渊P>0.05冤袁
説明中西醫結合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FSGS的總體療
效基本相同遥 由表4可以看出袁中西醫結合治療組對
腰脊酸痛尧疲倦乏力尧顔面浮腫尧食少納獃尧少氣懶
言尧頭暈等六項單項症狀具有明顯改善作用袁總有效
率達73.6%袁療效改善優于對照組袁差異有統計學意
義渊P约0.05冤遥 對肌膚甲錯袁面色無華尧晦暗袁肢體麻
木尧困重症狀的改善類似于對照組袁差異無統計學意
義渊P>0.05冤遥
1.3 治療前後24h尿蛋白變化袁見表5

表5顯示袁中西醫結合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前兩
組間24h尿蛋白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渊P跃0.05冤袁具
有可比性遥 中西醫結合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前後進
行配對t檢驗顯示袁24h尿蛋白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渊P约
0.01冤曰治療後兩組間24h尿蛋白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
義渊P跃0.05冤遥
2 治療前後藥物安全性指標觀察

2.1 治療前後血常規變化袁見表6
2.2 治療前後兩組肝功能尧腎功能變化袁見表7

表6尧7顯示袁中西醫結合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前
後安全性檢測未見毒副作用袁 試驗過程中未見明顯
不良反應袁兩組治療前後進行配對t檢驗袁治療前後
WBC尧RBC尧Hb尧PLT尧GLB尧ALT尧AST尧BUN尧CREA 無
明顯變化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渊P跃0.05冤袁兩組ALB前
後進行配對t檢驗顯示袁 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 渊P约
0.01冤曰治療後兩組對比袁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渊P跃
0.05冤遥

表8顯示袁 中西醫結合治療組副作用發生率
26.7%顯著低於對照組53.3% (P<0.05)遥 其中中西醫
結合治療組副作用總例數尧總例數尧類cushing表現尧
神經精神症狀尧感染髮生率低於對照組渊P<0.05冤遥 兩
組中胃腸道反應發生率無顯著差異渊P>0.05冤遥 其中
中西醫結合治療組合併感染尧類cushing表現尧神經精
神症狀尧胃腸道反應5例袁合併感染尧類cushing表現1
例袁單純類cushing表現尧神經精神症狀各1例袁共8例
出現副作用袁對照組合併感染尧類cushing表現尧神經
精神症狀尧胃腸道反應7例袁合併感染尧類cushing表
現尧神經精神症狀6例袁合併感染尧類cushing表現1例袁
合併類cushing表現尧神經精神症狀1例袁單純類cush鄄
ing表現1例袁共16例出現副作用遥 其中感染爲尿路感
染及肺部感染尧神經精神症狀爲失眠尧欣快感尧焦慮

組別 中西醫結合治療組渊n=30冤
症狀 n 無效 總有效率

腰脊酸痛 20 14 36.4%
疲倦乏力 22 12 42.8%
顔面浮腫 13 8 42.9%
食少納獃 15 11 35.3%
少氣懶言 22 15 37.5%

頭暈 18 11 35.3%

顯效

6
7
3
4
6
5

有效

8
10
8
7
9
8

無效

6
5
2
4
7
5

總有效率

70%*
77.3%*
84.6%*
73.3%*
68.2%*
72.2%*

對照組渊n=30冤
n
22
21
14
17
24
17

顯效

4
4
2
2
3
2

有效

4
5
4
4
6
4

肌膚甲錯 11 7 46.1%2 3 6 54.5% 13 2 4
面色無華尧晦暗 8 1 2 5 37.5% 7 1 1 5 28.6%
肢體麻木尧困重 19 4 6 9 52.6% 17 4 5 8 52.9%

注院两组治疗后中医单项症状疗效比较渊*P约0.05冤

表4 两组患者的中医单项症状疗效比较

組別 例數 顯效 有效 無效

中西醫結
合治療組

30 11 9 10
對照組 30 12 9 9

注院两组治疗后总体疗效比较袁经秩和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P>0.05冤遥

表3 两组患者的总体疗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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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治疗前后24小时尿蛋白变化

注院治療前兩組之間比較渊P跃0.05冤袁兩組治療前後比較

渊P约0.05冤遥

組別 中西醫結合治療組 對照組

項目 治療前 治療後 治療前 治療後

24h尿蛋

白渊g冤 3.83依1.36 2.46依1.23 3.79依1.37 2.37依1.22

組別

項目 治療前

WBC渊伊109/L冤 6.56依1.26
RBC渊伊1012/L冤 4.44依0.49

Hb渊g/L冤 131.00依15.25
PLT渊伊109/L冤 222.73 依51.35

治療後

6.46依1.19
4.46依0.38

126.17依12.65
225.17 依40.88

治療前

6.50依1.09
4.23依0.40

129.43依8.90
230.07依56.01

治療後

6.55依1.11
4.30依0.34

128.94依8.83
215.67依60.29

中西醫結合治療組 對照組

表6 治療前後兩組血常規渊WBC袁RBC袁Hb袁PLT冤變化

表7 治療前後的肝功能尧腎功能變化

組別

項目 治療前

ALB渊g/L冤 32.53依7.93
GLB渊g/L冤 28.60依3.09
ALT渊IU/L冤 26.20依8.98

治療後

39.33依5.50
30.20依4.13
25.80依9.22

治療前

30.43依3.15
30.57依3.70
23.40依7.65

治療後

40.27依4.68
29.53依3.07
25.10依6.99

中西醫結合治療組 對照組

AST渊IU/L冤 21.17依4.93 21.90依5.50 21.20依5.71 21.63依4.54
BUN渊mmol/L冤 5.30依1.18 5.31依0.97 5.23依1.23 5.27依1.17
CREA 渊umol/L冤 89.10依20.41 90.70依15.50 89.07依21.08 90.20依21.27

表8 兩組患者治療後發生副作用的比較

注院 *表示與對照組比較袁P<0.05遥

組別

例數 30
副作用總例數 8渊26.7%冤*

感染 6渊20%冤*
類cushing表現 7渊23.3%冤*

30
16渊53.3%冤
14渊46.7%冤
15渊50%冤

神經精神症狀 6渊20%冤* 14渊46.7%冤
胃腸道反應 5渊16.7%冤 7渊23.3%冤

中西醫結合治療組 對照組

等遥 副作用均對課題無影響遥
結 論

本硏究通過對解毒復腎通瘀方聯合糖皮質激素
與單純激素治療進行開放性隨機陽性藥物對照試
驗袁觀察兩組對原發性局竈節段性腎小球硬化渊FS鄄
GS冤的療效袁得出以下結論院

1.解毒復腎通瘀方聯合強的松渊0.6mg/kg/d冤治療
與單純使用強的松渊1mg/kg/d冤治療均能明顯減少FS鄄
GS尿蛋白袁但中西醫結合治療組對減輕臨床症狀袁降

低副作用具有明顯優勢遥
2.解毒復腎通瘀方安全無毒副作用袁與中小劑量

激素配合治療袁 對中西醫結合治療FSGS的具有一定
的臨床應用前景遥

由於本硏究入選的病例較輕袁 治療時間相對較
短袁 不能全面説明解毒復腎通瘀方與中小劑量激素
聯合對FSGS的治療作用袁 有待于進一步擴大硏究範
圍袁且由於硏究時間及經費的關係袁未能進行大樣本
的硏究袁還有待于在今後的硏究中進一步完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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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袁可強壯身體袁增強抵抗力遥 治全身衰弱袁本穴爲
小腸的募穴袁足三陰與任脈之會穴袁又是三焦之氣所
生之處袁回陽固脫之強壯要穴遥 孕婦不宜過度刺激此
穴遥
4 肝兪穴

位置院背後第九椎下袁督脈筋縮穴旁開一寸半遥
方式院 請家人用手指或手掌心搓熱作來回摩擦

至局部覺溫熱感即可遥
功效院本穴是肝臟之氣輸注于背部之處袁可疏肝

利膽袁安神明目遥
5 膈兪穴

位置院在背部第七椎下渊至陽穴冤袁旁開去脊各一
寸五分遥

方式院是膈氣轉輸于後背體表的部位遥 正坐袁請
家人用指腹作推按法或以熱敷方式促進經氣流暢遥

功效院理血化痰袁寬胸膈遥 治嘔吐袁呃逆之特效
穴遥
6.腎兪穴

位置院在第十四椎下渊第二尧三腰椎間袁即命門
穴冤尧旁開脊旁一寸五分袁與腹部肚臍平遥

方式院正坐或伏臥袁以手心搓熱後伸向後作上下
局部按摩遥

功效院是腎氣轉輸于後背體表的部位遥 補腎臟袁
祛水濕袁強腰壯水袁明目聰耳遥 治腰部疾病及泌尿生
殖器病之特效穴袁神經衰弱症亦有良效遥 配命門穴治
先天功能衰弱症遥

尿道綜合徵渊Urethral Syndrome冤是指患者有尿
頻尧尿急尧及渊或冤尿痛或排尿困難等下尿路刺激症
狀袁而無膀胱尧尿路器質性病變及明顯菌尿的一組症
候群遥 筆者在中藥燻蒸治療尿道綜合徵的臨床基礎
上袁運用中藥分期辨證治療獲滿意療效遥 現將其與西
藥常規治療的對照觀察報吿如下遥

1 臨床資料院2組均爲女性袁按數字表法隨機分
2組袁中藥分期辨證治療組渊以下簡稱治療組冤42例袁
年齡50耀89歲袁平均51.33歲曰病程最短2個月袁最長
11a袁平均3.31a遥 西藥常規對照組渊以下簡稱對照組冤
39例袁年齡46耀82歲袁平均49.19歲曰病程最短1.5個月袁
最長14a袁平均2.29a遥2組患者資料比較無明顯顯著性
差異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診斷標準與病例選擇院81例均符合叶內科疾病診
斷標準曳尿道綜合徵的診斷標準院渊1冤女性袁明顯的排
尿困難或尿頻袁但無發熱尧白細胞增高等曰渊2冤多次尿
菌培養菌落計數约105 辕 ml曰渊3冤尿中紅細胞尧白細胞增
多不顯著约10個 辕 Hp遥 並排除感染性疾病或 辕和其它
疾病引起的尿頻或 辕和排尿困難等症遥

2 治療方法 治療組採用華亨中藥汽療儀渊蘇
藥管械準字2001第2266349號冤分2期6型施治遥

急性期 符合以上診斷標準的病例袁 經實驗室
多次尿常規或尿沉渣檢查正常袁3次清潔中段尿細菌

定量培養陰性袁已排除結核菌尧眞菌尧厭氧菌尧衣原體
等致的急性尿路感染尧 慢性小球性腎炎及腎結核等
而分爲三型院

以下急性期三型均具尿頻尧尿急尧尿痛尧溲黃熱尧
腰酸痛或/和小腹墜脹等尿路刺激症狀遥

濕熱壅阻型院又兼口苦而粘袁口干不欲多飲袁舌
苔黃膩袁脈滑數等遥 治療仿八正散之意袁清熱去濕袁利
尿通淋袁藥如院白通草曰車前草曰敗醬草曰積雪草曰甘草
梢曰扁蓄曰瞿麥曰炒栀子曰虎杖曰滑石等遥

陰虛內熱型院又兼五心煩熱袁口干咽燥袁失眠便
秘袁舌紅少苔袁脈細數等遥 治療仿知柏地黃湯之意袁益
氣養陰袁利尿通淋袁藥如院太子參曰石斛曰淮山曰茯苓曰
車前草曰銀柴胡曰蚤休曰白花蛇舌草曰白茅根等遥

肝經鬱熱型院又兼脅脹袁易怒袁口苦袁嘈雜袁苔黃袁
脈弦或數等遥 治療仿化肝煎之意袁藥如院柴胡曰甘草
梢曰枳殻曰赤芍曰炒栀子曰黃柏曰知母曰燈芯草曰敗醬草曰
川楝子等遥

慢性期 符合以上診斷標準的病例袁 但尿路刺
激症狀輕微而病情經久難愈袁 又訴其他症狀兼雜互
見者袁分爲3型院

血虛肝郁型院又兼頭暈目眩袁脅肋隱痛袁煩熱咽
燥袁舌紅少苔袁脈細弦而數等遥 治療仿一貫煎之意袁養
陰柔肝袁利尿通淋袁藥如院生地曰枸杞曰沙參曰麥冬曰當

中藥分期辨證治療尿道綜合徵

伍德娜

渊廈門市第一醫院袁福建袁廈門361000冤

內科臨床

渊上接253頁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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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例 數 治 愈 顯 效 無 效 有效率渊%冤
治療組 42 271冤 12 31冤 92.861冤

對照組 39 8 20 11 79.49
注院與對照組比較袁1冤P<0.05遥

表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渊經ridit分析冤

頭痛一證臨床上比較長見袁是一個自覺症狀袁可
以出現于多種的急慢性疾患中袁 因爲頭爲 野清陽之
府冶袁野諸陽之會冶 五臟六俯的氣血都上會于頭部袁若
五臟六腑發生病變它可直接或間接都可影響頭部而
引起頭痛袁所以頭痛所涉及的疾病十分廣泛袁臨床上
中醫把它概括爲外感袁內傷兩大類遥

現代醫學則把頭痛分爲三大類袁即血管性頭痛袁
包括腦動脈血管活動引起的頭痛袁 特別是血管擴張

引起的頭痛遥 肌肉收縮性頭痛是頭尧頸尧面部肌肉持
續性收縮産生的頭痛遥 牽拉和炎症證狀的頭痛袁包括
發生於頭顱和其他部位的器質性疾病所引起的頭
痛遥 雖然現代醫學能從微觀科學找出各種引起頭痛
的病因袁但在治療方法上許多時候還是無能爲力遥
中醫對頭痛的分類袁一般分外感與內傷二大類遥

按病因分類
1尧外感頭痛多屬六氣渊淫冤所致遥 頭痛必見寒熱

中醫對情志性頭痛的辨治

新加坡 郭俊緗

歸曰合歡花曰玫瑰花曰白蒺藜曰酸棗仁曰桑椹子曰敗醬草
等遥

脾腎兩虛型院又兼納獃袁便溏袁腰酸袁耳鳴袁舌淡
胖袁苔白袁脈沉細等遥 治療仿無比山藥丸之意袁藥如院
益智仁曰沙苑子曰黃精曰扁豆曰敗醬草曰沉香曰藿香曰甘
松等遥

氣滯血瘀型院又兼脅腹刺痛袁月經不調袁舌質紫
暗袁瘀斑尧瘀點袁脈細澀等遥 治療仿活絡效靈丹之意袁
活血化瘀袁理氣止痛袁藥如院當歸曰丹參曰乳香曰沒藥曰
川牛膝曰地蟲曰獨活曰威靈仙曰秦艽曰敗醬草等遥

以上2期6型均每日1耀2劑袁14天爲1個療程遥
西藥對照組院舒樂安定1mg每晩1次口服曰谷維素

片20mg袁每日3次口服遥 如有尿道粘膜過敏症狀加用
撲爾敏4mg/d袁晩上睡前口服曰如有尿道外括約肌痙
攣症狀加用654原2 15mg/d袁分3次餐後口服曰如有膀
胱肌痙攣的症狀可加用維生素K430mg/d袁 分3次口
服曰如伴不同程度的焦慮精神症狀袁加黛力新每天2
片袁早晨及中午各1片曰若爲老年女性患者或停經後
婦女可酌情加用乙烯雌酚0.25耀0.5mg袁每日1次遥

2組療程均按病情需要而增減袁如無其它並發症
不用他藥遥 若症狀或證型兼雜互見袁可辨期尧辨證加
減用藥而兼之遥

3 治療結果
3.1 療效標準院根據叶中藥新藥臨床硏究指導原

則曳而制定遥 臨床痊癒院排尿次數及每次尿量恢復正
常袁尿急尧尿痛消失曰好轉院排尿次數較治療前減少
50%以上袁每次尿量明顯增多袁尿頻改善袁尿急尧尿痛
減輕或消失曰無效院尿頻尧尿急尧尿痛無改善遥

3.2 治療結果院2組臨床療效比較見表1
治療組平均起效時間爲2.19d曰對照組平均起效

時間爲4.89d袁經t檢驗袁P<0.01袁説明起效時間2組有

非常顯著性差異遥
4 體會

尿道綜合徵又稱 野無菌性尿頻原排尿不適綜合
徵冶遥 西醫學認爲其發病機理尙未闡明袁故治療上除
改善植物神經功能和協調膀胱逼尿肌與尿道前括約
肌的共濟及配合鎮靜尧催眠尧抗焦慮尧抗過敏等對症
治療外袁尙缺乏統一的治療規範遥 中醫學認爲該綜合
徵屬野淋證冶範疇遥 根據其臨床特徵袁基本上無血淋尧
石淋尧膏淋的表現袁故通常按氣淋尧勞淋和熱淋三型
論治遥 筆者根據上述臨床實際分2期6型論治袁較專方
辨證加減更能分清病情之急重輕緩而充分體現中醫
辨證論治之原則遥

筆者以中醫藥基本理論爲指導袁 使用燻蒸氣療
儀袁利用人體最大的器官原皮膚透皮給藥袁避免了藥
物在肝臟的首過效應及藥物吸收受消化道內PH値及
在腸道內移動的時間等複雜因素的影響袁 在臨床症
狀明顯改善的同時無明顯毒副反應袁患者依從性高遥

2期6型均以脾腎兩虛爲本袁濕熱瘀滯爲標袁終成
正虛邪戀之候袁故治療時應標本兼顧尧虛實同理遥 另
外在分期辨治過程中袁 筆者發現另有少數患者尙難
查明誘因袁 但依據大部分兼有的焦慮性神經症狀設
立血虛肝郁型而合理運用對調整中樞神經功能相關
的中藥如院疏肝尧柔肝尧平肝尧鎮肝等藥對袁與分期辨
治的六大治法有相得益彰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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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痛感是無休止的遥
2尧內傷頭痛與肝尧脾尧腎三經功能失調關係密

切袁三者互爲因果袁且每挾眩暈袁治以扶正爲主遥
2.1 情志性頭痛爲內傷範疇之一袁 多因肝郁氣

滯袁或痰濕尧瘀血阻絡而致頭痛袁其頭痛可有脹痛袁或
偏頭痛或眉棱骨疼痛袁可見心煩易怒袁情志抑鬱袁胸
脅滿悶袁嘔逆納獃袁月經失調袁舌紅苔薄黃或膩袁脈弦
澀或滑數遥
一尧與社會因素

現代人類處在工商社會發展迅速的年代袁 竟爭
劇烈袁分分秒秒在相互竟爭袁各出心機曰社會的繁榮袁
現代化科技的推陳出新袁 人類生活的步伐也就愈顯
的緊張遥 如靑少年來自家庭及學校功課作業的壓力曰
中靑年來自社會工作與學習的壓力曰 中老年人來自
體力衰退袁公司裁員袁病苦尧退休以及婦女絶經期的
心理壓力袁而出現的焦慮尧憂鬱尧心煩尧失眠尧多疑和
植物神經功能失調等種種原因袁 均可引致情緒波動
過度而頭痛遥

壓力引致的不適袁不外爲機能亢進或減退袁中醫
認爲這是陰陽失調所致的病證遥 故使用針灸或以中
藥調理本病袁可使陰陽得以平衡袁氣血得通暢袁壓力
得以減輕則頭痛可以緩解遥

根劇資料全世界有近55億人口遥 世界衛生組織
估計超過15億的人心理健康有問題袁 這就是社會進
程中所有國家不可忽視的問題遥
二尧情志致病的機理

中醫認爲喜尧怒尧憂尧思尧悲尧恐尧驚等情緒的變
化袁是人體對外界剌激和體內剌激的正常情感反映遥
但其剌激有其局限性袁若剌激過于強烈或持續過久袁
則可産生疾病遥 性志致病的機理是多方面的袁它可直
接傷及神明袁 導致神志異變袁 氣機紊亂或是損傷臟
腑袁而致陰陽失調進而産生心理疾病遥

失調的機理是院
淤 怒則氣上院指過于惱怒袁使肝氣失于疏泄袁致

肝氣上逆袁或血隨氣逆袁並走于上遥 臨床可見院眩暈尧
頭痛尧嘔逆袁胸滿脅痛袁喘促曰血隨氣逆時袁甚至可見
嘔血尧衄血袁還有視力聽力下降袁以致失明耳聾遥

于 喜則氣緩院喜則氣和志達袁榮衛通利袁故氣緩
矣遥若過于狂喜袁可致心氣煥散袁精神不能集中遥其主
要表現爲精神情緒不穩定袁周身無力遥

盂 悲則氣消院若過度的悲衰袁以致意志消沉袁心
神沮喪袁若肺氣消耗袁是謂野悲則氣消冶遥 其主要表現
爲心境凄涼袁無可奈何袁垂頭嘆息遥

榆 恐則氣下院因過于恐怖袁以致腎氣不固袁氣臨
于下袁精氣內卻袁是謂野恐則氣下冶遥 其主要表現院爲面
色蒼白袁獃若木鷄袁甚 或二便失禁袁坐臥不安袁惶惶
恐恐袁夜臥不寧袁如人將捕之遥 臨床可見心悸袁遺精陽

萎袁腰脊酸痛等遥
虞 驚則氣亂院突然受驚袁以致心無所依袁神無所

附袁慮無所定袁慌亂失措其氣亂矣袁是謂野驚則氣亂冶遥
驚與恐雖相近似但卻有別袁驚爲自不知袁從外入陽袁
是驟然遇險袁或突見怪異袁不知所措曰恐爲自知袁從內
而出爲陰袁多爲從容而致袁可以宛轉思維袁即驚而恐
緩遥 臨床可見院驚悸尧不寐尧痴獃尧癲癇袁不省人事袁僵
僕等遥

愚 思則氣結院思慮過度袁則心有所存 袁神有所
歸袁正氣留而不行袁故氣結遥 其臨床表現院嗜睡袁脘腹
痞滿袁便溏袁倦怠乏力袁不思食袁脅痛袁胸膈煩悶袁善太
息等遥

舆 憂則氣聚院過度憂愁袁傷及肺氣袁致使氣機的
治理調節功能失常袁氣聚而不行袁是謂野憂則氣聚冶袁
其臨床表現曰平時若有所思袁若有所失袁怏怏不快袁悶
悶不樂袁鬱鬱煩躁遥

以上所述七情所致之七種氣機異常袁 它具有兩
個極端傾向的特點遥 故七情之氣過多袁或偏少都能影
響臟腑而致陰陽失調遥

朱丹溪説院野氣血冲和袁百病不生曰一有拂郁袁諸
病生焉遥故人生諸病袁多生於郁冶遥情志變動所致的氣
機失常袁即可直接致病袁亦可由於氣機失暢而郁滯化
火曰或氣機紊亂袁水液代謝失常袁水濕內聚而生痰曰或
由於氣機鬱結不暢導致氣滯血瘀袁 從而出現一系列
的實熱證尧痰濕和血瘀之證遥
三尧情志性頭痛的病因病理

情志性頭痛乃因情志過激袁産生焦慮尧憂鬱尧煩
惱尧多疑袁敏感等遥 由於情志失調袁憂鬱惱怒袁情志不
遂袁肝失條暢袁氣郁化火袁痰濕內生袁氣滯血瘀袁上擾
清竅袁或清陽不升袁發爲頭痛遥 若火郁日久致氣滯血
瘀袁血行失暢而致頭痛猶如錐剌曰脾藏意袁思慮過度袁
則可致脾胃納運欠佳袁 致痰濕內生袁 而出現肢體困
重袁胸悶納獃袁濕邪上蒙清竅袁致清陽困遏而發爲頭
痛遥

中醫認爲頭乃清陽之府袁六陽之會袁居身最高之
位袁頭痛一證屬陽爲多袁但也可由三陰經轉注而頭痛
者遥 叶內經曳雲院心藏神袁肺藏魄袁肝藏魂袁脾藏意袁腎藏
志袁此種精神作用都與頭腦有關遥 所謂五藏爲體袁頭
腦爲用袁體有形而用無形袁互爲反應遥 故五臟主五志
應五行袁故以偏救偏袁心病治心袁以情解情遥
四尧中醫對情志性頭痛的調治

情志性頭痛的中醫調治雖然其方法頗多要要要但
我認爲解除精神壓力是先決條件曰放鬆情緒袁斂神寧
心袁使心神合一是最佳方法院如書法練習袁養魚種花袁
聽舒情音樂袁練太極拳袁氣功袁對本病有一定調治作
用袁在配以中藥與針灸的扶正祛邪袁舒筋通絡則可取
到事半功倍的成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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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方院逍遙散加減院當歸尧白芍尧茯苓尧酸棗仁尧遠
志尧丹參尧川芎尧蔓京子尧剌蒺藜尧菊花尧柴胡尧白術尧陳
皮尧川楝子尧郁金尧炙甘草尧生薑尧大棗遥

方中以當歸尧白芍養血柔肝曰茯苓尧白術尧生薑健
脾利濕曰柴胡尧陳皮理氣舒肝曰酸棗仁尧遠志尧丹參安
神定志曰川芎尧蔓京子尧菊花疏風清熱止痛曰剌蒺藜滋
養肝腎曰川楝子尧郁金行氣解郁曰炙甘草尧大棗調和諸
藥遥 諸藥共湊養血理氣疏肝袁安神定志袁滋養肝腎袁舒
風止痛之效遥

針灸治療
取穴院心兪尧肝兪尧內關尧神門尧風池尧風府尧神庭尧

率谷尧頭維袁兼見頭暈者加百會袁脾胃氣虛者加氣海袁
足三里遥

病案舉例

黃某某袁女袁54歲遥
職業院牛車水中心小販遥 編號院665遥
主 訴院2009年2月17日耒診遥 右側頭痛袁胸悶欲

吐袁納睡欠佳袁神倦袁兩周遥 曾經看西醫袁服
用強力止痛丸不止遥

診 斷院口干袁尿黃袁大便二尧三日一行袁舌紅苔薄
黃膩袁脈浮弦數遥

病 因院乃因小販營業時間頗長袁每天約12小時之
工作袁若遇餐飲時間更是忙的不可開交袁
有時還要受顧客們的怨氣袁致情緒波動激

烈袁久之則肝氣鬱結袁久郁則樞機不利袁而
致陰陽失調袁氣郁化火袁上擾清空袁發爲頭
痛遥

辨 證院肝郁氣滯袁郁火上炎遥
治 療院理氣疏肝袁清熱瀉火遥
處 方院丹栀逍遙散加減 丹皮8克尧栀子10克尧當

歸8克遥 柴胡10克尧茯神10克尧生白術10克尧
生白芍10克尧陳皮6克尧炙甘草10尧郁金10
克尧佩蘭10克尧蔓京子10克尧川芎8克尧酸棗
仁12克尧百合12克袁共服三劑袁各藥合用共
奏疏肝解郁袁清熱化濕袁安神止通之效遥 配
合針灸院用0.30伊40毫針取穴神庭尧百會尧頭
維尧風池尧率谷尧內關尧外關尧神門遥 藥針合
用袁內外共治療效奇速袁此乃中醫之特色
也遥

討 論院
綜觀上述所言袁情志性頭痛袁其病因就是情志不

遂袁而産生焦慮尧憂鬱尧煩惱尧多疑袁而致肝氣上逆遥 氣
郁化火袁痰濕內生袁氣滯血瘀袁上擾清竅袁或清陽不
升袁發爲頭痛遥 故在治療上袁必須放鬆情緒袁斂神寧
心袁使心神合一遥 配以中醫的調理袁扶正祛邪袁調和陰
陽曰針灸則可舒筋通絡袁止痛尧鎮靜安神遥 因爲中醫認
爲通則不痛袁不通則痛袁故針灸的配合袁可得事半功
倍的療效遥

膽石症是指膽道系統渊膽管尧膽囊冤內自發性結
石形成的疾病袁 是世界範圍的常見病袁 其發病率爲
1.7%要9%左右袁 隨着生活條件及營養狀况的改善袁
膽石症的發生率有逐年增高的趨勢袁 其中膽總管結
石佔膽石症的55%要86%遥 膽總管結石發作時袁若處
理不當袁易並發化膿性膽管炎尧膽囊穿孔尧急性胰腺
炎等嚴重並發症袁現代醫學對膽總管結石的治療袁在
野總攻冶 療法未能達到排石時均採用ERCP+EST取石
治療袁但該法患者耐受性差袁醫療成本較高袁據文獻
報吿針灸具有一定排石的作用袁 筆者自2006年10
月要2011年10月袁 對31例膽總管結石患者採用針灸
和中藥聯合治療袁取得較好的療效袁現報吿如下院
1 材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院受試者共93例袁分爲三組遥中醫綜合組院
31例袁其中男性10例袁女性21例袁年齡院36要61歲袁平

均51歲袁病程院0.5要10年袁平均6.4年遥 單純針灸組院31
例袁其中男性12例袁女性19例袁年齡院41要57歲袁平均
49.2歲袁病程院1要9年袁平均5.9年遥 中西醫聯合組院31
例袁其中男性14例袁女性17例袁年齡院38要58歲袁平均
51.5歲袁病程院0.5要13年袁平均7.1年遥
1.2 病例選擇標準院
1.2.1納入標準院根據典型症狀及體徵袁並經輔助檢查
渊如B超尧CT尧膽道造影及MRI等冤證實膽總管結石袁且
膽總管擴張臆10mm袁有或無右上腹脹痛尧畏寒發熱尧
黃疸等袁 伴或不伴有血白細胞增多尧ALP和酌GT明顯
升高遥 按中醫辨證分型袁 屬肝郁氣滯型及肝膽濕熱
型遥
1.2.2 排除標準院淤化膿性膽管炎尧膽囊穿孔等並發
瀰漫性腹膜炎遥 于妊娠尧哺乳期婦女曰盂精神病尧急性
胰腺炎尧膽道系統腫瘤曰榆嚴重的全身性疾病渊如心尧

中醫綜合治療對膽總管結石療效的觀察

李文科* 張閩光 李勁亮 鄭穎 李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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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尧肝及腎臟功能嚴重受損或功能衰竭冤等並發症遥
1.3 療效判定標準院臨床治愈院症狀和體徵消失袁影像
學檢查渊B超尧CT尧MRI尧膽道造影等冤結石消失遥顯效院
症狀和體徵明顯減輕袁 影像學檢查結石明顯縮小>
5mm者遥 有效院症狀和體徵有減輕袁影像學檢查結石
縮小>2mm者遥 無效院症狀和體徵有減輕或無變化袁影
像學檢查結石無改變者遥
2 方法

在常規抗感染治療基礎上分爲三組院 中醫綜合
組院其中針灸渊體針取穴院膽囊穴尧陽陵泉尧足三里尧肝
兪尧膽兪曰耳穴壓丸法取穴院胰尧膽尧肝尧三焦尧十二指
腸冤袁中藥渊辨證選用膽石消溶湯加減院柴胡10g尧芍藥
15g尧郁金12g尧木香6g袁枳殻10g袁木通10g尧茵陳15g尧金
錢草30g袁大黃6g等冤遥 單純針灸組院其中針灸取穴同
上遥 中西醫聯合組院其中針灸取穴同上袁口服33%硫
酸鎂 渊20ml/次袁3次/日冤袁1個月爲一療程袁2個療程後
對比其療效遥
3 統計學分析

將所得資料的結果利用SAS軟件進行方差分析袁
以上三組性別比較用X2檢驗袁年齡尧病程採用t檢驗袁
三組資料經統計學分析袁無顯著性差異渊P>0.05冤袁具
有可比性遥
4 結果

三組療效比較袁由表1可見袁中醫綜合組有效率
90.3%袁單純針灸組74.2%袁中西醫聯合組80.6%袁中醫
綜合組對膽總管結石的臨床療效與其他兩組具有顯
著性意義遥 表1 如上
5 討論

中醫綜合治療是根據中醫臟腑經絡理論袁 具有

中醫特色的治療方法袁 叶黃帝內經曳載院野經脈者袁人
之所以生袁病之所以成袁人之所以治袁病之所以起冶遥
叶靈樞尧邪氣臟腑病形篇曳雲院野十二經脈袁三百六十五
絡袁 其血氣皆上于面袁 而走空竅袁 其別氣走于耳爲
聽遥 冶針灸取穴中袁日月尧期門是膽尧肝之募穴袁陽陵泉
爲膽經之下合穴袁又屬筋會袁可疏調肝膽之氣曰肝兪尧
膽兪可調暢氣機袁促進膽汁分泌排泄曰膽囊穴是治療
膽道病證的經驗效穴曰配合耳穴院其中胰尧膽尧肝尧三
焦穴院可使膽囊收縮袁膽汁分泌增多曰十二指腸院可使
十二指腸黏膜上釋放一種膽囊收縮素要促胰酶素袁
可興奮膽囊袁使膽囊強烈收縮和奧狄氏括約肌舒張袁
有利于膽結石的排出遥 根據祖國醫學膽爲中清之腑袁
以通降下行爲順袁凡情志過度尧飲食不節尧中焦濕熱
藴結等袁均可影響肝的疏泄和膽腑通降袁膽汁久經煎
熬袁可凝結成石袁故在針灸的基礎上同時配合疏肝理
氣袁清熱祛濕袁利膽排石中藥治療袁中藥辨證選用膽
石消溶湯加減袁方中柴胡尧茵陳尧大黃尧金錢草尧郁金尧
枳殻具有鬆弛奧狄仁氏括約肌及促進十二指腸蠕動
的作用袁茵陳尧木香尧大黃能增加膽汁分泌量尧稀釋膽
液尧 增加膽汁排泄的作用袁 木香可使膽紅素排泄增
加袁通過上述藥物的辯證治療可達到疼痛緩解尧黃疸
消退尧結石排出的作用遥

綜上所述院針灸尧中藥聯合治療膽總管結石臨床
療效好袁不開刀袁不手術袁方便袁簡單袁費用少袁易於廣
大患者接受袁治本又治標袁是治療膽總管結石極具發
展前景的方法之一袁 是未來非手術治療膽石症的主
要方向遥

渊作者簡介院李文科渊1980要冤袁男袁福建泉州人袁2004年畢

業于福建中醫學院袁住院醫師遥 冤

對於老年男科病的診治袁 竊以爲補腎活血爲主
要治法遥 叶內經窑素問曳雲院男子野八八則齒發去遥 腎者

主水袁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袁故五臟盛袁乃能瀉遥 今
五臟皆衰袁筋骨解墮袁天癸盡矣袁故發鬢白袁身體重袁

活血補腎法治療老年男科病的體會

戚廣崇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結合醫院 渊上海 200537冤

內科臨床

組別 例數 臨床治愈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渊%冤

中醫綜合組 31 10渊32.3冤 11渊35.5冤 7渊22.5冤 3渊9.7冤 90.3
單純針灸組 31 5渊16.1冤 5渊16.1冤 13渊42冤 8渊25.8冤 74.2

中西醫聯合組 31 5渊16.1冤 7渊22.5冤 13渊42冤 6渊19.4冤 80.6
注院三組經秩和檢驗P<0.05袁三組療效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遥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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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步不正袁而無子耳冶遥 筆者以爲男性衰老的本質就
是腎虛血瘀遥 隨着年齡的增加袁身高下降尧肌肉萎縮尧
頭髮脫落尧生殖器縮小尧脊柱佝僂遥 顯示腎氣漸虛尧氣
血漸衰遥 但往往伴有前列腺增生尧骨質增生尧血管老
化尧循環變慢等袁提示氣血不調袁瘀血內阻也隨之而
來遥形成了腎虛血瘀互博的病因病機遥治療老年病患
者袁尤其是老年男性常見的前列腺增生尧遲發性性腺
功能減退症渊LOH冤尧勃起功能障礙等袁多以補腎活血
爲主要治法袁以期腎氣足袁血瘀袪袁疾病除袁頤享天
年遥 試舉數案如下院
一尧前列腺增生

程某袁69歲袁初診2007年5月22日遥 近三年來小便
頻繁袁尤以夜間爲甚袁一夜五六次袁寒夜起床袁常引起
感冒袁深以爲苦遥 小便無力尧尿流變細尧且排尿躊躇尧
時易中斷袁余瀝不凈遥時易頭目眩暈袁腰膝酸軟遥一月
前外出旅遊袁在高速公路上由於不方便小解袁到達目
的地急欲排尿袁卻出現癃閉袁後只得行導尿術遥 B超
提示前列腺增生明顯遥苔薄白膩遥舌淡紅袁邊稍黯紅袁
脈弦細袁年近古稀腎氣已虛袁氣血漸虧袁瘀血下阻精
室袁膀胱氣化失宜遥治擬活血化瘀袁補腎益氣遥三七粉
4克渊分兩次冲服冤尧川牛膝10克尧紫丹參15克尧當歸10
克尧川芎10克尧赤芍10克尧生地15克尧三棱10克尧莪術
10克尧制首烏15克尧仙靈脾15克尧蓯蓉10克尧枸杞子10
克尧車前子10克尧巴戟天10克尧桑寄生10克尧大棗20
克遥 以此爲主持續服用約半年袁夜尿明顯減少到0-1
次袁小便較爲順暢袁躊躇現象基本消失遥 後改爲桂附
地黃丸尧血府逐瘀冲劑成藥鞏固袁至今3年余前列腺
增生症狀未復發遥
二尧遲發性性腺功能減退症

范某某袁63歲 初診2009年12月5日遥 近年來性欲
逐漸減退袁勃起不堅不久袁年前每月房事3-4次遥但近
數月來性欲全無袁伴有神情抑鬱尧煩躁不安尧愛發脾
氣尧注意力及記憶力減退尧夜寐不安袁亂夢紛紜尧經國
際中老年男子雄激素缺乏渊ADAM冤自測表測試袁符
合遲發性性腺功能減退症的診斷袁 就是俗稱的男性
更年期綜合徵遥 患有腰椎骨質增生袁時易腰脊酸痛尧
延及大腿外側遥 苔薄白袁舌質偏紅袁中有小裂紋袁脈弦
細遥 患者年近八八袁腎氣已虧袁腎陰不足袁氣血不調袁
治擬滋陰補腎袁活血通絡袁方用制首烏10克尧枸杞子
10克尧天冬10克尧麥冬10克尧五味子5克尧當歸10克尧赤
芍10克尧川芎10克尧生地15克尧三七粉4克渊分兩次冲
服冤尧丹參15克尧川續斷10克尧狗脊10克尧桑寄生10克尧
炙甘草3克尧淮小麥30克尧大棗30克遥 本方爲主加減持
續服用了半年多袁諸症均減袁後經國際中老年男子雄
激素缺乏渊ADAM冤自測表復測袁恢復正常遥
三尧勃起功能障礙

夏某某 67歲 初診2006年11月5日袁患者四年來

陰莖勃起不堅不久袁近九個月完全不能勃起性生活遥
頭暈目眩袁胸悶少氣袁夜寐不安袁時易亂夢紛紜袁腰膝
酸軟袁神疲乏力尧記憶力減退袁精神萎靡袁腰膝酸軟袁
畏寒肢冷袁小便清長遥 患者最近查出冠心病遥 時易胸
悶少氣袁偶有胸痛不舒遥 苔薄白袁舌黯紅袁脈細澀遥 症
屬腎陽不足袁氣血瘀阻袁治療當補腎溫陽袁活血通絡袁
方用通精煎加減院炒蜂房10克尧鹿角片10克尧薤白頭
10克尧全瓜蔞10克尧生黃芪30克尧丹參20克尧制首烏10
克尧三七粉4克渊分兩次冲服冤尧川芎10克尧生牡蠣30克
渊先煎冤尧韭菜子10克尧枸杞子10克尧淮小麥30克尧炙甘
草3克尧大棗30克遥 本方爲主服用了一月余袁勃起功能
逐漸好轉袁但尙不能正常房事袁後加仙靈脾15克尧蓯
蓉10克續服一個月袁已能正常性生活遥 後服右歸丸加
血府逐瘀冲劑鞏固遥

前列腺增生尧遲發性性腺功能減退症渊LOH冤尧勃
起功能障礙等是老年男性常見病症遥 中醫認爲袁久病
多瘀尧久病多虛尧引申到老年疾病更是如此袁年逾花
甲袁腎氣已虛袁氣血已虧尧與此同時氣血運行不暢袁瘀
血內滯袁治療的原則就是補益腎氣袁活血化瘀遥 補腎
需根據患者腎陰尧腎陽尧腎氣尧腎精不足的具體情况袁
給予針對性的用藥遥 老年人由於器官功能逐步衰減袁
在活血化瘀的同時袁需考慮到益氣養血袁所謂氣行則
血行遥

其一的前列腺增生症袁老年男性中較爲常見袁不
少人年過五十就出現前列腺增生症狀袁 筆者根據患
者腎虛血瘀的消長情况袁 採用活血爲主還是補腎爲
主的治療方案袁理應長期服藥袁等到症狀基本消失可
用桂附地黃丸袁間或加入血府逐瘀丸緩緩鞏固遥

其二的遲發性性腺功能減退症渊LOH冤遥 俗稱男
性更年期綜合症遥 近年來逐步引起醫者和患者的重
視遥 男性進入40歲以後袁體內睾酮水平會隨着年齡增
長而下降袁 醫學上稱之爲遲發性性腺功能減退症
渊LOH冤遥 查游離睾酮袁明顯低於正常袁且促黃體生存
素及卵泡刺激素往往高於正常袁 診斷爲遲發性性腺
功能減退症袁由於游離睾酮檢查不便袁臨床上一般採
用國際中老年男子雄激素缺乏渊ADAM冤自測表便可遥
西醫一般用十一酸睾丸酮治療袁 對快速解決遲發性
性腺功能減退症的症狀頗有效驗遥 然長期服用會由
於下丘腦-垂體-睾丸軸反饋機制袁 會出現睾丸萎縮
的現象袁如果停藥勢必症狀加重遥 應該發揮中醫治療
遲發性性腺功能減退症的特長袁 應用中醫補腎活血
的方法袁調節下丘腦-垂體-睾丸軸的功能袁恢復睾丸
的功能袁値得硏究遥 也可在服用十一酸睾丸酮同時進
行中醫調理袁減輕副作用袁促使症狀消失遥

其三的勃起功能障礙袁隨着生活條件的提高袁醫
療條件的改善袁衛生保健知識的普及袁人們的壽命越
來越長袁保持性生活的時間也相應延長遥 臨床上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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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鼻炎靈膠囊由13味中藥組成的復方製劑袁
是張振輝主任醫師依椐其祖傳十代的家傳秘方化裁
並經二十多年硏究和臨床驗證精製而成遥 香港藥品
注冊編號院HKC-2004-07645遥

過敏性鼻炎是一個全球性健康問題袁由IgE介導
産生鼻粘膜炎症袁從而表現出鼻部症狀的一種疾患遥
全球發病率達10%-25%袁且患病人數仍在增加袁其發
病率高尧治愈難遥 經硏究認爲院本病病機爲風寒尧病性
爲虛寒尧病位爲肺尧脾尧腎三臟同病遥 其標在肺尧其本
在腎遥肺脾腎與免疫狀態關係密切袁故注重從提高身
體素質着手袁改善體質虛寒狀態袁以祛邪通竅尧補肺
健脾尧 溫陽益腎尧 以提高免疫功能而治療過敏性疾
病袁特別對過敏性鼻炎療效顯著遥 該項目一九九三年
列入福建省衛生廳中醫藥推廣項目尧 一九九八年列
爲福建省敎育委會醫藥科硏項目袁 同時獲第四屆世
界傳統醫藥國際金奬遥 現將過敏鼻炎靈膠囊的質量
標準與臨床應用介紹如下院
1 處方與制備院
1援1處方院辛夷尧蒼耳子尧麻黃尧附子尧肉桂尧當歸尧蟬
蛻尧高麗紅參尧細辛尧鹿茸尧甘草等遥
1援2制備方法院以上除鹿茸外袁計十二味袁加水煎煮兩
次袁每次2小時袁合併提取液袁濾過袁濾液濃縮至相對
密度1.32渊70益冤清膏袁加入3倍量80%乙醇袁攪匀袁靜
置沉澱24小時袁取上清液減壓回收乙醇袁縮至相對密
度1.34渊70益冤清膏袁加玉米澱粉40g袁鹿茸細粉60g袁製
成顆粒袁烘干袁裝入膠囊袁即得遥
2 質量控制院
2.1 性狀院本品爲膠囊劑袁內容物爲黃棕色至棕褐色
的顆粒袁味微苦遥
2.2 檢查院 本品應符合膠囊劑項下有關的各項規定
渊中國藥典2005年版一部附録IL冤遥 如水分尧 裝量差
異尧溶散時限尧微生物限度均應符合膠囊劑項下的有
關規定遥
2.3 鑒別院處方中高麗紅參袁採用薄層色譜鑒別院高
麗紅參含有人參皂苷Rb1尧Re尧Rg1等活性成分袁該成
分在水與乙醇中均具有良好的溶解度袁 故選用人參
皂苷Rb1尧Re尧Rg1爲對照品渊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

所提供袁Rb1批號院
110704要200216曰
Re 批 號 院0754要
9913曰 Rg1 批 號
0703 -200120冤袁 參
考中國藥典2005年
版一部紅參項下的
鑒 別 方 法 袁 以 氯
仿要甲 醇要水 渊65院
35院10冤在5益下放置
12小時後的下層溶
液爲展開劑袁以10%
硫酸乙醇溶液爲顯色劑遥 結果在供試品色譜中袁在與
對照品色譜相應的位置上顯相同紫紅色斑點袁 而缺
高麗紅參的陰性樣品無此斑點袁説明該方法可行遥

1.人參皂苷Rb1袁Re袁Rg1對照品
2.中試樣品渊090602冤
3.中試樣品渊090605冤
4.中試樣品渊090608冤

見圖1 高麗紅參薄層色譜圖5.缺高麗紅參陰性樣品
2.4 烏頭咸限量檢查 本方中附子含有毒性較

大的烏頭咸遥對中樞神經有強烈興奮作用遥直接作用
於心肌袁先興奮袁後抑制袁用量過大可導致心肌麻痹
而死亡遥 故對烏頭咸進行限量檢查遥 參考中國藥典
2005年版一部附子和附子理中丸的檢查方法袁 取本
品粉末20g袁加氨試液5ml袁拌匀袁放置2小時袁加乙醚
60ml袁振搖1小時袁放置24小時袁濾過袁濾液蒸干袁殘渣
加無水乙醇1ml使溶解袁作爲供試品溶液遥 另精密稱
取烏頭咸對照品袁加無水乙醇製成1ml含1mg的溶液袁
作爲對照品溶液遥 照薄層色譜法渊中國藥典2005年版
一部 附録遇B冤試驗袁精密吸取供試品溶液8滋l尧對照
品溶液5滋l袁分別點于同一以羧甲基纖維素鈉爲黏合
劑的矽膠郧薄層板上袁以氯仿原乙醚渊1院1冤爲展開劑袁
並用濃氨飽和袁展開袁取出袁晾干袁噴以稀碘化鉍鉀試
液遥 結果在供試品色譜中袁在與對照品色譜相應的位
置上不出現斑點袁説明該方法可行袁見圖2遥

1.烏頭咸對照品

過敏鼻炎靈膠囊的質量標準與臨床應用

張振輝 李開基 葉玉山

渊泉州醫學高等專科學校附屬人民醫院 泉州362000冤

見圖1 高麗紅參薄層色譜圖

見到70歲左右的老人來看勃起功能障礙袁 由於老年
人的勃起功能障礙的發病機理的特殊性袁 治療上要

注重補腎活血袁以期腎漸充尧血漸行袁症狀隨之改善袁
不少人重獲魚水之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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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進樣量渊滋g冤 峰面積渊A冤 標準曲線方程

1
2
3
4
5
6

0.936
0.1872
0.2808
0.3744
0.7488
1.8720

44098
89622
132043
171980
338951
842161

A=447423W垣4583.4
r =0.99997

表5 線性範圍考察結果

烏頭鹹限量薄層色譜圖

2. 中 試 樣 品
渊090602冤

3. 中 試 樣 品
渊090605冤

4. 中 試 樣 品
渊090608冤
2.5含量測定 本處方中
辛夷爲處方中的君藥袁
因此對辛夷進行含量測
定遥辛夷中含有揮發油尧
木蘭脂素及生物鹼等成
分袁 木蘭脂素爲辛夷中
的主要有效成分袁 它具

有明顯的抗炎與抗過敏等作用袁 對鼻炎的治療具有
較好的效果袁故測定辛夷中的木蘭脂素成分遥 參考相
關文獻袁建立高效液相色譜法測定木蘭脂素的含量遥
2.5.1援儀器與試藥
儀器院Hitach L-2000高效液相色譜儀院L-2400紫
外要可見光檢測器曰L要2130泵曰 T2000p色譜工作
站曰Allsphere-C18色譜柱渊250㎜伊4.6㎜袁5滋m冤遥

試劑院乙腈尧四氫呋喃爲色譜純曰甲醇爲分析純曰
蒸餾水遥

對照品院木蘭脂素對照品渊批號院110882原200203
供含量測定用冤由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提供曰過
敏鼻炎靈膠囊渊批號院090608冤遥
2.5.2援色譜條件

色譜柱院Allsphere-C18柱渊250㎜伊4.6㎜袁5滋m冤遥
流動相院乙腈-3.3%四氫呋喃溶液渊34院66冤遥
流速院1.2ml/min曰 檢測波長院278nm曰 進樣量院

10滋l遥
經波長掃描袁 木蘭脂素在278nm處有最大吸收

峰袁在此波長下選用不同比例的乙腈-3.3%四氫呋喃

溶液爲流動相袁不同的流速及溫度下測定袁最後選擇
用乙腈-3.3%四氫呋喃溶液渊34院66冤爲流動相袁流速
爲1.2ml/min袁 在此色譜條件下袁 木蘭脂素的對稱度
渊fs冤爲1.10袁分離度渊R冤大於1.5袁理論塔板數渊N冤大於
9000袁且陰性無干擾袁結果見圖3遥
2.5.3援供試品溶液的制備

渊1冤提取方法的比較院取過敏鼻炎靈膠囊內容物
硏成的細粉兩份袁每份約0.5g袁分別加入甲醇25ml袁用
超聲與回流方法處理30分鐘袁 按上述的色譜條件測
定樣品中木蘭脂素的含量袁 結果超聲與回流的木蘭
脂素含量分別爲1.180mg及1.160mg袁 故採用超聲法
提取遥

渊2冤提取溶劑的選擇院取過敏鼻炎靈膠囊內容物
硏成的細粉4份袁 每份約0.5g袁 分別加入不同的溶劑
渊甲醇尧乙醇尧75%甲醇尧50%甲醇冤25ml袁超聲處理30
分鐘袁 按上述的色譜條件測定樣品中木蘭脂素的含
量袁結果採用甲醇提取木蘭脂素的含量1.183mg/g袁較
高袁故採用甲醇提取遥

渊3冤提取時間的考察院取過敏鼻炎靈膠囊內容物
硏成的細粉3份袁每份約0.5g袁加入甲醇25ml袁分別超
聲處理10尧20尧30分鐘袁 按上述的色譜條件測定樣品
中木蘭脂素的含量袁結果表明採用甲醇25ml袁超聲提
取20分鐘袁木蘭脂素的含量1.182mg/g袁已基本提完遥
採用甲醇25ml超聲提取20分鐘遥

渊4冤溶劑用量的考察院取過敏鼻炎靈膠囊內容物
硏成的細粉3份袁每份約爲0.5g袁分別加入甲醇15ml尧
25ml尧50ml袁超聲處理20分鐘袁按上述的色譜條件測
定樣品中木蘭脂素的含量袁結果表明採用樣品量0.5g
加甲醇25ml袁超聲提取木蘭脂素含量最後得1.182mg/
g遥
2.5.4 線性範圍的考察

精密稱取木蘭脂素對照品4.68mg袁 置于25ml量
瓶中袁加甲醇溶解並稀釋至刻度袁搖勻袁精密吸取對
照品溶液0.5ml尧1.0ml尧1.5ml尧2.0ml尧4.0ml袁 分別置于
10ml量瓶中袁加甲醇至刻度袁搖勻袁吸取上述對照品
溶液各10滋l袁注入高效液相色譜儀袁以進樣量渊W冤爲
橫坐標袁峰面積渊A冤爲縱坐標袁繪製標準曲線袁求得回
歸方程袁結果見表5遥

實驗結果表明袁木蘭脂素在0.0936耀1.872滋g範圍

圖3 高效液相色譜圖

a

b

c

a.木蘭脂素對照品 b. 過敏性鼻炎靈膠囊樣品 c.缺辛夷陰性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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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三批中試樣品含量測定結果

序號 批號 木蘭脂素含量渊mg/g冤 平均値渊mg/g冤
090602
090602
090605
090605
090608
090608

1.142
1.144
1.128
1.132
1.172
1.157

1.143
1.130
1.164

1
2
3
4
5
6

序號 木蘭脂素含量渊mg/g冤 平均含量渊mg/g冤 RSD渊%冤
1
2
3
4
5
6

1.164
1.157
1.169
1.158
1.170
1.167

0.491.164

表8 重複性試驗結果

序號 時間渊h冤 RSD渊%冤

1
2
3
4
5

0
1
2
4
8

0.87

峰面積渊A冤

114541
114391
114249
116056
116332

平均峰面積渊A冤

115114

表7 穩定性試驗結果

內具有良好的線性關係遥
2.5.5 穩定性試驗

取過敏鼻炎靈膠囊內容物硏成的細粉約0.5g袁精
密稱定袁按正文揖含量測定铱方法袁製備供試品溶液袁
分別在0尧1尧2尧4尧8小時進樣測定袁 計算峰面積RSD袁
結果見表7遥

實驗結果表明袁供試品溶液在8小時內木蘭脂素
含量基本穩定遥
2.5.6援重複性試驗

取過敏鼻炎靈膠囊內容物硏成的細粉6份袁精密
稱定袁按正文揖含量測定铱方法測定袁計算木蘭脂素含
量及RSD袁結果見表8遥

實驗結果表明袁本實驗方法具有較好的重複性遥
2.5.7援回收率試驗

取過敏鼻炎靈膠囊內容物硏成的細粉6份袁每份
約0.25g袁精密稱定袁分別向樣品中加入木蘭脂素對照
品溶液渊C=0.3170mg/ml冤1.0ml袁按正文揖含量測定铱方
法測定袁按下式計算回收率袁結果見表9遥
回收率= 測得總量-樣品中木蘭脂素的量

加入量
伊100%

實驗結果表明袁本實驗方法具有較好的回收率遥
2.5.8尧樣品測定

對三批中試產品按正文揖含量測定铱方法測定過
敏鼻炎靈膠囊中木蘭脂素的含量袁結果見表10遥

根據上述三批中試樣品與辛夷藥材含量測定結
果袁 暫定本品每粒 渊0.3g/粒冤 含辛夷以木蘭脂素
渊渊C23H28O7冤冤計袁不得少于0.08mg遥
3 臨床應用

3援1 過敏性鼻炎臨床主要症狀院有鼻癢尧頻發的噴嚏尧
清水樣的鼻涕尧鼻塞和嗅覺消失外袁可兼面色蒼白尧

乏力尧肢冷畏寒尧腰膝酸軟尧納差便溏尧夜尿多尧舌苔
薄白尧脈象多爲沉尧緩尧細尧弱尧婦女常有月經不調尧小
兒多有貧血等遥
3援2 過敏性鼻炎的病因尧病機院本病的病因爲風寒袁病
性屬虛寒袁病位在肺尧脾尧腎三臟袁其標在肺袁其本在
腎遥
3援3 採用過敏鼻炎靈膠囊治療方法院用法用量院口服遥
每粒重0.3克遥 成人一次2粒袁一日3次遥 兒童一次1粒袁
一日3次遥 一月爲一療程遥 病輕者一療程袁中者二療
程袁重者三療程遥 注意事項院1忌食冰冷寒凉食物袁宜
進溫陽補益之品遥 2不宜在服藥期間同時服用滋補或
寒涼性質的中成藥遥
3援4 藥方論治院本病病因爲風寒尧病性爲虛寒袁病位爲
肺尧脾尧腎三臟同病袁其標在肺尧其本在腎遥 肺脾腎與
機體免疫狀態關係密切袁 肺脾腎之氣健旺則免疫功
能正常袁故注重從提高身體素質着手袁改善體質虛寒
狀態袁以補肺尧健脾尧溫陽益腎袁以提高免疫功能袁而
治療過敏性疾病袁特別對過敏性鼻爲療效顯著遥

方中辛夷辛溫袁溫中解肌袁祛風通竅袁能溫中治
頭面目鼻之病遥 蒼耳子辛溫利九竅袁通鼻氣之藥遥 故
方以辛夷尧蒼耳子爲主藥遥 麻黃辛苦溫袁功用發汗止
咳平喘利水袁野治鼻竅閉塞不通袁 香臭不聞袁 肺寒咳
嗽遥 細辛功用祛風散寒袁行水開竅尧治風冷頭療尧鼻
淵遥蟬蛻散風熱袁宣肺袁定痙遥故方中以麻黃尧細辛尧蟬
蛻爲輔藥遥 附子去臟腑沉寒袁補助陽氣不足袁溫熱脾
胃遥 肉桂主上氣咳逆袁補中益氣遥 治鼻息肉遥 功用壯
元陽袁補氣血袁益精髓尧強筋骨遥 人參功用大補元氣袁
固膀生津遥 故方中以附肉桂尧鹿茸尧人參尧當歸爲佐
藥遥 甘草和中緩急袁潤肺解毒袁調和諸藥袁甘草即可調
和諸藥袁又可補中扶正袁協諸藥鼓邪外出而爲使遥 諸
藥合用袁外可祛邪通竅尧溫陽益腎宣肺平喘袁止咳祛
痰袁內可補肺健脾袁溫陽益腎袁故善治過敏性鼻炎等
證遥
3援5 實驗療效觀察院自1990年1月至2010年6月袁我院
治療過敏性鼻炎1200例袁取得較好效果袁現總結報吿
如下院

臨床資料與方法院一般資料 選擇1988年全國大
連會議 野變態反應性鼻炎中西醫結合診療標準冶 並
經確定診斷1200例袁 根據患者就診時間順序設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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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樣品中木蘭脂素的量渊mg冤 RSD渊%冤加入量渊mg冤 測得總量渊mg冤 回收率渊%冤 平均回收率渊%冤
1
2
3
4
5
6

0.2919
0.2913
0.2917
0.2917
0.2916
0.2912

1.89

0.3170
0.3170
0.3170
0.3170
0.3170
0.3170

0.6222
0.6070
0.6078
0.6078
0.6066
0.6136

104.20
99.59
99.72
99.72
99.37
101.70

100.72

表9 回收率試驗結果

充血性心力衰竭渊congestive heart failure袁CHF冤
又稱泵衰竭袁是各種心臟病的終末階段袁臨床上常見
的危重病症之一遥 通常是指心肌收縮功能明顯減退袁
使心排血量降低袁伴有左心室舒張末壓增高袁臨床上
引起肺淤血和周圍循環灌注不足的表現袁 以及兩者
不同程度的合併存在遥 近年來 我國的發病牢逐年增
加袁病死率高遥筆者2009年12月-2011年6月期間採用
眞武湯合葶藶大棗瀉肺湯加減治療充血性心力衰竭
患者60例取得滿意療效遥 現報道如下遥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60例患者均來源于安徽中醫學院附屬太和縣中
醫院心血管內科住院病人袁均經臨床症狀尧體徵及X
線尧心臟超聲心動圖尧心電圖等確診爲CHF遥 其中男
性29例袁女性31例袁年齡58-84歲袁平均渊67.56依12.47冤
歲曰心衰病史1耀10年袁平均渊5.76依2.12冤年遥原發病院冠
心病14例袁 高血壓性心臟病10例袁 擴張型心肌病15
例袁肺源性心臟病8例袁風濕性心臟病13例遥 心功能分

眞武湯合葶藶大棗瀉肺湯加減治療充血性心力衰竭的臨床觀察

安徽省太和縣中醫院 姚建斌

組和對照組袁選擇治療組5院對照組1袁共選擇治療組
1000人袁對照組200人遥
3援6 兩組療效比較院

渊1冤治療組院用本膠囊劑爲治療組袁口服過敏鼻
炎靈膠囊袁每粒0.3g袁一次3粒袁一日3次遥 30天/療程遥
一般連續服用1要3療程遥

渊2冤對照組院口服抗組胺藥苯海拉明片遥 50mg/
次袁2次/日袁配伍氟米松片0.75mg/次袁1次/日袁一般連
服30天袁爲一療程遥 抗組胺藥袁能與組胺競爭效應細
胞上的組胺H1受體袁 使組胺不能同H1受體結合袁從
而抑制其引起超過敏反應的作用遥

渊3冤療效標準院淤痊癒院無鼻癢尧頻發的噴嚏尧清
水樣鼻涕尧無鼻塞尧嗅覺恢復袁鼻粘膜毛細血管無蒼
白袁且一年內無反復發作遥 于顯效院各種臨床症狀明
顯消失袁隨訪病情無反復發作袁但偶而打噴嚏袁繼續
復藥又痊癒者遥 盂有效院無鼻癢袁頻發噴嚏次數減少袁
清水樣鼻涕少量者遥 榆無效者院治療後各種症狀未見
明顯好轉遥

兩組療效經Ridit檢驗袁u=2.4271袁P<0.05袁差異有
統計學意義袁説明治療組優于對照組遥

4尧結論院過敏鼻炎靈膠囊是根據過敏性鼻炎的

病機爲風寒尧病性爲虛寒尧病位爲肺尧脾尧腎三臟同
病遥 其標在肺尧其本在腎遥 肺脾腎與免疫狀態關係密
切袁 故注重從提高身體素質着手袁 改善體質虛寒狀
態袁以袪邪通竅尧補肺健脾尧溫陽益腎尧以提高免疫功
能袁 而治療過敏性疾病袁 特別對過敏性鼻炎療效顯
著遥 經兩組療效比較治療組治愈率明顯高於對照組
有顯著性遥 本藥配方合理袁製劑質量標準可靠袁臨床
療效顯著遥P<0.05袁有效率達95.4%遥該項目一九九三
年列入福建省衛生廳中醫藥推廣項目尧 一九九八年
列爲福建省敎育委會醫藥科硏項目袁 同時獲第四屆
世界傳統醫藥國際金奬遥

疗效比较 有效率愈显率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渊0%冤 渊0%冤
治疗组

%
对照组

%

1000

200

95.4

93.0

667
66.7
32
16.0

185
18.5
114
57.0

152
15.2
40
20.0

46
4.6
14
7.0

85.2

73.0

兩組療效比較渊PP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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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渊或體徵冤 組別 例數 顯效 總有效率

喘促 對照組 28 2 85.7%
有效

22
無效

4
治療組 30 5 96.7%24 1

心悸 對照組 26 1 22 3 88.4%
治療組 28 4 22 2 92.9%

水腫 對照組 29 19 7 3 89.7%
治療組 29 22 6 1 96.5%

肺部濕啰音
對照組 27 15 8 4 85.2%
治療組 28 18 8 2 92.6%

注院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渊p均约0.05冤袁治療組療效優于對照組遥

表1

心彩超檢測項目
對照組 治療組

治療前 治療後 治療前 治療後

左室舒張末內徑渊mm冤 65依6 55依8 67依5 50依7
左室收縮末內徑渊mm冤 55依7 51依5 55依6 48依4
左室射血分數渊%冤 38依5 43依6 37依6 47依7

注院治療組與對照組相比袁P均约0.05袁提示治療組心功能改善較對照組明顯遥

表2

級院II級22例袁III級28例袁IV級10例遥 按住院順序隨機
分爲治療組和對照組袁各30例遥 2組年齡尧性別尧稍史尧
原發病及心功能分級均無顯著差異渊P跃0.05冤袁具有
可比性遥
1.2 診斷標準

參照叶實用內科學曳充血性心力衰竭診斷標準及
叶中藥新藥臨床硏究指導原則曳中藥新藥治療心力哀
竭的臨床硏究指導原則制定遥 心功能分級標準採用
紐約心臟病學會 渊NYHA冤1994年第九次修訂的心臟
心功能分級標準遥
1.3 納入尧排除標準

符合充血性心力衰竭的診斷標準袁NYHA心功能
分級域-芋級袁除外急性心肌梗死早期心衰尧慢性肺
源性心臟病伴急性呼吸功能不全尧 嚴重二尖瓣狹窄
伴心律失常尧肺水腫者曰肥厚性梗阻性心臟病遥
2 方法

2.1 治療方法
2.1.1 對照組 常規給予西藥治療袁如擴血管尧強心尧
利尿減輕心臟負荷尧ACEI或者ARB抑制心室重塑尧-
受體阻滯劑改善心臟功能及對症治療遥
2.1.2 治療組 西藥治療同對照組袁 在此基礎上加用
眞武湯合葶藶大棗瀉肺湯加減應用遥 具體方藥組成院
紅參15g袁茯苓12g 白術10g 制附子10g袁黃芪18g袁麥
冬10g袁丹參10g袁當歸12g袁葶藶子15g袁大棗6枚遥 將上

述中藥置于砂鍋內用潔凈水浸泡30min袁水量漫過藥
麵爲宜袁 然後以武火煎至沸騰後袁 改文火煎煮30分
鐘袁每劑藥煎煮2次袁每次取汁100ml袁相混袁分2次服袁
每日上午尧下午各服1次袁以飯後2h爲宜袁療程1個月遥
2.2 觀察指標

1個月後觀察治療前後臨床症狀尧體徵及心功能
改善情况袁心臟彩超檢測左室舒張末內徑渊LVEDD冤尧
左室收縮末內徑渊LVESD冤尧左室射血分數渊LVEF冤變
化情况遥
2.3 療效標準 參照叶中藥新藥臨床硏究指導原則曳中
有關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療效標準制訂遥 顯效院心力衰
竭基本控制袁心功能提高2級以上袁症狀尧體徵及各項
檢查明顯改善遥 有效院心功能提高1級袁但不及2級袁症
狀尧體徵及各項檢查有所改善遥 無效院心功能提高不
足1級或症狀體徵無改善遥
2.4 統計方法 所有數據均採用SPSS13.0統計分析軟
件進行處理遥 計量資料用渊 冤表示袁計數資料比較
使用X2檢驗袁計量資料組間比較袁使用t檢驗遥
3 治療結果
3.1 症狀尧體徵改善情况 結果見表1院
3.2 心功能改善情况 結果見表2院
4 討論

西醫理論認爲院 充血性心力衰竭是由於任何原
因的初始心肌損傷 渊心肌梗死尧 血流動力學負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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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尧炎症冤袁引起心肌結構和功能的變化袁最後導致心
室泵血功能低下遥 此外袁心力衰竭是一種進行性的病
變袁一旦起始以後袁即使沒有新的心肌損害袁臨床亦
處于穩定階段袁 仍可自身不斷發展 渊self-perpetuat鄄
ing冤遥 祖國醫學文獻中雖然沒有心力衰竭的病名袁但
類似心力衰竭的證候尧治療早巳有詳細記載袁由於慢
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疾病發展過程往往呈慢性漸進
性的病理改變袁而中醫認爲袁久病人腎袁加之水濕痰
濁之標爲陰邪袁易傷人之陽氣袁故慢性充血性心力衰
竭在臨床上又以心腎陽虛和陽虛水泛型較爲多見遥
本病屬於中醫學心悸尧怔忡尧喘證尧痰飲尧水腫等範
疇遥 病位在心袁涉及肺尧脾尧腎等臟遥 其基本病機爲本
虛標實袁以標實爲主遥 標實多見肺熱尧痰飲尧血瘀互
結袁本虛以陽虛多見遥 根據急則治其標的原則遥 方中
制附子尧肉桂尧生薑溫心尧脾尧腎之陽曰茯苓之甘淡滲
利袁健脾滲濕袁以利水邪曰 白術健脾燥濕袁 以助脾之
運化曰澤瀉尧豬苓利水滲濕曰白芍酸斂和陰袁使陽氣歸
于內袁具有緩解附尧桂辛熱之性的作用曰葶藶子瀉肺
逐水尧止咳平喘袁大棗補中益氣尧調營衛袁潤心肺兼能
止嗽遥

附子具有回陽救逆袁補火助陽的功效袁用于亡陽
虛脫袁肢冷脈微袁陰寒水腫袁陽虛遥 現代硏究顯示院附
子具有對特異性體液免疫有促進作用曰抗炎作用渊可
能附子本身具有糖皮質激素樣作用冤曰附子含有烏頭
碱尧次烏頭碱尧消旋去甲烏藥碱等袁消旋去甲基烏藥
碱有強心作用袁烏頭碱尧次烏頭碱有抗心肌缺血尧缺
氧的等作用遥 白芍院具有平肝止痛袁養血調經袁斂陰止
汗的功效遥 現代硏究顯示院 具有抗炎及免疫調節作
用院增加心肌的營養性血流量曰具有止痛作用遥 黃芪
具有益氣固表尧 利水消腫之功效遥 用于治療氣虛乏
力袁中氣下陷袁水腫袁久瀉脫肛袁表虛自汗遥 現代藥理
硏究證實黃芪有明顯的正性肌力作用袁 針對心肌磷

酸二酯酶的活性有明顯抑制袁能增強心肌收縮力袁且
具有明顯的利尿效果袁改善和保護腎臟功能袁因而能
增加心肌供血袁改善心功能袁提高心衰患者的心排量
和心臟指數渊4冤遥 白術院具有健脾益氣袁燥濕利水的功
效遥用于脾虛袁腹脹袁痰飲眩悸袁水腫遥現代硏究顯示院
具有強壯作用曰利尿作用曰促進細胞免疫功能曰有血
管擴張作用遥 生薑院具有解表散寒袁溫中止嘔袁化痰止
咳的功效遥 現代硏究顯示院具有清除自由基袁提高總
抗氧化活性的作用曰具有直接興奮心臟作用袁具有升
壓作用遥茯苓院具有利水滲濕袁健脾寧心的功效遥用于
水腫尿少袁痰飲眩悸袁脾虛食少遥 現代硏究院具有增強
細胞免疫反應作用院具有促進紅細胞的造血功能遥 肉
桂院具有補火助陽袁引火歸元袁散寒止痛袁活血通經的
功效遥 用于腎虛作喘袁陽虛眩暈袁心腹冷痛遥 現代硏
究院具有免疫尧抗炎作用曰具有減少血管阻力的作用曰
增加冠脈流量曰抗凝血作用曰升白細胞作用曰具有促
皮質激素樣和促兒茶酚胺釋放作用曰具有平喘作用遥
澤瀉院具有利小便的功效遥 用于小便不利袁水腫脹滿袁
泄瀉尿少袁痰飲眩暈袁高脂血症遥 現代硏究院有降壓尧
降血脂作用曰有輕度降血糖作用曰具有抗血小板尧抗
血栓形成及促進纖溶酶活性等作用遥 豬苓院具有利水
滲濕的功效遥用于小便不利袁水腫袁泄瀉遥現代硏究具
有利尿作用遥 葶藶子院具有瀉肺降氣尧祛痰平喘尧利水
消腫尧泄逐邪的功效袁用于痰涎壅肺之喘咳痰多曰肺
癰曰水腫曰胸腹積水曰小便不利曰慢性肺源性心臟病曰
心力衰竭之喘腫遥 現代硏究證實小劑量葶藶子能增
強心肌收縮力袁減慢心率袁降低傳導速度袁大劑量可
引起心動過速尧心室顫動等強心甙中毒症狀袁還具有
利尿作用遥 大棗院具有補脾和胃尧益氣生津尧調營衛尧
解藥毒的功效袁用于胃虛食少袁脾弱便溏袁氣血津液
不足袁營衛不和袁心悸怔忡遥 現代藥理硏究證實大棗
具有免疫抑製作用袁還有鎮靜尧催眠和降壓作用遥

中醫男科學歷史淵遠袁但正式形成臨床專科袁還
是三十餘年的事袁時間雖短袁但發展迅速袁社會的需
求袁學術的發展袁有志于此的學者越來越多遥
一尧現代醫學的新挑戰和中醫男科的優勢

隨着社會發展尧生活水平的提高袁人類對生命質
量的要求和對健康長壽的向往變得更爲強烈袁 保健
養生日益成爲醫學科學主題之一遥 中醫男科學日益

顯露出其優勢遥
以生物醫學模式爲主導的西醫學袁 面對現代難

病往往顯得力不從心袁 這是因爲現代難病多屬於個
體醫學疾病袁病因複雜隱匿袁疾病的發生和變化受到
多種因素的影響和牽制袁病變涉及臟器廣泛遥 因此袁
用包括手術尧藥物在內的袁固定的尧規範的生物醫學
模式的的已知診治方法袁常難以奏效曰同時這種方法

中醫男科學的歷史與發展

戚廣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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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又往往忽視人體自身的防衛抗病能力和自我修
復的主動性遥 其次袁必須着眼于生理尧心理全方位多
層次調節才能達到目的的康復保健袁 對長期致力于
野對抗冶爲主的西醫學來説袁也是辦法不多遥 中醫藥治
療男科疾病袁不僅具有針對性袁而且作用層次多袁呈
整體性遥 中醫男科學以其整體觀尧辨證觀尧動態觀和
個性化的治療方案袁越來越顯示出其優勢遥

中國性學歷史淵遠袁 春秋戰國即有房中流行遥
叶漢書窑藝文志窑方技略曳將野房中冶與野醫經冶尧野醫方冶尧
野神仙冶並列于野方技冶四門之一遥 包含中醫男科的中
國性學在漢代以前即形成了獨立體系遥 據統計袁僅明
清兩代涉及男科內容的中醫典籍就有100餘種遥 中醫
男科有豐富的醫籍寶藏作爲發展基礎袁 中國性學其
歷史形成則要比現代男性學早2000多年袁 其中性醫
學內容在東方乃至世界文化中是特有的遥 其中許多
的性生理心理尧 性保健和性治療方法和經驗行之有
效而十分珍貴袁可以豐富和補充現代中醫男科學尧發
展中醫男科學遥
二尧中醫男科學的歷史

中醫男科源遠流長袁從萌芽尧形成到發展成熟袁
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遥 其起源可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
殷商時代袁 從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及商周的著作中可
以看出袁 當時已認識到男女生殖器的結構和功能不
同袁提出了針對男科病的用藥遥 公元前11世紀的叶山
海經曳 已經有明確的男科疾病的記載袁 有食之 野宜
子冶尧野無子冶的藥物遥 西漢長沙馬王堆出土的竹簡叶五
十二病方曳袁記載了52類疾病的治療袁用藥達247種袁
其中所載男科病就有癃閉尧淋症尧陽強尧陰腫尧疝氣
等遥 儘管記述內容及使用方藥較爲簡單袁但實爲中醫
男科學的萌芽遥

叶黃帝內經曳對男性的解剖尧生理尧病因病機及病
症方面袁都有許多科學的闡述遥 書中所涉及的男科病
症主要有遺精尧早泄尧陽痿尧陽強尧縮陽尧不射精尧房室
莖痛尧睾丸疼痛尧不育尧癃閉尧下疳尧疝氣尧白淫尧房勞
傷等近20種遥

東漢張仲景叶傷寒雜病論曳對男子失精袁精冷無
子尧遺精尧淋症尧陰狐尧疝氣等男科病症多有論述遥 尤
其是治療遺精滑精的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袁 治療腎氣
不足尧精虧尧精冷無子的金匱腎氣湯袁歷經千年的驗
證袁現在都在指導着臨床應用遥

隋窑巢元方 叶諸病源候論曳 對男子虛勞失精尧尿
精尧遺精尧少精尧血精及男性不育多從腎虛立論遥 孫思
邈的叶備急千金要方曳與王燾的叶外台秘要曳載有疝
氣尧核腫尧核痛尧陰卵大尧陰痿尧陰縮尧失精尧少精尧尿
精尧遺精尧陰冷尧陰痛等30多種男科疾病袁反映了唐代
對男科病認識有了進一步的擴大和深入袁叶備急千金
要方曳 所記載的具有補腎溫陽益精的七子散治療男

性不育症袁 至今仍有醫家沿用袁 對陽虛不足的不育
症袁確有較好療效遥

宋代叶太平聖惠方曳收載男科病方30余首袁其中
治遺滑精方13首袁陽痿方10首袁少精不育方7首袁陰瘡
方4首遥 同時所載方劑袁不僅詳細記述藥物組成及應
用方法袁還將病因病機與主症尧兼症簡要列出遥 叶聖濟
總録曳收載治療男科病白淫方14首袁陰疝方9首遥 宋金
元時期衆多男科方的記載袁 客觀地反映了該時期診
治男科病的認識水平袁 爲後世男科病的辨證論治思
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遥

明清時期對男科病名尧相關概念尧鑒別診斷尧治
療方藥等認識都遠遠超出之前的任何時期袁 並相繼
出現了以野男科冶命名的書籍遥 如岳甫嘉的叶男科證治
全篇曳尧傅山的叶傅靑主男科曳渊內容仍以內科疾病爲
主冤等遥 此一時期袁男科病的理論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和發展袁辨證論治更趨完善袁許多重要醫著對男科病
都有重要闡述袁 而且出現了對陽痿及男性不育兩類
男科病的專門著作遥

明代岳甫嘉叶醫學正印種子篇曳爲論治男性不育
的專篇袁載方52首袁認爲腎的功能失常是該病的直接
原因袁七情尧六淫等病因也可導致腎的功能失常而引
起不育袁論治主張審因求本遥

萬全叶廣嗣紀要曳對男性不育發病提出了夭尧犍尧
漏尧變尧妒野五不易冶的發病原因袁充分認識到原發性
陽痿尧睾丸先天發育不良尧隱睾尧生殖道感染尧生殖器
畸形渊兩性人冤等袁均可導致男性不育遥 並提出對男性
不育的治療以益精固精法爲主遥

張景岳叶景岳全書曳對男科臨證理論有許多獨創
見解袁書中對疝氣尧癃閉尧淋證尧血精尧遺精尧陽痿尧不
育症等多種男科疾病有較詳記載袁主張辨證論治袁在
其野善治陽者袁必于陰中求陽曰善治陰者袁必于陽中求
陰遥 冶的思想指導下袁創制的左歸丸尧右歸丸尧贊育丹
對男性功能障礙及男性不育症的治療有較科學的理
論意義和臨床實用價値遥

叶霉瘡秘録曳系陳司成所撰袁崇幀五年渊1632冤刋
行遥 系梅毒專著袁分總説尧或問尧治驗尧方法尧宜忌五部
分遥

清末韓善徵著叶陽痿論曳渊未刻本冤袁是我國現存
最早的陽痿病論治專著袁本書論治陽痿的獨特之處袁
在于提示陽痿的發病 野因于陽虛者少袁 因于陰虛者
多冶 的發病規律袁 指出了陽痿濫用溫熱藥治療的危
害袁改變了前人將陽痿與陽虛等同的錯誤認識遥

清末民國初期 陸清潔編著 叶大衆萬病醫藥顧
問曳計16種袁男科疾病資料集中在野性病科冶尧野內科冶尧
野婦人科冶遥

蔡陸仙編叶中國醫藥匯海曳民國30年袁有大量男
科前陰疾病的論述遥

內科臨床 227



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説袁存在着野重男輕女冶的現
象袁然而從醫學的角度來講袁卻是野重女輕男冶無論中
醫西醫袁臨床婦科的存在源遠流長袁叶史記窑扁鵲倉公
列傳曳中就有扁鵲野過邯鄲袁聞貴婦人袁即爲帶下醫冶
的記載袁而中醫男科形成專門的科室袁還是上個世紀
七十年代的事遥 很多有志于中醫男科的學者紛紛開
出男性專科及男性不育症專科袁 進行臨床總結和文
獻硏究硏究遥

隨着有志于男科的學者的努力袁 有了了進一步
學習交流的願望袁1987年5月由中華中醫藥學會外科
分會主辦的 野全國首屆中醫男性學學術硏討會冶 在
湖南沅陵召開袁 經會議代表充分醖釀袁 推選出以金
之剛渊江西冤爲主任委員尧渊以下按姓氏筆畫爲序冤王
少金渊吉林冤尧盧大林渊江西冤尧劉明漢渊湖南冤尧劉超凡
渊湖北冤尧安崇辰渊四川冤尧張寶興渊河南冤尧李彪渊湖南冤尧
陳文伯渊北京冤尧周智恆渊上海冤尧羅任波渊江西冤尧金維
新渊山東冤尧郭振營渊北京冤尧崔興發渊陝西冤尧崔學敎渊廣
東冤尧戚廣崇渊上海冤尧黃海波渊內蒙古冤尧鮑嚴鍾渊浙江冤
十八人組成的 野中國中醫藥學會外科學會首屆男性
學專業委員會冶遥

這次學術會議的召開和男性學專業委員會的成
立袁是中國男科學術界的首次盛會和首個學術團體袁
引起了國內外醫學界的極大關注遥 就此以後袁男科學
的學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袁 各地紛紛成立了男科
渊性冤學分會遥 又于1989年尧1991年尧1993年尧1995年分
別在唐山尧廬山尧奉化尧上海相繼召開了第二尧三尧四尧
五屆學術硏討會遥

1988年6月18日在上海率先舉辦了 野全國中醫尧
中西醫結合男性學培訓班冶至今已經舉辦了15期袁海
內外的千餘學員參加了學習班袁 現在不少人已經成
爲省市中醫尧中西醫結合男科學會的學科帶頭人袁甚
至全國中醫尧 西醫尧 中西醫結合科學會學科帶頭人
了遥

隨着中醫男科學的迅猛發展袁 原來置于中醫外
科分會下的男性學專業委員會顯然不能適合中醫男
科的發展需要袁經過曹開鏞等呼籲袁中國中醫藥學會
同意將男性學專業委員會陞級爲與內尧外尧婦尧兒同
等的男科分會袁于1994年6月在天津成立了野中國中
醫藥學會男科學會冶遥 首屆中醫男科分會由曹開鏞擔
任主任委員袁華良才尧陳文伯尧徐福松尧戚廣崇當選爲
副主任委員遥

在學會成立大會上決定于1995年5月在上海召
開野中國首屆中醫男科學術大會冶遥 野中國首屆中醫男
科學術大會冶期間成立了由華良才爲主任委員的野性
功能障礙專業委員會冶曰由戚廣崇爲主任委員的野不
育症專業委員會冶曰和以徐福松爲主任委員的野前列
腺疾病專業委員會冶遥

以後分別在南京尧成都尧天津尧洛陽尧昆明等地召
開了第二屆至第十屆中醫男科學術大會遥

由於男科設置專科的時間短袁 很多本應屬於男
科診治範疇的疾病袁大多散見于其他專科袁如前列腺
疾病患者多求診于泌尿外科袁 陰囊濕疹患者多就診
于皮膚科袁而大多數男科僅限于性功能障礙尧不育症
等少數幾個病種遥 這就需要我們不斷努力袁擴大男科
的病種範圍遥

也因爲病種的限制袁使得男科的同行們袁對性功
能障礙尧不育症等系統疾病的臨床與硏究袁有了深入
的瞭解袁在這方面有了較大的進展袁每次男科學術會
議交流的文章袁也是以這方面的文章爲多遥

總之袁 中醫男科學的建立和發展是時代發展的
要求袁是醫學分科的趨勢袁是科學發展的必然結果遥
三尧男科學的中西醫互補

無論中醫還是西醫袁 都是人類的財富遥 國人之
幸要要要有西醫曰 國人之幸要要要有中醫曰 國人之大
幸要要要旣有西醫又有中醫遥 希望我們能像王一飛敎
授所期望的那樣院共同努力袁走自己的路袁發自己的
聲音浴 中醫男科學處此年代袁必須在傳承的基礎上與
時俱進遥
1 男性不育的中西醫結合治療

中醫男科在治療少弱精子症尧死精症尧畸形精子
症尧精液不液化等疾病上袁具有較好的臨床療效袁但
對於無精子症和嚴重的少弱精子症袁 治療的難度很
大袁或需要很長的治療時間遥 如果配合採用生育輔助
技術治療袁則可以提高治愈率遥 而採用輔助生育技術
的同時袁配合中醫藥的治療袁能提高受孕的成功率遥
2 性功能障礙

自從萬艾可的問世袁 治療陰莖勃起功能的方法
有了根本的改變袁但萬艾可僅僅作用于陰莖局部袁作
用時間也較短袁對性欲的提高也無作用遥 如果配合中
醫藥治療袁有可能提高性欲袁延長陰莖勃起的作用時
間袁改善患者的整體功能遥
3 前列腺疾病

慢性前列腺炎袁臨床大多數是非細菌性的袁使用
抗生素效果不佳袁 而中醫藥治療不是直接針對前列
腺和細菌等微生物袁而是整體綜合調節機體狀態袁增
加免疫功能袁緩解症狀袁中西醫結合治療袁辨證與辨
病相結合袁能夠提高療效遥

因此袁在中醫男科臨床實踐中袁必須堅持中西醫
結合的原則袁將辨證與辨病相結合袁才能加強對現代
男科疾病的認識遥 此外袁對於男科臨床工作遇到的大
量沒有臨床症狀的患者袁 也應該注重宏觀辨證與微
觀檢查相結合袁 重視西醫的各項生化指標和實驗室
檢查結果遥
四尧存在問題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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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醫男科靑年人才的培養和儲備遥
中醫男科學的發展袁 離不開高素質的人員和隊

伍袁而靑年中醫男科學人才的培養尤爲重要袁讓中醫
男科學的靑年人才旣具有紮實的理論水平袁 又具有
豐富的臨床水平袁同時具有開拓進取精神袁中醫男科
學才能發揚光大遥 因此袁必須加強中醫男科靑年人才
的信息溝通和學術交流袁 以利于他們的遲早脫穎而
出遥
2 疾病診斷尧療效判斷與辨證分型標準的規範遥

目前許多男科疾病缺乏統一的診斷標準和療效
標準袁各種男科疾病的中醫辨證分型也是五花八門袁
各行其是袁 且描述證候不一袁 難以反映疾病自身規
律袁也難以進行學術交流和臨床推廣袁需要通過全國
協作攻關袁逐步摸索內在規律袁制定切實可行的行業
標準遥
3 作好中醫男科學的繼承和發揚工作遥

中醫男科學具有悠久的歷史袁 積累了豐富的經
驗和文獻資料袁繼承其中有許多寶貴的經驗袁不可否
認袁其中也含有一些糟粕遥 因此袁我們必須作好繼承
工作袁對中醫男科的歷史文獻進行梳理袁對其中的精

華予以推廣袁而將糟粕揚棄曰特別是傳統中醫男科學
里獨特的治療思想尧豐富的治療方法和手段袁都値得
我們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加以硏究尧整理和提高遥
4 中醫男科新的治療方法的硏究遥

傳統中醫男科學除了藥物治療袁 還有針灸尧按
摩尧氣功尧外治等方法袁這些治療方法具有療效確切尧
安全尧無害尧無創傷尧少痛苦尧方便尧經濟等優點袁其運
用具有較大的現實意義遥 選擇其中有代表性的治療
方法袁進行總結和推廣袁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遥

處于信息迅速傳播的時代袁 我們同行要利用微
博尧博客尧論壇尧網站及傳統媒介弘揚祖國傳統醫學袁
交流中醫男科學術遥 目前中華中醫藥學會男科分會
已經在新浪設立兩個微群袁 其一是針對男科專業人
員的野中華中醫男科學會冶微群袁其二是針對老百姓
的野男性健康俱樂部冶袁歡迎諸位加入遥 目前學會的網
站也在籌備中袁 歡迎有志于此的學者參加網站的建
設遥

讓我們共同努力袁 將中醫男科事業發展到一個
更高的階段遥

吳光烈老中醫是全國首批500名國家級老中醫
藥專家經驗繼承指導老師袁從醫65載袁精硏歧黃袁學
識淵博袁醫術精湛袁學驗俱豐袁蜚聲海內外袁是中醫界
久負盛名的老中醫遥 吳老勤求古訓袁博採眾長袁在臨
床上積累了許多食療驗方袁 經數十年驗證袁 療效顯
著遥 筆者通過學習吳老專家賜給的專著中袁 獲益良
多袁現將吳老食療驗方整理如下袁以供同道參閱院
1 香薷清暑飲

組成院香薷30克袁涼粉草渊又名薪草袁仙草幹冤30
克袁生地20克袁黃芪15克袁雌童雞一隻遥

功能院清熱解暑袁養陰生津袁扶贏益氣遥
主治院預防傷暑尧中暑以及治療感受暑熱之邪而

致低熱纏綿不愈遥
用法院將童雞處死洗淨袁剖去腸雜袁上藥納入雞

腹中袁燉湯取服遥 預防傷暑或中暑袁每年盛夏季節之
前袁每3-5天服一次袁連服三至五劑遥 感受暑熱之邪袁
低熱纏綿不退袁取湯頻頻飲服遥

按院 本文為吳老自擬的驗方袁 用於預防盛夏傷
暑尧中暑或由於感受暑熱之邪而致之低熱纏綿難愈袁
具有良好的效果袁命名為香薷清暑飲遥 暑為陽邪袁叶素

問窑五運行大論曳院野其在天為熱袁 在地為火噎噎其性
為暑冶袁說明暑邪來自夏季炎熱季節袁夏日感受暑邪
之病症袁輕者為傷暑袁重者為中暑袁其發病機理與自
身的體質強弱有關遥 體質強者五運安和袁六氣均平袁
雖熱日中勞動或長途奔走不病遥 體質弱者袁 五運有
虧袁六氣不振袁雖避暑高堂大廈反病遥 預防傷暑尧中
暑袁保護勞力袁在於提高機體抗病能力遥 方中香薷發
汗清暑尧祛濕利水袁為解表清暑要藥遥 涼粉草清熱解
毒袁養陰生津曰生地清熱涼血袁養陰潤燥曰黨參補中益
氣袁生津止渴曰黃芪益氣固表袁扶正驅邪曰童雞血肉有
情之品袁扶贏益氣遥 諸藥合用袁共奏清熱解暑尧養陰生
津尧扶贏益氣袁是暑天行之有效袁別開生面袁扶正驅邪
之良好方劑遥
2 茵扁雞肉湯

組成院茵陳15克袁扁豆20克袁雌童雞1只袁食鹽少
許遥

用法院將雌童雞處死袁洗淨剖去腸雜袁納上藥於
腹中袁加水適量燉服遥

功能院清熱利濕袁健脾消暑袁扶贏益氣遥
主治院暑傷元氣袁濕濁阻滯氣機袁腹脹納獃袁四肢

國醫吳光烈專家食療驗方拾錦

香港 林國新 林璟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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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軟袁體倦乏力遥
按院本方為吳老50餘年經驗方袁經臨床驗證袁效

如桴鼓遥 方中茵陳清熱利濕袁健脾開胃曰扁豆清暑化
濕袁醒脾和胃曰童雞為血肉有情之品袁扶贏益氣遥 藥簡
效宏袁是一張別開生面袁扶正邪之良好方劑遥
3 加簸童雞湯

組成院酸棗樹皮30克袁山加簸根渊又名肖梵天花冤
30克袁雄童雞1只袁老酒適量遥

用法院將雄童雞處死袁洗淨剖去腸雜袁上藥納入
雞腹中袁水酒適量袁加食鹽少許燒服遥

功能院活血通絡袁推陳致新遥
主治院體萎不長袁發育不良袁以及室女經閉遥
按院本方民間用於治療室女經閉療效顯著遥 蓋取

酸棗皮尧山加簸根有通經活絡袁推陳致新之功袁再益
以血肉有情之雄童雞袁益氣補血袁使通經活絡而不傷
正氣遥 吳老用於治療男子年屆發育階段袁身體萎少袁
發育不良也屢收良效遥 吳老謂院人體之強弱袁與氣血
之盛衰有著密切之關係袁氣血旺盛袁則身強力壯袁氣
血衰少袁則體弱不長遥 然氣血之供養四肢百骸尧五臟
六腑皆賴於血脈之運行通暢袁 始能把營氣 渊營養物
質冤輸布全身袁正如叶靈樞窑邪客篇曳院指出野營氣者袁泌
其津液袁注之於脈袁化以為血袁以營四末袁內注五臟六
腑冶也充分說明營氣是整體生命功能的表現袁運行通
暢至為重要遥 凡年屆發育階段袁體萎不長袁發育不良袁
本人又無任何症狀和痛苦袁 均可考慮為經脈運行不
暢袁營氣不足袁機體失養袁用本方可收良效遥
4 耆桂鰻魚湯

組成院黃耆30克袁桂枝15克袁杭白芍15克袁野生鰻
魚150克遥

用法院加生薑尧食鹽尧老酒各少許調味袁水適量燉
服遥

功能院調和營衛袁補氣益血遥
主治院急慢性蕁麻疹遥
按院蕁麻疹是常見之皮膚疾患袁但非常頑固袁一

經感患袁反復發作袁纏綿難愈遥 吳老根據多年的臨床
經驗袁認為本病的發作與營衛失調尧氣血不足有關袁
強調治療本病和控制復發應從補益氣血尧 調和營衛
入手袁以增強人體的抵抗力遥 耆桂鰻魚湯中黃耆取其
旣有補氣固表之效袁又有活血生血之功以鼓舞正氣遥
吳老雲院凡皮膚久癢尧久瘡不愈袁用之均收奇效袁實為
皮膚病之聖藥曰鰻魚性走竄活躍袁能潛藏水底袁翔游
水面袁無所不到袁其補血活血之力非其他魚類可比袁
為治皮膚風癢尧瘡癭久治不愈之聖藥袁然須用野生始
能奏效曰桂枝溫經散寒尧解肌發表曰芍藥和血脈收陰
氣袁二藥相伍袁調和營衛袁能使表邪得解袁裏氣以和遥
由於藥中病機袁故收立竿見影之效遥
5 補血理癢湯

組成院生地30克袁川芎9克袁當歸9克袁皂角刺6克袁
刺蒺藜15克袁黃耆15克袁地膚子15克袁鮮豬血120克袁
白芍9克遥

用法院上藥加水適量煎湯袁合豬血燉服遥
功能院益氣補血涼血尧祛風清熱止癢遥
主治院血風瘡渊皮膚瘙癢症尧丘疹性濕疹冤遥
按院本案西醫診斷為自家敏感性皮炎袁中醫辨證

屬野血風瘡冶範疇袁其發病原因乃因肝經血熱尧脾經濕
熱尧肺經風熱交感而成遥 熱蘊傷營尧血虛生風而發於
腠理之間遥 諸如丘疹性濕疹尧癢疹尧皮膚瘙癢症袁方中
蓋取當歸尧川芎尧白芍尧生地補血涼血曰黃耆益氣固
表曰蒺藜療風瘡尧止瘙癢曰皂角刺疏清血中之風熱袁敗
毒殺蟲袁其刺銳利能直達病所為異袁故稱為癰疽未潰
之神藥曰地膚子利尿之作用甚強袁通過利尿之作用袁
清皮膚熱氣袁且能使人潤澤悅顏曰合以豬血袁補血生
血袁以血導血之義也遥
6 椿杞豬肚湯

組成院白椿根20克袁甘杞子15克袁金櫻肉15克袁芡
實15克袁龍眼根二重皮15克袁地骨皮15克袁豬肚1個遥

用法院上藥水煎取服袁加食鹽少許袁合豬肚燉服遥
功能院清熱燥濕尧補脾益腎袁收斂固澀遥
主治院小便混濁渊膏淋冤遥 兼治白帶尧遺精遥
按院尿濁有虛實之分袁雖久病有多虛之說袁然吳

老認為並不皆然遥 臨床所見袁往往有虛實交錯遥 蓋因
濕濁之形成袁多因濕熱而致遥 陳修園氏遵經義列為熱
證遥 但尿濁後期袁多因脾腎虛衰袁不能制約脂液而下
注袁因而出現小便混濁袁病程越長袁濕熱之邪越是留
戀不去袁故虛中常有挾實之象袁因此治療本病袁虛者
扶正袁勿忘清熱燥濕之品袁以收全功遥 他根據多年的
臨床經驗袁制定一方名曰椿杞豬肚湯袁應用於臨床往
往獲效遥 方中白椿根旣能清熱燥濕袁除濁袁又能治崩
漏袁帶下故用大量曰地骨皮清熱益精袁金櫻肉益腎固
澀袁龍眼根二重皮入腎瀉火袁補脾收斂曰甘杞子補腎
益精曰芡實入肝止遺澀精袁豬肚血肉有情之品袁以臟
補臟袁諸藥相伍袁共奏清熱燥濕袁補脾益腎袁收斂固澀
之功遥 治療期間忌食辛辣之品袁以及油膩尧豆類尧蛋品
之物遥

渊作者簡介院林國新袁香港註冊中醫師渊全科冤袁創業中醫藥

行袁現兼任九龍中醫學院渊醫古文冤敎師袁亞太傳統醫藥交流協

會副會長袁亞太中醫藥交流協會名譽會長袁九龍中醫師公會永

遠名譽會長尧當屆副監事長遥林璟鴻袁香港註冊中醫師渊全科冤袁
創業中醫藥行袁亞太傳統醫藥交流協會組織副主任袁九龍中醫

師公會永遠名譽會長尧當屆總務副主任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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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流性食管炎是指胃尧 十二指腸內容物反流至
食管內而引起的食管粘膜發生消化性炎症袁 具有慢
性復發傾向袁停藥後復發率高遥 相當于祖國醫學野呑
酸冶野吐酸冶野胃痛冶野呃逆冶等範疇遥 目前西醫治療本病
主要以質子泵抑製劑和胃腸動力藥爲主袁 但其療效
不夠理想袁復發率高袁且存在肝臟的不良反應等遥 近

年來袁 我科採用中藥小半夏湯配合蘭索拉唑治療本
病袁積累了較爲豐富的臨床經驗袁取得了較爲滿意的
療效袁現報道如下遥

資料與方法
診斷標準院淤西醫診斷標準院參考全國反流性食

管炎硏討會渊1999年袁煙台冤制定的RE診斷標準遥 于

中西醫結合治療反流性食管炎65例療效觀察

惠安縣中醫院 張福民

筆者今年初有幸赴新疆工作袁 接觸到沿海少見
而新疆地區常見的寄生蟲病要要要包蟲病袁 尤以腹腔
包蟲病發病率較高袁今特整理一例罕見典型病例袁與
大家共同學習遥

患者男性袁維吾爾族袁33歲遥 居住新疆牧區袁有長
期接觸犬尧羊的生活史遥 出現腹脹感袁腹墜痛袁腹部包
塊5個月遥 旣往健康袁否認慢性病史袁5個月前無誘因
出現腹脹感袁腹墜痛袁彎腰時尧勞累後加重袁休息可緩
解遥 體弱消瘦袁無噁心尧嘔吐尧腹瀉尧發熱尧四肢抽搐等
症狀遥 近3個月症狀逐漸加重袁且感腹部有包塊袁查體
右上腹肋緣下觸及一條索狀包塊袁 輕壓痛遥 入院查
體院一般狀况良好袁生命體徵平穩遥

CT表現院肝右下葉邊緣見斑點結節樣鈣化袁肝尾
葉尧右腎上極及腹盆腔內見多發囊性病竈袁最大者約
5.7*9.3cm遥肝內病竈可見明顯分隔袁右腎上極病竈累
及肝右葉下緣袁腹盆腔內病竈彼此相鄰遥 脾不大袁膽
囊不大袁胰腺大小形態及密度正常袁左側腎臟大小及
形態正常袁未見局竈性密度異常袁腹膜後未見腫大淋
巴結遥

診斷院 肝尾葉尧 右腎上極及腹盆腔多發多囊包
蟲遥

手術病理院腹腔病變處暴露出病變外層囊壁袁呈
灰黃色尧與小網膜粘連遥 切開囊壁袁見直徑約3cm 的
白色透明囊性球狀物向外膨出袁組織張力下降袁切除
外層囊壁袁囊壁內有多個白色球形囊狀物袁向外囊內
冲水袁白色 球形襄狀物逐個向外浮出袁最大直徑爲
6cm袁最小直徑爲1cm袁共有10個遥 病理診斷院腹腔多
發多囊型包蟲遥

討 論 院 包 蟲 病 又 稱 細 粒 棘 球 蚴 病

渊echlnococciosis冤袁是一種人尧蓄共患的地方性寄生蟲
病袁可累及全身各系統遥 牛尧羊尧人爲中間宿主遥 患者
多居住在農牧區袁有長期接觸狗尧羊的 生活史遥 棘球
縧蟲的成蟲寄生於狗尧狼和狐的小腸內袁當人誤食棘
球類縧蟲蚴蟲感染後袁該病在肝內呈浸潤生長袁並可
通過淋巴和血液向遠處臟器轉移遥 一般分爲單純型尧
多子囊型尧實變鈣化型袁一般以伴有鈣化者較常見遥

本組患者來自包蟲病流行區袁有密切的犬尧羊接
觸史遥 臨床表現早期不明顯袁包蟲增大後袁自覺腹脹尧
墜痛袁飯後飽滿袁體弱消瘦遥 腹壁局限性隆起袁可觸及
單發或多發的大小不等的囊性包塊遥 B超尧CT檢查特
徵院肝脾尧腹腔尧盆腔內多個大小不等袁圓形囊性影遥

對於腹腔內包蟲病的治療袁 新疆當地醫生的經
驗是強調預防包蟲病破入腹腔袁 早期手術治療時嚴
格掌握野包蟲手術三原則冶袁即野無囊液外溢曰原頭節
充分滅活袁術野隔離保護冶遥 如已有腹腔包蟲病則有

計劃地分期尧分區施行全囊尧內囊尧兩者並施摘除術遥
粘連嚴重者予以穿刺抽除囊液摘除 內囊和子囊袁同
時處理原發病竈袁可試用正規的藥物治療方案遥 尤其
對於腹腔廣泛包蟲囊腫直徑小於4cm者袁將有助于殺
滅及抑制其生長袁減少再發生的機會遥

腹腔少見多發多囊型包蟲病一例

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放射科 林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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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診斷標準院 根據普通高等敎育中醫藥類規劃敎
材第6版叶中醫內科學曳制定中醫診斷標準遥

內鏡下反流性食管炎的診斷及分級院 根據內鏡
下食管黏膜的表現可分爲四級院淤0級院正常渊可有組
織學表現冤袁積分爲0遥 于玉級院點狀或條狀發紅尧糜
爛袁無融合現象袁積分爲1遥 盂域級院有條狀發紅尧糜
爛袁並有融合現象袁但非全周性袁積分爲2遥 榆芋級院病
變廣泛袁發紅尧糜爛融合成全周性袁或潰瘍袁積分爲3遥

納入標準院 符合上述診斷標準的反流性食管炎
患者遥

排除標準院淤並發食管惡性瘤者袁合併肝尧腎尧造
血系統等嚴重原發性疾病尧精神病者曰于妊娠或準備
妊娠及哺乳期婦女袁或對硏究藥物過敏者曰盂年齡在
15歲以下袁70歲以上遥

一般資料院2010年10月至2011年7月共入選65例
患者袁均爲我院門診和住院病人袁男30例袁女35例曰年
齡最小20歲袁最大73歲袁平均43歲曰病程最短3個月袁
最長10年袁平均9個月遥 所有病例均經胃鏡確診袁並按
反流性食管炎內鏡診斷及分級袁其中玉級40例袁域級
18例袁芋級7例遥

治療組給予小半夏湯100 ml袁2次/d曰 蘭索拉唑
15 mg袁2次/d遥

觀察方法及療效判斷標準院
淤觀察方法院 于用後藥後第1尧3尧7天分別觀察患

者症狀緩解情况袁記録反酸尧胃灼熱尧疼痛的程度袁並
予以評分遥治療6周後由同一醫師復查胃鏡袁觀察胃鏡
癒合情况遥于療效判斷標準院臨床症狀評分院0分袁無症
狀曰1分袁 輕度袁 患者需注意才能感覺到症狀曰2分院中
度袁有症狀主訴但不影響生活曰3分院重度袁有明顯症狀
且影響日常生活遥胃鏡檢查判定標準院痊癒院內鏡下分
級爲0級曰顯效院內鏡下分級減輕2級曰有效院內鏡下分
級減輕1級曰無效院內鏡下分級未減輕甚至加重遥

治療結果
療效標準院治愈院臨床症狀消失袁停藥觀察3個月

未復發袁24h食管pH動態監測無異常酸反流袁 胃鏡檢

查食管炎分級降低1級以上曰有效院臨床症狀基本消
失或明顯好轉袁24h食管pH動態監測有或無異常反
流袁胃鏡檢查食管炎分級降低1級以上曰顯效院臨床症
狀部分消失袁24h食管pH動態監測有輕度異常反流袁
胃鏡檢查食管炎分級降低1級或分級無降低曰 無效院
臨床症狀無明顯改善袁胃鏡檢查食管炎分級無降低遥

治療結果 本組65例袁經1-2個療程治療袁治愈
55例袁有效3例袁顯效2例袁無效5例袁總有效率92.3%遥

討論院
祖國醫學認爲袁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袁外界的

各種變化均可作用於人體袁引起人體的陰陽尧氣血尧
臟腑失去正常的平衡協調狀態而發生疾病遥 對於疾
病的治療袁以野治病求本冶爲原則遥 本病發生的機理不
外肝失疏泄袁胃氣上逆袁治療以疏肝解郁尧降逆和胃
爲主遥 蘭索拉唑對基礎胃酸和所有刺激物所致的胃
酸分泌均有明顯抑製作用遥 對胃蛋白酶有輕中度抑
製作用遥 可使血清胃泌素分泌增加遥 對幽門螺桿菌
渊Hp冤有抑製作用遥多潘立酮片是胃腸促動力藥袁直接
作用于胃腸壁袁可增加胃腸道的蠕動和張力袁促進胃
排空袁增加胃竇和十二指腸運動袁協調幽門的收縮袁
同時也能增強食道的蠕動和食道下端括約肌的張
力袁抑制噁心尧嘔吐遥 但是袁有可能使心律紊亂袁由於
多潘立酮主要在肝臟代謝袁故肝功能損害患者愼用袁
此外袁 它可能還存在生殖毒性袁 故臨床應用禁忌較
多遥 野小半夏湯冶出自于張仲景的叶傷寒雜病論曳主要
由半夏袁生薑組成袁半夏辛開苦降袁以降爲主袁生薑降
逆合胃而辛散遥其主要立法是治療冲任虛寒證遥而中
醫認爲袁冲脈隸屬於陽明胃袁冲任虛寒則冲氣易上逆
犯胃袁會引起胃氣上逆而出現噯氣袁噁心袁嘔吐之症遥
反流性食管炎主要是由於各種因素使食管下括約肌
功能削弱所致袁野小半夏湯冶 所治療的機制與反流性
食管炎的發病機制有很多相似之處袁 故用小半夏湯
降逆和胃袁治療冲氣犯胃袁效果滿意遥 本組觀察結果
表明袁中西醫結合兼蓄並取袁綜合各法之長袁互補不
足袁療效肯定袁値得推廣遥

黃七湯治療中風恢復期的臨床硏究渊域冤

張炳謙 杜鵬 張琪琳 閔天勞 伍千國

渊陝西省楊凌高新醫院袁楊凌 712100冤

中風病袁又名卒中袁是指在氣血內虛的基礎上袁
遇有勞倦內傷袁憂思惱怒袁嗜食厚味尧煙酒等誘因袁進
而引起臟腑陰陽失調袁氣血逆亂袁直冲犯腦袁形成腦
脈痹阻或血溢腦脈之外袁 臨床以突然昏僕袁 半身不

遂袁口眼歪斜袁言語不清或失語袁感覺減退或消失袁肢
體麻木爲主症遥 中風是一種常見病尧多發病袁具有發
病率高尧死亡率高尧致殘率高及復發率高的特點袁已
成爲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遥 臨床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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硏究發現氣虛血瘀在該病的病因病機中佔有重要的
地位遥 氣虛血行無力袁陰血滯澀尧瘀阻脈絡腦竅袁氣虛
爲本袁血瘀爲標袁瘀血內停袁阻滯脈絡袁可加劇氣機阻
滯袁同時野瘀血不去新血不可生冶遥 瘀血旣是病理産
物袁又是致病因素袁血瘀旣是缺血的結果袁又是缺血
的根本原因所在遥 大量硏究表明活血化瘀藥能有效
地改善血液流變狀態袁清除自由基袁保護血管內皮袁
減輕臨床症狀袁降低病死率和病殘率遥 我們使用黃七
湯治療中風恢復期的臨床硏究已有三十多年歷史袁
療效肯定袁不良反應小遥 爲了對該經驗方作進一步驗
證袁我院自2007年5月至2009年10月袁對64例氣虛血
瘀袁 脈絡瘀阻型中風恢復期患者分別服用黃七湯與
安慰劑 渊治療組冤 和消栓通絡膠囊與安慰劑 渊對照
組冤袁採用雙盲法袁進行對比觀察袁現將結果報吿如
下院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院共64例袁隨機分爲對照組32例袁治療組
32例袁對照組男性17例袁女性15例曰治療組男性18例袁
女性14例袁 治療組與對照組在性別構成上無統計學
意義渊p>0.05冤袁兩組在性別構成上具有可比性遥 對照
組年齡爲62.6依7.82曰治療組年齡爲63.5依8.15袁治療組
和對照組在年齡構成上無統計學意義 渊p>0.05冤袁兩
組在年齡上具有可比性遥
1.2 病例選擇
1.2.1 診斷標準院採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腦病急症協
作組1996年制定的 叶中風病診斷與療效評定標準曳
渊試行冤尧 中風病中醫診斷標準和頭顱CT檢查確診遥
渊1冤主症院半身不遂尧口舌歪斜尧言語不清或不語袁感
覺減退或消失遥 渊2冤次症院面色白光白袁氣短乏力袁舌
質暗淡袁脈沉細袁口流涎袁自汗出遥 渊3冤發病年齡多在
40歲以上遥 具備2個以上主症袁或一個主症2個次症袁
結合年齡尧CT檢查結果即可確診遥
1.2.2 中醫分期標準院渊1冤 急性期院 發病在2周以內曰
渊2冤恢復期院發病2周至6個月曰渊3冤後遺症期院發病6個
月以後遥 本病例選擇皆爲發病2周至6個月的氣虛血
瘀袁脈絡瘀阻型腦中風恢復期患者遥
1.2.3 中醫證候臨床療效評定標準院參照叶中藥新藥
治療中風病的臨床硏究指導原則曳 所推薦的療效判
定標準袁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1993年10月制定並
發佈袁採用中風病計分法袁評定神志狀態尧語言表達尧
上肢肩關節尧上肢指關節尧下肢膝關節尧下肢關節尧綜
合功能等七個方面袁每個方面0耀4分袁採用尼莫地平
方法遥

以百分數表示院
基本痊癒院症狀尧體徵消失或基本消失袁證候積分

減少逸95%曰
顯效院症狀尧體徵明顯消失袁證候積分減少逸70%曰
有效院症狀尧體徵均有好轉袁證候積分減少逸30%曰
無效院症狀尧體徵無明顯改善袁甚或加重袁證候積分減
少约30%遥
1.2.4 神經功能缺損程度療效評定標準院參照全國第
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通過的 叶腦卒中患者臨床神
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標準曳袁評定治療前後患者神經
功能缺損程度的變化遥

渊1冤神經功能缺損程度分級標準院輕型0耀15分曰
中型16耀30分曰重型31耀45分遥

渊2冤病殘程度評價標準院0級院能恢復工作或操持
家務曰玉級院生活自理袁獨立生活袁部分工作曰域級院基
本獨立生活袁部分需人幫助曰芋級院部分生活活動可
自理袁大部分需人幫助曰郁級院可站立走步袁但需人隨
時照料曰吁級院臥床袁能坐袁各項生活需人照料曰遇級院
臥床袁有部分意識活動袁可喂食曰喻級院植物狀態遥

渊3冤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方法院共包括八個方
面的內容袁其中意識渊0耀9分冤袁水平凝視功能渊0耀4
分冤袁面癱渊0耀2分冤袁言語尧上肢肩關節肌力尧手肌力尧
下肢肌力尧步行能力等皆爲0耀6分遥
1.2.5 神經功能缺損程度及病殘程度療效判定標準院
神經功能缺損評分皆採用尼莫地平法袁基本痊癒院神
經功能缺損評分減少90%耀100%袁且病殘程度評價爲
0級曰顯著進步院神經功能缺損評分減少46%耀89%袁且
病殘程度爲玉耀芋級院進步院神經功能缺損評分減少
18%耀45%曰 無變化院 神經功能缺損評分減少或增加
18%以內曰惡化院神經功能缺損評分增加18%以上遥
1.2.6 納入標準院渊1冤符合中醫中風病氣虛血瘀袁脈絡
瘀阻證者曰渊2冤中風病證積分逸6分袁约21分曰神經功能
缺損評分逸6分袁约31分的輕尧中型患者曰渊3冤病程在14
天至180天曰渊4冤病人或家屬知情接受本臨床試驗者遥
1.2.7 排除標準院渊1冤由腦腫瘤尧腦外傷尧腦寄生蟲病尧
代謝障礙尧風濕性心臟病尧冠心病及其他心臟病合併
房顫而引起的腦梗死者曰渊2冤合併肝尧腎尧造血及代謝
系統嚴重原發性疾病及糖尿病嚴重並發症者曰渊3冤合
併精神病尧 急性或嚴重的阻塞性支氣管肺病或胃腸
道疾病者曰渊4冤妊娠及哺乳期婦女袁對本藥成分過敏
者遥
1.2.8 病例剔除尧脫落及中止試驗標準院渊1冤納入後發
現不符合納入標準袁 或未按試驗方案規定用藥的病
例袁需予剔除曰渊2冤納入病例發生嚴重不良事件尧出現
並發症不宜繼續接受試驗袁 盲法試驗中被破盲的病
例袁 自行退出或未完成整個療程而影響療效或安全
性判斷的病例袁均應視爲脫落曰渊3冤臨床試驗中出現
嚴重不良反應者應中止試驗曰渊4冤出現嚴重並發症或
病情迅速惡化者應中止試驗遥

治疗指数越 治疗前积分原治疗后积分

治疗前积分
伊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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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黃七湯對出凝血時間的影響渊 冤

項 目
治療後

對照組

治療前

治療組

治療前 治療後

出血時間 1.92依0.751.80依0.901.75依0.72 2.92依0.57
凝血時間 5.28依3.15 9.49依4.31 5.85依4.17 6.17依3.96

注院两组治疗前出凝血时间差异无显著意义袁p>0.05袁同组治
疗前后比袁治疗组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对照组无统计学意
义渊p>0.05冤袁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以
上结果说明袁黄七汤能适当延长出凝血时间袁具有防止血栓形
成的作用袁而又无出血等不良反应遥

表1 兩組總療效的比較

經Ridit分析袁兩組療效比較有統計學意義渊p<0.05冤袁治療組明
顯優于對照組袁兩組中沒有出現一例死亡病例遥

組 別
顯效率
渊%冤 有效 無效

總有效
率渊%冤

對照組 46.9 10 7 78.1
治療組 62.5 9 3 90.6

例數

32
32

基本
痊癒

3
5

顯效

12
15

經Ridit分析袁 兩組神經功能缺損程度及病殘程度改善率比較
有統計學意義渊p<0.05冤袁治療組明顯優于對照組遥

表2 兩組神經功能缺損程度及病殘程度療效比

組 別 進步 無變化 惡化
改善率
渊%冤

對照組 11 5 1 81.3
治療組 12 2 0 93.8

例數

32
32

基本
痊癒

2
4

顯著
進步

13
14

表3 黃七湯對於梗塞竈體積的影響渊 冤

組 別 治療後

對照組 3.85依2.01
治療組 2.01依1.95

例 數

29
27

治療前

7.15依2.65
7.28依3.12

注院兩組治療前比較p>0.05袁兩組治療後比較p<0.05袁對照組治
療前後比較p<0.05袁治療組治療前後比較p<0.01遥

1.3 治療藥物及方法
1.3.1 黃七湯藥物組成院黃芪9g尧土鱉蟲2g尧三七3g尧
葛根6g
1.3.2 煎煮及服用方法院 將土鱉蟲硏成細粉並滅菌袁
其餘黃芪等三味加水300ml袁武火沸騰5分鐘袁改文火
煮沸1小時袁過濾袁取汁袁藥渣再加水300ml袁武火沸騰
2分鐘袁改文火煎煮30分鐘袁過濾袁取汁袁兩次汁液混
匀約300ml曰將土鱉蟲細粉平分三份袁每份用約100ml
藥液冲服遥 加服炒黑米粉製成的膠囊袁每粒裝0.37g袁
一次口服6粒遥 一日3次袁4周爲一個周期袁共服用兩個
周期遥
1.3.3 對照組服用消栓通絡膠囊袁每粒裝0.37g袁一次
口服6粒遥加服2/3g炒黑米粉袁用100ml黑米湯冲服遥一
日3次袁4周爲一個周期袁共服用兩個周期遥
1.4 統計學方法

採用SPSS13.0統計軟件包袁計量資料採用t檢驗袁
計數資料採用X2檢驗袁等級資料採用Ridit分析遥
2 結果

2.1 兩組中醫證候臨床總療效的比較
本硏究顯示袁對照組臨床基本痊癒3例袁顯效12

例袁有效10例袁無效7例袁顯效率爲46.9%,總有效率爲
78.1%曰治療組臨床基本痊癒5例袁顯效15例袁有效9
例袁無效3例袁顯效率爲62.5%,總有效率爲90.6%遥 治
療前後兩組病例總療效比較結果見表1遥

2.2 兩組神經功能缺損程度及病殘程度療效比較
本硏究顯示袁對照組基本痊癒2例袁顯著進步13

例袁進步11例袁無變化5例袁惡化1例袁神經功能缺損程
度及病殘程度改善率爲81.3%曰治療組基本痊癒4例袁
顯著進步14例袁進步12例袁無變化2例袁惡化0例袁神經
功能缺損程度及病殘程度改善率爲93.8%遥治療前後
兩組病例神經功能缺損程度療效比較結果見表2遥

2.3 黃七湯對於梗塞竈體積的影響
兩組治療前後頭顱CT檢查對照組消失3例袁治療

組消失5例袁其餘檢查結果見表3遥

表3説明治療前對照組與治療組梗塞體積差異
無顯著意義袁治療後兩組梗塞體積均有減少袁與治療
前比差異均有顯著意義袁 治療後兩組比較差異有顯
著意義袁説明黃七湯有縮小梗塞竈的作用袁且優于對
照組遥
2.4 對血液流變學的影響

在本硏究中袁治療前袁經t檢驗袁p>0.05袁治療組和
對照組的血液流變學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遥 兩組病例
治療前後血液流變學情况比較見表4遥

由表4可知治療前治療組與對照組血液流變學
各項指標無明顯差異具有可比性遥 治療後兩組血液
流變學各項指標均有改善袁有明顯差異遥 但治療組血
液流變學改善優于對照組袁 説明黃七湯有降低血液
粘稠度袁改善腦梗塞患者血流變狀態作用遥
2.5 黃七湯對出凝血時間的影響

2.6 不良反應院主要不良反應發生率見表6遥
從表6可以看出袁 黃七湯的主要不良反應爲噁

心袁 其發生率爲3.13%渊1/32冤袁 皮膚過敏爲3.13%渊1/
32冤袁無肝尧腎功能等損害袁亦無相關死亡遥
3 討論

中風病的共證是腦血管野血瘀冶袁包括血栓形成
後的血管內血瘀及腦血管出血後血管外的瘀血袁而
形成腦組織的供血不足性缺血袁 是中風病的主要病
因和發病機理遥 本虛標實是其病理變化的基本特徵袁
瘀血又是貫穿本症發生發展的重要病理産物袁 對於
腦出血袁野活血是本袁止血是標冶袁大出血應補氣固脫
止血袁維護生命後不再出血者應採用活血化瘀治療遥
古人在野血證論冶中早有論述袁野離經之血爲血瘀冶袁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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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兩組藥物的不良反應

項 目
治療後

對照組

治療前

治療組

治療前 治療後

白細胞減少 3.1310 0
血紅蛋白減少 0 0 0 0
血小板減少 0 0 1 3.13

噁 心 1 3.13 1 3.13
口腔黏膜炎 0 0 0 0

便 秘 0 0 1 3.13
神經毒性 0 0 0 0

周圍神經炎 0 0 0 0
肝功能異常 0 0 0 0
腎功能異常 0 0 1 3.13
心電圖異常 0 0 2 6.25

貧 血 0 0 0 0
皮膚過敏 1 3.13 0 0

對於血瘀症的治療應以活血化瘀爲主遥 中風病血管
內血瘀和血管破裂後血管外血瘀袁 出血量越大或血
管內瘀血面積越大袁血瘀的程度就越重袁中風的各項
主症和次症表現也就越嚴重遥 因此袁只有正確及時早
期使用益氣活血尧化瘀通絡藥物袁才能祛除瘀血袁溶
解血栓袁改善血液循環袁根本控制出血或使血瘀早日
溶解遥 王清任認爲 野元氣不足是中風發生的根本因
素袁元氣旣虛必不能達于血管袁血虛無氣袁必停而爲
凝冶袁治療上主張袁通血道遥 補氣活血袁創造性運用補
陽還五湯治療中風袁至今仍爲臨床廣泛運用遥 清代唐
容川認爲袁引起中風病機關鍵是瘀血袁乃是內阻腦所
致遥 現代血液流變學硏究結果證明袁中風病人血液存
在着 野濃冶渊紅細胞比容增高冤尧野粘冶渊全血粘度比尧血

漿粘度比和纖維蛋白原增高冤尧野聚冶渊紅細胞電泳時
間長冤袁通過益氣活血袁化瘀通絡藥物治療袁可以改善
中風之濃尧粘尧聚情况遥 活血化瘀法同時也體現了野治
風先治血袁血行風自滅冶之意遥

黃七湯是由黃芪尧土鱉蟲尧三七尧葛根四味中藥
組成袁本方所治之中風是由氣虛血瘀尧脈絡瘀阻所致
的中風恢復期遥 本方所治袁乃素體元氣虧虛袁不能鼓
動血脈運行袁以致脈絡瘀阻袁肌肉筋脈失榮遥 人的陽
氣袁分布周身袁左右各得其半袁若氣虧十去其五袁歸並
一側袁半身失卻濡養袁則半身不遂袁口舌歪斜曰氣虛瘀
阻袁舌本失養袁則言語謇澀曰脾開竅于口袁涎爲脾之
液袁元氣虧虛袁脾液不固而外泄袁則口角流涎曰氣虛血
瘀袁機體失養袁故見感覺減退遥 氣虛爲本袁血瘀爲標袁
氣爲血之帥袁氣能行血袁氣行則血行袁血行則風自滅袁
因氣虛而導致血瘀袁因血瘀而使脈絡瘀阻遥 導致腦部
缺血袁肌肉尧筋脈失養而見半身不遂袁口舌歪斜袁言語
謇澀或不語袁感覺減退或消失諸症遥 治則益氣活血尧
化瘀通絡之法遥

方中黃芪爲君袁味甘性溫袁入肺脾二經袁有補氣
固表袁利水消腫袁生津養血袁行滯通痹之功效袁使氣旺
以促血行遥 土鱉蟲爲臣袁咸寒入血分袁功擅破瘀血叶神
農本草經曳袁謂其破而不峻袁能行能活袁善行而通經
絡袁爲活血化瘀之要藥遥 二藥相配袁補氣活血袁補氣袁
是使氣行以消脈中之瘀袁氣旺以資新血生化之源袁爲
治本之要曰化瘀是瘀除腦通新血得生袁爲治標之法袁
補氣與化瘀同治袁具有化瘀不傷正之妙曰三七甘溫袁
善化瘀血袁活血定痛袁且化瘀血不傷新血袁爲理血妙
品袁助土鱉蟲活血化瘀袁爲佐藥曰葛根通經活絡袁升舉
脾胃之清陽袁升清陽之氣以養腦袁引諸藥達于上焦袁
具有靶向定位給藥之功效袁用爲佐使藥遥 諸藥相配袁
益氣活血袁化瘀通絡袁標本兼治袁活血而不傷正袁扶正
而不戀邪袁使元氣大振袁血脈流暢袁諸症可愈遥 不論中

表4 兩組病例治療前後血液流變學比較渊 冤

項 目
治療後

對照組

治療前

治療組

治療前 治療後

低 切 10.17依2.1211.01依2.5310.54依2.49 9.08依2.62
高 切 5.54依0.92 5.08依1.07 5.76依1.01 5.44依0.89
低/高 1.93依0.73 1.78依0.74 1.99依0.69 1.86依0.70

血漿比粘度 1.50依0.16 1.34依0.15 1.54依0.23 1.44依0.35
血 沉 46.32依8.3 38.5依5.57 47.3依9.52 43.98依6.35

紅細胞壓積 49.02依5.42 42.47依3.89 50.90依4.99 45.49依4.10
全血還原粘度 12.58依1.97 11.04依2.05 12.96依1.58 12.05依1.67

K 値 157.9依22.5 133.2依31.5 164.3依27.8 150.4依33.7
纖維蛋白原 4.24依0.29 3.26依0.57 4.54依0.55 4.07依0.76

注院治療前兩組比p>0.05袁治療後兩組比p<0.05袁同組治療前後比均p<0.05渊對照組低/高 p>0.0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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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茯苓湯加胞二磷膽碱穴位注射治療卒中假性球麻痹療效觀察
洪天啓1 洪俊峰2

(1.福建省晉江市英林中心衛生院 福建 362256曰 2.福建省晉江市英林中心衛生院冤

假性球麻痹渊pseudo-bulbar paralysis冤,又稱上運
動神經元性或核上性延髓麻痹袁 是卒中常見的重要
並發症和致死原因之一遥 臨床以呑咽困難尧 飲水嗆
咳尧構音障礙尧強哭強笑爲主要特徵袁並易引起吸入
性肺炎袁甚至窒息而危及生命袁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
質量和生存質量袁目前西醫尙缺乏理想的治療方法遥
筆者在神經科常規治療的基礎上袁 應用桂枝茯苓湯
加胞二磷膽碱穴位注射爲主治療39例袁報吿如下遥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院 全部病例爲2005年06月要2011年06
月我科住院患者袁均符合1996年全國第4屆腦血管病
學術會議制訂的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標準袁 經頭顱
CT或MRI掃描確診爲腦梗死或腦出血遥 中風性假性
球麻痹的診斷標準參照石氏標準遥 男23例袁女16例袁
年齡40-79歲袁平均59.56歲袁病程7d-52d袁有兩次以
上卒中發作者23例袁首次卒中者16例遥 其中腦干伴丘
腦尧或小腦尧或基底節區多發性腦梗死21例曰基底節
區腦出血破入腦室13例袁左側顳頂葉出血破入腦室3
例曰小腦出血2例渊行開顱加去骨瓣術10例尧錐顱血腫

清除術5例尧氣管切開術3例冤曰合併肺部感染16例尧高
血壓病28例尧冠心病12例尧慢性支氣管炎4例曰留置鼻
飼管進食15例袁保留導尿15例遥
1.2 治療方法

在神經科常規治療的基礎上袁應用野加減桂枝茯
苓湯冶院桂枝尧赤芍尧當歸尧制南星尧郁金尧天麻各6g袁天
竺黃尧石菖蒲尧炒芍尧桑枝尧牛膝各10g袁茯苓尧丹參尧酸
棗仁各l5g袁太子參10g渊或生黃芪15-30g冤袁全蝎5g遥每
日1劑袁水煎取汁300ml袁分早晩2次口服或鼻飼遥 加
減院意識障礙尧躁動不安袁另用安宮牛黃丸1粒/早晩
分服或鼻飼曰心煩不寐加黃連6g曰咳嗽尧氣喘袁低熱不
退袁日晡尤甚袁去當歸尧南星尧全蝎袁桂枝減量袁加桑白
皮10g尧地骨皮尧黃芩各6g曰痰粘稠不易咯出袁加淡竹
茹10g曰痰多色白袁去天竺黃尧桑枝袁加姜半夏10g尧陳
皮6g尧白術6g曰流涎或尿失禁加益智仁10g曰肢端不溫
加淫羊藿10g曰頭暈肢麻袁加鈎藤5-10g尧桑寄生15g曰
硬癱加伸筋草尧葛根尧秦艽各10g遥

同時配合穴位注射胞二磷膽碱遥 取穴院足三里尧
豐隆尧血海尧通里尧照海尧俠白爲主穴曰手三里尧內關尧

經絡之中風偏癱證袁還是中臟腑之中風恢復期袁但見
半身不遂屬氣虛血瘀證者袁用之均有顯著療效遥 本處
方配伍特點爲院以益氣活血爲主袁標本兼治袁重點突
出袁祛邪不傷正袁扶正不戀邪遥

爲了進一步觀察和評價黃七湯該經驗方治療中
風恢復期的臨床療效及安全性遥 選用64例氣虛血瘀袁
脈絡瘀阻型中風恢復期患者袁採用隨機尧雙盲對照方
法袁設計了對照組渊安慰劑與消栓通絡膠囊組冤32例
和治療組渊安慰劑與黃七湯組冤32例遥 分別于治療前
及治療八周後進行療效和不良反應分析遥 結果表明
對照組中醫證候臨床基本痊癒3例袁顯效12例袁有效
10例袁無效7例袁顯效率爲46.9%袁總有效率爲78.1%曰
治療組中醫證候臨床基本痊癒5例袁顯效15例袁有效9
例袁無效3例袁顯效率爲62.5%袁總有效率爲90.6%曰治
療組明顯優于對照組遥 對照組神經功能缺損程度及
病殘程度改善率爲81.3%袁治療組爲93.8%袁兩組比較
有統計學意義渊p<0.05冤遥 頭顱CT檢查結果表明袁黃七
湯有縮小或消除腦梗塞竈的作用袁且優于對照組遥 治
療前後血液流變學及出凝血時間檢查結果表明袁黃
七湯有降低血液粘稠度袁 改善腦梗塞患者血流變狀
態的作用袁並能延長出凝血時間袁具有防止血栓形成

的作用而又無出血等不良反應袁與對照組比較袁皆具
有統計學意義渊p値均<0.05冤遥 黃七湯的主要不良反
應爲噁心袁 其發生率爲3.13%渊1/32冤袁 皮膚過敏爲
3.13%渊1/32冤袁無肝尧腎功能等損害袁亦無相關死亡遥
綜上所述袁黃七湯對氣虛血瘀袁脈絡瘀阻型腦中風恢
復期患者有較好的臨床療效袁 對神經功能缺損及病
殘程度治療效果良好袁 能明顯消除或縮小腦梗塞病
竈袁有降低血液粘稠度袁改善腦梗死患者血流變狀態
的作用袁並能延長出凝血時間袁具有防止血栓形成的
作用袁而又無出血等不良反應袁其療效優于消栓通絡
膠囊曰不良反應較輕袁患者均可以耐受遥 該經驗方具
有進一步開發價値遥

渊作者簡介院張炳謙袁男袁楊凌高新醫院業務院長袁主任醫

師遥畢業于靑海醫學院醫療系和廣州第一軍醫大學中醫系遥曾

在解放軍第四陸軍醫院從事臨床工作30多年袁 共發表學術論

文30余篇袁獲軍隊科技進步二尧三尧四等奬和地方奬共11項遥
1989年要2006年聘爲中國中西醫結合呼吸病專業委員會委

員曰靑海省中醫尧中西醫結合常務委員遥 曾被聘爲蘭州軍區衛

生系列高級專業技術職務評審委員會委員遥硏究方向院腫瘤的

綜合治療遥 聯繫電話院13991193303袁87035119袁87035500曰郵

箱院240846254@qq.com曰 傳眞院029-87033193曰 網站院Http院//
www.ylgxyy.co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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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易激綜合徵渊IBS冤是以腹痛尧腹部不適伴排便
習慣改變爲特徵的功能性腸病袁其發病機制複雜袁涉
及腸道動力異常尧 內臟高敏感性和精神心理等多方

面遥 近年來硏究顯示袁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徵渊D-IBS冤
患者血清和乙狀結腸粘膜5-羥色胺渊5-HT冤濃度較
健康人明顯增高袁提示5-HT和D-IBS患病關係密切遥

人參調脾散對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徵患者血清5-HT的影響

曾宏翔 周文博 高建平 林震群

渊福建省漳州市中醫院 福建 漳州 363000冤

風市尧懸鍾爲配穴遥 取患側上尧下肢各2穴袁每穴注射
胞二磷膽碱0.051g袁 每日1次袁 交替選穴袁14天爲1療
程袁療程間隔 2天遥
1.3 療效評定標準 治愈院發音清晰袁語言流利袁呑咽
功能恢復正常袁能順利進水及流質飲食袁嗆咳消失曰
顯效院發音基本清晰袁語言欠流利袁呑咽功能基本恢
復袁飲水過快時偶有嗆咳曰無效院構音及呑咽障礙無
改善或改善不明顯遥
2 結果

治療30天進行療效評定遥 39例中治愈21例袁顯效
16例袁無效2例遥 總有效率爲94.87%遥
3 討論

假性球麻痹病因與多種腦病相關袁 而因腦卒中
引起者最多見袁 主要由兩次以上卒中或者一次性腦
干卒中導致雙側皮質延髓束受損袁 造成支配咽喉部
肌群活動的疑核及支配舌肌的舌下運動神經核出現
核上性損害所致袁是臨床較爲棘手的卒中並發症遥 本
病屬中醫野中風冶尧野喑痱冶尧野喉痹冶等範疇袁病因病機
固有風尧火尧痰尧瘀尧虛多端袁然而主要病理改變當是
瘀血痰阻遥 蓋中風之後袁痰瘀互結袁阻竅滯絡袁致使機
竅失靈尧脈絡不暢尧咽喉失用尧氣血失常尧臟腑功能失
調遥 因此治療選擇野痰瘀同治冶爲主袁從益氣祛瘀尧化
痰開竅入手遥

桂枝茯苓丸方載叶金匱要略曳袁有化瘀通脈功效袁
寓痰瘀同治遥 主藥桂枝通陽化氣袁溫通血脈袁因凝滯
瘀積徵侯非溫通而不行也曰 茯苓拯扶正氣袁 淡滲下
行袁與桂枝同用能入陰化陽袁可化痰飲曰赤芍野通順血
脈袁緩中袁散惡血袁逐賊血袁去水氣冶渊叶別録曳冤遥 加丹
參尧當歸尧川牛膝以助赤芍行血中之滯而不傷脈絡曰
佐炒芍斂陰養血和營袁使化瘀不傷新血遥 天竺黃野治
中風痰壅尧主失音不語冶渊叶日華子本草曳冤曰又仿揚士
贏野諸風口噤袁宜用南星袁更以人參尧石菖蒲佐之冶
渊叶直指方曳冤袁取膽南星野主中風袁除痰袁麻痹袁下氣冶
渊叶開寶本草曳冤曰佐太子參補氣健脾尧生津潤肺袁生芪
益氣以促血行曰石菖蒲尧郁金開郁通竅尧行氣活血袁解
脈絡之郁滯袁氣暢則痰消遥 桑枝通血氣利經絡袁全蝎

深入隧隙細剔絡邪袁有開通氣血凝聚之功遥 野然外邪
甚盛袁壅塞經絡血脈之間袁捨天麻又何以引經袁使氣
血攻補之味袁直入于受病之中乎钥 冶渊叶本草新編曳冤故
取天麻旣可寧風袁又有引藥入腦之妙遥 諸藥組合袁共
建益氣祛瘀尧化痰開竅之功袁俾絡通竅開袁精氣上達袁
腦得濡養袁臟腑氣血得以調和袁促使語言尧呑咽功能
恢復袁緩解嗆水等症狀遥

胞二磷膽碱可增強腦干網狀結構及椎體系統的
機能袁改善運動麻痹袁改善大腦循環袁促進大腦物質
代謝及功能恢復遥 還可增強腦組織的生化合成反應袁
促進凝血吸收袁清除滲出物的粘連壓迫袁增強保護腦
細胞的完整性遥 採取穴位注射又起活血通絡尧化痰開
竅的作用遥 主穴足三里尧豐隆能振奮脾胃氣機袁益氣
化痰曰血海爲氣血歸聚之海袁主野血閉不通冶渊叶針灸甲
乙經曳冤曰通里能寧心安神袁活血通絡開竅袁主治野暴
喑袁舌強不語袁急性舌骨肌麻痹冶曰野取照海治喉中之
閉塞冶(叶標幽賦曳)曰俠白宣通肺氣袁寬胸通絡遥 其餘諸
穴則有平肝熄風尧益腎壯骨尧祛風化濕尧通經活絡尧理
氣通腑等作用遥 而有助于卒中神經功能缺損的調節
和恢復遥

本組觀察結果表明袁 以桂枝茯苓湯加胞二磷膽
碱穴位注射爲主治療卒中後假性球麻痹袁 能提高患
者的生活和生存質量袁 具有治愈率和有效率高的特
點遥

渊作者簡介院洪天啓袁男袁1954年02月出生袁1980年畢業于

福建中醫學院袁主任醫師袁泉州市中醫藥學會內科分會第一屆

委員會委員袁晉江市中醫藥學會常務理事遥 2005年獲國家中醫

藥管理局野全國農村基層優秀中醫冶稱號曰2011年獲晉江市第

三屆野十佳美麗晉江人冶提名奬袁晉江電視台以野紮根基層三十

載袁診療中風兩千例冶爲題播報遥 發表論文/論著56篇袁合作/參
與編著3部袁野洪天啓論文驗方集冶渊14萬字冤載于叶福建省全國

農村基層優秀中醫臨床經驗總結論文彙編曳渊福建省中醫藥管

理局尧福建省中醫藥學會編印冤遥主要代表論著野補腎活血通絡

法治療老年腦梗死108例療效觀察冶獲美國第五屆世界傳統醫

學大會 野國際優秀科技成果二等奬冶遥 電話院0595-85874036遥
E-mail院hongtianqi 1954@sina.com遥 通訊地址院福建省晉江市

英林中心衛生院遥 郵編院362256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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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例數 血清5一HT渊ng/ml冤

正常對照組 46 395.37 依 88.72
中藥治療前 64 512.27 依124.36*
中藥治療後 64 415.66 依 102.42 ▽ 翌

注院*與正常對照組比較袁P<0援O5曰▽與正常對照組比較袁P﹥
0援05曰翌治療前後自身比較袁P<0.05

表1 兩組血清5一HT濃度比較渊x依s冤

而5原HT作爲腦腸肽的一種袁對腸道運動尧內臟感覺
傳導尧腸道吸收和分泌有着重要的作用遥 人參調脾散
爲我院長期治療D-IBS的有效方劑袁 具有健脾益氣袁
消食止瀉之功效袁經臨床實驗結果表明袁對D-IBS有
較好療效渊另見報道冤遥 爲進一步探討該藥的分子作
用機理袁發揮中藥名方多途經尧多靶點及整體治療的
優勢袁 本文采用ELISA方法檢測D-IBS患者血清5一
HT濃度袁現報吿如下遥

材料和方法

1. 病例資料院選擇2007年1月至2010年12月在我
院消化科門診及住院的D-IBS患者共64例袁診斷標準
參照野羅馬域標準冶袁其中男28例袁女36例袁年齡18要
60歲袁 病程1援0耀10年曰46例正常對照爲健康體檢者袁
男20例袁女26例袁年齡35-65遥上述硏究對象經臨床和
實驗室檢查袁排除胃腸道器質性疾病袁無糖尿病尧甲
狀腺功能亢進尧結締組織疾病尧全身神經肌肉疾病和
重要臟器疾病史袁無腹部手術病史遥 兩組性別尧年齡
等方面經統計學處理差異無顯著性意義 渊P>0援05冤袁
具有可比性遥

2. 治療藥物院人參調脾散渊主要成分院人參尧芡
實尧蓮仔尧炒麥芽尧鷄內金等冤也閩藥制字Z06602019页袁
漳州市中醫院製劑中心生産遥

3援治療方法院口服人參調脾散袁每次6g袁每日3次袁
6周爲一療程袁治療期內停用其他一切影響觀察指標
的藥物遥

4援觀察指標院于治療前和療程結束後分別檢測
D-IBS患者早晨空腹血清5要HT濃度遥 從肘靜脈抽血
2ml袁分離血清遥 採用徳國進口5-羥色胺-ELISA試劑
盒檢測血清5要HT濃度袁操作按説明書袁統計學方法
採用t檢驗遥

結 果

兩組血清5原HT濃度比較院本硏究結果表明治療
前D-IBS患者血清5一HT濃度明顯增高袁與正常對照
組比較差異有顯著性渊P<0.05冤曰經人參調脾散治療
後袁過高的5一HT濃度明顯下降袁與正常對照組比較
差異無顯著性渊P﹥0援05冤曰D-IBS患者治療前後血清5
一HT濃度自身比較差異有顯著性渊P<0援05冤渊見表l冤遥

討 論

5-HT是一種在腦-腸連接中具有重要意義的神

經遞質袁 參與胃腸運動功能和精神心理等方面的調
節遥 在腸道5-HT主要由腸嗜鉻細胞渊EC細胞冤和腸神
經元大量合成袁能引起蠕動尧內分泌尧血管舒張尧迷走
興奮及疼痛反應遥 各種刺激如腸腔壓力增加尧迷走神
經刺激尧過敏反應尧十二指腸酸化和多種化學物質袁
均可促使EC細胞大量釋放5-HT袁 血中5-HT也隨之
升高遥 Houghton等發現袁D-IBS患者餐後5-HT濃度明
顯增高曰李兆申和李運紅等硏究顯示D-IBS患者腸道
分泌5-HT的EC細胞數量明顯增多袁 這些都説明5-
HT與D-IBS發病密切相關遥 目前許多學者認爲5-HT
在外周主要是産生致痛覺作用袁D-IBS的首要症狀是
腹痛袁而5-HT能神經元是痛覺反應體系的重要組成
成分袁可使內臟痛覺敏感袁痛域降低遥 在中樞5-HT則
廣泛分布在與精神情感關係密切的區域如邊緣系
統尧下丘腦和腦干內袁參與人體情緒尧痛覺感受尧鎮痛
及精神活動等遥 由於5-HT在外周或中樞調節內臟刺
激的感覺袁 因此5-HT被認爲是引起D-IBS的重要物
質遥

在DIBS的治療方面現代醫學尙缺乏特效藥物袁
5HT3R拮抗劑雖能有效治療DIBS袁 但由於其不良反
應而限制了在臨床上的廣泛使用遥 中醫中藥治療該
病確有獨到之處袁多途徑尧多靶點尧多環節是其作用
特點袁且不良反應較低袁通過中醫辨證論治可以取得
滿意的治療效果遥中醫認爲DIBS屬野泄瀉冶野腹痛冶野郁
症冶等範疇袁病機爲肝郁脾虛尧肝胃不和尧脾虛濕盛遥
治療以疏肝健脾尧和胃止痛尧滲濕止瀉爲大法遥 人參
調脾散具有健脾益氣袁消食止瀉之功效遥 方中人參尧
黨參尧茯苓尧淮山益氣健脾曰芡實尧石斛實脾尧和胃止
瀉曰蓮子尧鷄內金尧炒麥芽健脾開胃尧消食導滯曰金鑰
匙消熱止痛遥 現代藥理學也證實人參含有的人參皂
甙袁具有促進巨噬細胞尧T淋巴細胞尧B淋巴細胞尧天然
殺傷細胞和淋巴因子活化殺傷細胞的功能曰 茯苓有
效成分茯苓三萜具有抗炎症和免疫等作用遥 以上這
些藥物在機體內相互發揮協同作用袁 旣調節消化系
統之功能又能明顯提高機體免疫力遥 筆者硏究結果
顯示袁D-IBS患者血清5-HT濃度明顯高於正常對照
組渊P<0援05冤袁經人參調脾散治療後袁隨着腹瀉尧腹痛
等臨床症狀的改善袁5-HT濃度也隨之下降渊P<0援05冤遥
結果提示D-IBS患者外周5-HT增高可能與其症狀發
作相關遥 過多的5-HT可激活腸反射通路袁加速結腸
運動和傳輸袁促進粘膜上皮分泌袁引起內臟痛覺敏感
而導致腹痛尧腹瀉等臨床症狀遥 人參調脾散能顯著降
低D-IBS患者血清5-HT濃度袁從而抑制腸內在尧外在
感覺神經的興奮性袁減弱平滑肌收縮力袁消除腸道過
敏袁 並從整體水平對機體進行調理袁 使機體氣機通
暢袁安神解郁袁增強免疫功能袁改善精神心理症狀袁達
到綜合治療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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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某袁男袁32歲袁某公司經理遥 以眩暈耳鳴頻作袁
于2006年6月23日求治遥 該患者于6月1日晨突然頭暈
目眩袁耳鳴袁視物旋轉袁目不敢睜袁噁心嘔吐袁不敢活
動袁治動症狀加重袁當即到泉州某院就診袁渊作全面的
體格檢查,聽力檢查尧前庭功能檢查尧眼底檢查尧心電
圖尧腦電圖及頸椎RMI尧顱腦RMI尧腦血流圖檢查未查
出病因冤診爲梅尼埃病渊美尼爾氏綜合症冤袁給靜脈輸
液治療渊用藥不詳冤袁經治療後袁效果不明顯袁前來求
診遥 初診視其臥床閉目不敢動袁形體肥胖袁面色萎黃袁
神疲懶言袁詢之頭重昏蒙袁口淡不渴袁食少納獃袁肢困
納獃袁嘔吐痰涎袁苔白膩袁脈滑數遥 旣往有胃脘痛尧偏
頭痛病史遥 此乃爲濕困中焦袁脾氣不升遥 治宜燥濕運
脾遥

方用院法半夏15g尧廣陳皮10g尧雲茯苓10g尧生甘
草3g尧生白術30g尧明天麻10g尧南薄荷3g渊後下冤尧淡澤
瀉30g尧鈎藤15g渊後下冤尧杭菊花6g生薑6g渊後下冤尧大
棗4枚渊去核冤遥服藥5劑袁症狀完全消失袁納食正常遥半

年後隨訪袁未再發作遥
按院此案爲風痰型頭痛眩袁痛時旋暈也遥 叶素問窑

六元正紀大論曳雲院野諸風掉眩皆屬於肝遥 冶正合於此袁
痛則嘔吐者袁痰濁之氣袁上犯清陽也袁皆由脾陽不升袁
運化不利所致也遥 二陳湯源于宋代叶大平惠民和劑局
方曳袁由法半夏尧陳皮尧茯苓尧甘草組成遥 方中半夏辛溫
性燥袁可燥濕化痰尧和胃止嘔曰陳皮溫燥袁理氣化痰袁
使氣順則痰降袁氣化則痰亦化袁此合乎野治痰先治氣冶
之法遥 半夏白術天麻湯渊叶醫學心悟曳冤是二陳湯加白
術尧天麻尧生薑尧大棗而成袁重在燥濕化痰尧平肝熄風袁
主治風痰上擾所致的眩暈頭痛尧 胸悶嘔惡尧 苔膩脈
滑曰二藥配合袁能加強祛痰和胃止嘔的作用遥 配用茯
苓健脾滲濕袁甘草和中補脾袁使脾健而濕化痰消遥 重
用生白術30g 澤瀉30g能補氣健脾利水而不傷陰之
用袁杭菊花獨得秋金之氣袁薄荷尧天麻善清利頭目遥 故
以此升其清陽袁化其濁陰袁則風熄痰化矣遥

眩暈渊風痰冤治驗一則

福建省晉江市深滬鎮僑興衛生所渊362246冤 李寶泉 許秀麗

指導老師院張燦玾渊山東中醫藥大學終身敎授博導冤

筆者自1991年12月~2011年1月自擬凍瘡洗劑治
療凍瘡1036例袁療效滿意袁介紹如下遥
1 臨床資料

共收冶病例1036例袁男性336例袁女性700例袁最
小年齡7歲袁最大年齡80歲袁病程1~5天袁平均3天遥
2 治療方法

方藥組成院桂枝36克袁干姜25克袁白芷25克袁蛇床
子25克袁水浸泡20分鐘煮沸後用文火再煎20分鐘袁先
燻患處袁待水溫不燙傷肌膚時浸泡袁耳廓可用乾凈毛
巾浸溫度適宜的藥液熱敷患處袁 藥液涼可再熱後重
複使用袁每天一劑袁一天兩三次袁連用兩天遥 禁忌證院
糜爛或潰瘍者忌浸泡遥
3 治療結果

療效評定院治愈院全身症狀消失袁腫塊消散袁創面
癒合曰好轉院全身症狀基本消失袁創面未完全癒合曰末
愈院全身及局部情况無改變遥 治療結果院治愈906例袁

佔87.45%曰好轉130例袁佔12.55%遥 總有效率100%遥
4 典型病例

陳某袁男袁40歲袁患者以野手指尧足趾尧紫暗紅尧痛
癢伴水腫尧紅斑3天冶爲主訴就診遥 給予凍瘡洗劑2劑袁
兩天後復診袁皮膚紫暗紅尧水腫紅斑顯減輕袁偶爾癢
痛袁再予2劑袁隨訪共用3劑痊癒遥
5 體會

凍瘡因素體陽氣不足袁受寒後氣滯血凝袁肌膚失
養所致遥治宜溫陽散寒袁溫經通脈袁止痛止癢遥故重用
桂枝溫通經脈袁干姜溫經散寒袁白芷散寒止痛袁蛇床
子祛風止癢袁諸藥合用共奏其效遥

渊作者姓名院王金陽袁男袁1968年4月出生袁泉州市黎明職業

大學88級中醫班袁1991年7月畢業袁工作單位院泉州市泉港區塗

嶺鎮溪頭衛生所袁 中醫執業醫師袁 聯繫電話院0595-87701366
13159097263袁 通訊地址院 泉州市泉港區溪頭村南田袁 郵編院
362805冤

凍瘡洗劑治療凍瘡1036例

泉州市泉港區塗嶺鎮溪頭衛生所 王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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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病是多種心腦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險因素
之一袁 男性高血壓病患者中勃起功能障礙渊erec鄄
tiledysfunction袁ED冤患病率明顯高於普通人群袁同時
ED男性患高血壓病的發病率要高於無ED患者遥另一
方面袁抗高血壓的藥物治療中袁因服用抗高血壓藥物
如利尿劑冤尧茁受體阻滯劑尧鈣通道阻斷劑等袁男性患
者性生活質量受明顯影響袁 而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
製劑尧 血管緊張素II受體拮抗劑對性功能無不良影
響袁 但部分患者因干咳或腎動脈狹窄不能選用這兩
類藥物遥 與抗高血壓治療相關的性功能障礙會導致
抗高血壓治療的低依從性和持續性袁因此袁改善男性
高血壓患者性生活質量是降壓治療的主要目的之
一遥 鑒于此袁筆者硏究了以化瘀濁益肝腎法組成的瘀
濁清顆粒對男性高血壓患者性功能的影響袁 旨在明
確在有效降壓的基礎上中醫中藥干預是否更有利于
改善患者的性功能遥
1 資料與方法

1.1 入選標準院依照2005年叶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曳之
高血壓診斷標準被確診爲原發性高血壓需聯合用藥
者袁且入選前未服用降壓藥物曰年齡在30要60歲之間
已婚的男性患者遥
1.2 排除標準院淤繼發性高血壓者曰于有嚴重腦尧肝尧
腎等重要靶器官疾病患者曰盂患有域尧芋度房室傳導
阻滯者榆性心理障礙性疾病者曰虞性發育異常者曰愚
生殖器畸形者曰舆文化程度爲文盲者遥
1.3 硏究方法

嚴格控制可變因素後袁 將符合條件的82例患者
按數字表法隨機分爲中藥干預治療組42例和對照組
40例遥
1.4 給藥方法院 兩組患者均服用硝苯地平控釋片
30mg 渊拜耳醫藥保健有限公司産品袁 國藥準字
J20080091冤袁每日1次+琥珀酸美托洛爾渊阿斯利康製
藥有限公司生産袁國藥準字H32025391冤25mg袁每日2
次遥 治療組在基礎用藥上加用瘀濁清顆粒渊制水蛭尧
遠志尧決明子尧巴戟天尧肉蓯蓉尧葛根尧川芎尧澤瀉等藥
物組成袁由深圳華潤三九加工冤袁每日3次袁每次1包袁
開水冲服遥
1.5 觀察指標院
1.5.1血壓測定院包括下降幅度尧穩定性和達標率渊設
定的降壓目標是<140 辕 90mmHg冤袁測試頻度開始每周

1次袁達標以後2周1次遥
1.5.2 IIEF分値院IIEF包括15個問題袁主要通過勃起功
能渊1耀5冤尧性交滿意度渊6耀8冤尧達到性高潮能力渊9耀
10冤尧性欲渊11耀12冤尧總體滿意度渊13耀14冤評價男性性
功能曰其中勃起功能按勃起自信度尧揷入能力尧維持
勃起能力尧完成性交能力及性滿意度共5項評價勃起
功能袁每項0耀5分袁總分25分袁0耀7分渊重度ED冤, 8耀11
分渊中度ED冤, 12耀21分渊輕度ED冤,22分以上爲正常遥
1.5.3 血生化指標院包括血常規尧尿常規尧血脂尧肝功
能和腎功能遥
1.5.4 隨訪院療程12周,在進入隨機後第0尧12周使用
國際男性性功能判斷指標 渊international index of
erectile funection袁IIEF冤 對患者的性功能進行評估袁
同時進行臨床療效及安全性評估遥
3 統計學處理院 資料使用SPSS11.0 forwindows軟件
進行分析袁計量資料以均數依標準差渊要字依s冤表示曰兩
組間的血壓變化値比較採用的t檢驗曰構成比及率用
X2檢驗遥
2 結果

2.1入選患者的基線情况 渊表1冤院 2007年月耀2009年
12月就診于本院專科門診或住院的原發性高血壓並
符合入選標準者108例袁26例患者不願參與本硏究袁
82例患者完成試驗遥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顯著
性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2.2 兩組患者的降壓療效比較院 治療組服藥前平均
SBP爲渊168依24冤mmHg袁平均DBP爲渊106依14冤mmHg袁
服藥後分別爲渊136依22冤 mmHg和渊84土18冤 mmHg袁
服藥前後的平均SBP和DBP均明顯低於服藥前渊t分別
爲2.322和2.423袁P均约0.01冤曰 對照組服藥前平均SBP
爲渊166依26冤mmHg袁DBP渊106依16冤mmHg曰服藥後分別
爲渊142依21冤mmHg和渊88依14冤mmHg渊t分別爲2.426和
2.624袁P均约0.01冤曰 但兩組間服藥前後的平均SBP和
DBP均無明顯區別渊P均跃0.05冤遥從兩組的療效評估來
看袁治療組服藥後的療效分別爲顯效49例渊62.03%冤袁
有效18例渊22.748冤袁無效12例渊15.19%冤袁總有效率爲
84.81%曰對照組療效分別爲院顯效45例渊59.21豫冤袁有
效16例渊21.05%冤袁無效15例渊19.74%冤袁總有效率爲
80.26%遥 兩組間療效比較無明顯差異渊P跃0.05冤遥
2.3 兩組患者的治療前後生化指標的變化 渊表2冤院兩
組治療前後自身生化指標的變化比較無差異統計學

瘀濁清顆粒對男性高血壓患者性功能的影響?

劉德桓1 陳文鑫2 葉靖1 郭偉聰1 吳志陽1

渊1尧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市中醫院袁福建 泉州362000曰2尧福建省泉州市醫藥硏究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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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P跃0.05冤曰 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後生化指標的變化
比較也無差異統計學渊P跃0.05冤遥
2.4 兩組患者治療前後IIEF分値的比較渊表3冤院治療
組勃起功能尧 性欲和總體滿意度治療前後比較有非
常顯著性差異渊P约0.01冤袁性交滿意度比較有顯著性
差異渊P约0 .05冤曰與對照組治療後比較袁除達到性高
潮能力外袁其餘各項比較均有顯著性差異渊P约0.05袁
P约0.01冤遥
2.5兩組患者治療前後ED發生率 渊表4冤院兩組治療前
後ED發生率比較袁對照組ED增加了3例袁而治療組減
少了4例袁2組比較有非常顯著性差異渊P约0.01冤曰治療
組治療前後ED的發生率爲26.18%和16.67%袁統計學
有非常顯著性差異渊P约0.01冤袁對照組治療前後ED的
發生率分別爲25.50%和32.50%袁 有非常顯著性差異
渊P约0.01冤遥
3 討論

高血壓是最常見的心血管疾病袁 高血壓患者並
發症的發生與血壓升高程度密切相關袁 因此降壓是
首要目標遥 有硏究資料表明袁高血壓患者中ED的患
病率爲35.2豫曰而且多項硏究顯示袁許多抗高血壓藥
物對男性性功能也有影響袁 主要包括性欲尧 性交次
數尧性交滿意度尧性高潮等方面袁特別是勃起功能有
不良影響遥 因此在接受藥物治療的高血壓患者中袁性
功能障礙的比例更高袁有資料表明袁服用茁受體阻滯
劑後ED的患病率高達65.9豫遥 性功能受到諸如心理
和內分泌因素尧交感神經系統尧血管內皮功能等多種
調節機制的影響遥 因此高血壓的治療不僅在于降低
壓本身袁 還應包括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 渊包括性功
能冤這個重要評價指標 遥

硏究結果表明袁治療後兩組的降壓療效接近袁治
療組的總有效率爲84.81% 袁 對照組總有效率爲
80.26%袁治療組的降壓療效後者略好于對照組袁但組
間比較無明顯差異渊P>0.05冤袁 説明瘀濁清顆粒能安
全有效地降低血壓袁 而對於原發性高血壓患者來
説袁 確切的降壓療效是改善臨床症狀尧 減少靶器官
損害尧提高生活質量的首要條件遥

治療前後用IIFE-5量表進行性功能評定袁 結果
表明院治療組勃起功能尧性欲和總體滿意度治療前後
比較有非常顯著性差異渊P约0.01冤袁性交滿意度比較
有顯著性差異渊P约0.05冤曰與對照組治療後比較袁除達
到性高潮能力外袁其餘各項比較均有顯著性差異渊P约
0.05袁P约0.01冤遥對照組療程結束後ED的發生率由25%
增加32.5%治療前後比較有非常顯著性差異 渊P约
0.01冤袁説明抗高血壓藥物確實對男性性功能有不良
影響遥 治療組治療前後ED的發生率分別爲26.18%和
16.67%袁統計學有非常顯著性差異渊P约0.01冤曰2組組
間比較差異非常顯著性渊P约0.01冤遥 這充分表明化瘀

濁益肝腎法組成的瘀濁清顆粒在改善高血壓患者性
功能方面的優勢明顯遥

觀察組患者在治療過程中血常規及肝尧 腎功能
未見受損袁與對照組比較無顯著差異渊P>0.05冤遥 表明
瘀濁清顆粒沒有明顯的毒副作用遥

中醫學認爲袁高血壓病變在肝袁其根在腎袁痰瘀
阻絡尧 肝腎不足袁 陰陽失調是高血壓發生的核心病
機遥因此袁治療高血壓着重化瘀濁尧益肝腎法爲主遥中
醫學對性功能障礙的治療亦有豐富的理論和經驗袁
正如清代叶類證治裁窑陽萎篇曳雲院 野陽密而固袁精旺
則強遥傷于內則不起袁故陽萎遥多由色欲竭精袁或思慮
勞神袁或恐懼傷腎袁或先天稟弱袁或後天食少袁亦有濕
熱下注袁宗筋弛緩袁而致陽萎者袁蓋前陰爲肝脈尧督脈
之所經袁又爲宗筋之所會袁故見症多肝腎主病冶遥 而瘀
濁清顆粒則是根據高血壓發生的核心病機而組成
的遥

方中水蛭咸尧苦袁平袁破血逐瘀袁 除了抗凝血袁抗
血栓作用外袁還有保腎作用袁故爲君藥曰遠志苦尧辛袁
溫袁能祛痰化濁袁又可通腎氣上達於心袁藥理證實有
降壓作用曰巴戟天尧肉蓯蓉甘尧辛袁微溫袁入肝腎經袁能
強陰益精袁陰陽雙補袁共爲臣藥袁現代藥理硏究提示
巴戟天主要影響下丘腦一垂體一性腺軸功能袁 減弱
副交感神經一M受體反應性袁從而治療陽萎袁同時有
抗抑鬱作用曰肉蓯蓉有調節性激素作用袁能改善性功
能袁具有類激素樣活性曰決明子甘尧苦尧咸袁微寒袁入肝
經除風熱袁益腎精袁起降血壓及降脂作用曰澤瀉甘尧
寒袁入腎經袁能利小便袁瀉腎經火邪袁又能養五臟袁益
氣力袁起陰氣袁補虛損而止頭旋袁與決明子同爲佐藥曰
葛根甘尧辛尧涼袁可升陽止頭痛項強袁有抗血小板聚
集袁降低血壓的作用爲使藥遥 諸藥合用則攻補兼施袁
寒熱並用袁升降有序遥 由於本方用藥側重於調整機體
的整體功能袁故患者的主觀感受尧自覺症狀袁心理狀
態尧性生活質量得到明顯的改善遥

本硏究提示化瘀濁補肝腎療法能改善高血壓患
者的性功能袁提高高血壓患者的生活質量袁加上良好
的降壓作用尧較少的副作用及降壓以外的作用袁是一
個理想的降壓藥物袁 尤其適合靑中年或用其他藥物
導致性功能下降的患者遥 然而袁鑒于原發性高血壓是
一個終身性疾病袁 肯定的結論有待更長期的隨訪結
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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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入選患者的基線情况

注院與對照組比較袁渊P>0.05冤

項目 治療組渊42例冤 對照組渊40例冤
年齡渊歲冤 47.8依2.6 47.2依2.4

高血壓病史渊年冤 5.6依0.6 5.8依1.3
體重指數渊kg/m2冤 26.2依2.8 25.8依3.2
收縮壓渊mmHg冤 164依26 168依24
舒張壓渊mmHg冤 104依12 102依14

心率渊bpm冤 86依12 88依12
血糖渊mmo/L冤 5.26依0.16 5.12依0.23

總膽固醇渊mmo/L冤 4.88依0.86 4.82依1.12
甘油三酯渊mmo/L冤 1.70依0.18 1.64依0.23

低密度脂蛋白渊mmo/L冤 3.84依0.44 3.86依0.38
高密度脂蛋白渊mmo/L冤 1.22依0.18 1.26依0.20

表2 兩組患者的治療前後生化指標的變化

項目
治療組渊42例冤 對照組渊40例冤

血肌酐渊umol/L冤
血尿酸渊mmol/L冤

谷丙轉氨酶

治療前 治療後 治療前 治療後

84.2依16.4 85.6依15.7银

338依26.7 326依24.9银

34依8 37依3银

85.0依15.6 86.6依14.2银

334依21.9 327依22.2银

36依6 36依8银

表3 兩組患者的治療前後IIEF分値的變化

項目
治療組渊42例冤 對照組渊40例冤

勃起功能

達到性高潮能力

治療前 治療後 治療前 治療後

20.24依6.44 27.26依6.75银银吟

8.62依1.74 8.74依1.70
20.74依6.13 18.16依5.92
8.42依1.24 8.27依1.82

性欲 8.13依1.63 9.98依1.55银银吟吟 8.34依1.67 6.25依1.58
性交滿意度 11.52依2.11 13.67依2.74银吟 11.83依2.41 11.97依1.76
總體滿意度 8.28依1.88 10.28依1.57银银吟吟 8.34依1.65 6.74依1.63

表4 兩組患者的治療前後ED發生率[例(%)]

治療後

7渊16.67)银吟

13渊32.50冤银

組別

治療組

對照組

ED

治療前

輕度 中度 重度 輕度 中度 重度

4渊9.52冤 2渊4.76冤 1渊2.38冤
8渊20.00冤 3渊7.50冤银 2渊5.00冤

例數

42
40

11渊26.18冤
10渊25.00冤

ED

5渊11.90冤 3渊7.14冤 3渊7.14冤
6渊15.00冤 2渊5.00冤 2渊5.50冤

242



紅景三苷渊AGHJ冤對高糖條件下離體雪旺細胞機能變化作用的觀察

吳波水1 王文健2 陳偉華2 汪洋3

渊1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神經內科曰2復旦大學中西醫結合硏究所袁上海200040曰3復旦大學醫學院微生物敎

硏組袁上海200032曰冤
糖尿病性周圍神經病 渊diabetic peripheral neu鄄

ropathy, DPN冤是糖尿病常見的並發症之一袁其致病
機理雖然具有多種學説,但迄今仍不十分清楚遥 雪旺
細胞是周圍神經系統主要的膠質細胞袁 它與周圍神
經纖維在形態上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繫袁 在功能上與
周圍神經活動相輔相成曰 並且在周圍神經損傷修復
中發揮着主導作用曰因此袁人們在硏究病變神經元的
同時袁也十分關注其支持細胞即雪旺細胞遥 爲了進一
步驗證野糖尿病性雪旺細胞病渊diabetic Schwannopa鄄
thy冤冶的觀點袁同時爲中藥紅景天的臨床應用積累實
驗資料袁 本文觀察了高糖條件下離體雪旺細胞活力
和增殖能力的變化以及中藥紅景天提取物之一紅景
三苷對該變化的影響袁結果報吿如下遥

材料與方法
一尧材料院

1.實驗動物院Wistar雄性3日齡乳鼠袁體重渊8依0.3冤
g袁CI清潔級曰 由上海斯萊克實驗動物有限責任公司
提供遥

2.主要試劑院
DMEM培養基渊GIBCO冤袁小牛血清渊GIBCO冤袁膠

原酶渊Sigma冤,胰蛋白酶渊Amresco冤袁聚L-賴氨酸渊Sig鄄
ma冤袁S100多克隆抗體渊Chemicon冤袁XTT渊Sigma冤袁PMS
渊Fluda冤3H-TdR 渊上海原子核硏究所冤遥

3尧藥物院中藥紅景天提取物紅景三苷袁由張江新
藥中心提供曰工作濃度爲8mg/ml遥 治療對照藥物爲參
麥注射液袁由華山醫院製劑室提供袁參麥工作濃度院
紅參尧麥冬各爲10mg/ml遥遥
二尧實驗方法

1 雪旺細胞培養與純化院
新生3d的Wistar乳鼠採用乙醚麻醉袁切開頸動脈

放血後乳鼠置75%乙醇中浸泡消毒袁 背部朝上固定
在手術板上袁 用鑷子剝離神經周圍組織充分暴露坐
骨神經上下兩端並取下整根坐骨神經袁 在體視顯微
鏡下剝離外膜袁去外膜神經組織置0.2%胰酶和0.03%
膠原酶等量混合液中37益水浴10分鐘袁 棄消化液後
經洗滌吹打消化,將鬆散組織貼壁于聚賴氨酸預處理
後的多孔培養板中袁 加入含10%胎牛血清0.1%GS的
DMEM培養24h曰 培養液中加入Ara-C 10-5mol/ml處
理48小時曰觀察生長情况備用遥

2. S100蛋白標記鑒定院
應用ABC法免疫細胞化學染色院 載玻片細胞以

10%福爾馬林固定後袁3%H2O2處理後微波修復袁5%
小牛血清封閉0.5h袁兔抗鼠S100抗體1院400 37益孵育
1h袁 生物素化羊抗兔抗體1院200 37益孵育1h袁 加入
ABC複合物使DAB顯色袁蘇木素復染袁鑒定結果渊抗
S100蛋白着色細胞陽性率跃90%, 表明所分離細胞爲
雪旺細胞冤遥

3.細胞分組與干預院把細胞懸液調節至105細胞/ ml
濃度袁加入96孔板渊每孔100ul冤袁細胞分爲院對照組尧
高糖組尧烯苷組和參麥組遥 XTT法檢測細胞活力每組
爲8對渊n=8冤復孔曰3H-TdR摻入法檢測細胞增殖能力
每組爲14對渊n=14冤復孔遥 CO2孵育箱中置12小時使
細胞全部貼壁遥 參照有關報道的高糖干預方法[6],各
組分別採用含正糖渊含5.0mmol/LGS冤,高糖渊含30.0
mmol/L GS冤袁 高糖加紅景三苷 渊30.0 mmol/L GS+
8mg/ml烯甙冤袁 高糖加參麥 渊含30.0 mmol/L GS+
10mg/ml參麥冤的培養液培養48小時遥
4. 採用XTT法檢測細胞活力院 各組培養細胞每孔分

照片1 雪旺細胞從組織分離後貼壁生長狀態

照片2 抗S100免疫細胞化學特異性染色

和蘇木素復染細胞着色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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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干預對培養雪旺細胞代謝活力的影響

組 別 n 細胞活性渊OD値 依S冤
正常組 8 2.2528依0.0253
高糖組 8 2.1208依0.0362 *
三苷組 8 2.0926依0.0536
參麥組 8 2.0890依0.0343

注院*與對照組比較P约0.01遥
表2 不同干預對培養雪旺細胞增殖能力的影響

注院*與對照組比較P约0.01曰 #與高糖組比較P约0.01遥

組 別 n 細胞增埴渊CPM値 X依S冤
正常組 14 30786.01依2310.16
高糖組 14 25477.76依2334.97 *
三苷組 14 29766.67依3717.47 #
參麥組 14 26207.24依3111.34

別加入50ul XTT/PMS應用液袁避光37益培養4h,輕輕
振搖培養板使染料均匀分布曰在酶標儀上用450nm-
500nm波長測定各孔OD値袁復孔讀數取均値遥不含細
胞的空白對照孔調零遥
5. 採用3H-TdR摻入法檢測細胞增殖能力院各組培養
細胞每孔加入0.5uci/10ul 3H-TdR袁繼續培養16h遥 取
出培養液袁吸棄上清袁PBS洗滌兩遍遥 每孔加入100ul
NASH裂解細胞遥 吸取細胞裂解液加于含有4ml閃爍
液的檢測瓶中袁混匀至透明,置液體閃爍計數儀中檢
測CPM値袁復孔讀數取均値遥

三.統計學處理院選用spss 11.0 For Windows統
計軟件進行統計曰所有數據均以依S表示袁組間比較採
用單因素方差分析遥

結 果

一.雪旺細胞的分離與鑒定 高倍鏡下渊10伊40冤
觀察雪旺細胞胞體較小袁大多數成梭形渊見照片1冤曰
取樣採用抗S100免疫細胞化學染色渊ABC法冤和蘇木
素復染, 所有復染着色細胞和免疫反應陽性細胞
渊見照片2冤遥 經計數袁陽性反應細胞百分比>90%袁表
明鑒定結果顯示着色細胞爲表達特異性抗原S100的
雪旺細胞遥

二尧 紅景三苷對高糖培養雪旺細胞代謝活力的
影響 見表1遥

高糖組同正常組比較袁細胞活力明顯減少袁差別
具有顯著性渊P<0.01冤曰紅景三苷組與高糖組比較袁細
胞活力無明顯增加袁差別無顯著性袁參麥組同高糖組
無明顯增加袁差別也無顯著性遥 表明中藥紅景天提取
物之一紅景三苷對高糖導致的細胞活力下降無明顯
改善作用遥

三尧 紅景三苷對高糖培養雪旺細胞增殖能力的
影響 見表2遥

採用3H-TdR摻入法檢測雪旺細胞增殖能力袁高
糖組同正常組比較袁細胞增殖能力明顯下降袁差別具
有顯著性渊P<0.01冤曰三苷組與高糖組比較袁細胞增殖
能力明顯改善袁差別具有顯著性渊P<0.01冤曰而參麥組
與高糖組比較差別無顯著性遥 表明紅景三苷對高糖
條件下雪旺細胞增殖能力的抑制性變化具有顯著的
改善作用遥

討 論
糖尿病患者周圍神經的再生障礙被認爲是糖尿

病周圍神經病的致病機理之一曰近年來袁越來越多的
證據表明糖尿病狀態下周圍神經再生障礙與糖尿病
時體內的高糖狀態密切相關曰然而,儘管人們進行了
深入的硏究袁迄今其詳細的機制仍不清楚遥

雪旺細胞是周圍神經主要的膠質細胞即支持細
胞袁 周圍神經損傷之後所觸發的神經纖維再生過程
有賴于雪旺細胞的參與遥 有學者發現在損傷神經的

遠端殘基袁 雪旺細胞通過增殖與遷移提供適當的細
胞與基底膜骨架袁從而形成對於軸突再生的支持曰由
此認爲軸突從橫切部位的再生與雪旺細胞的增殖與
遷移之間具有內在聯繫遥 因此袁人們在硏究糖尿病病
變神經元及其再生障礙的同時袁 也十分關注其支持
細胞即雪旺細胞遥

本文采用離體實驗觀察高糖對雪旺細胞活力和
增殖能力的影響曰儘管雪旺細胞脫離了整體環境袁脫
離與神經纖維之間的相互依存和制約關係袁 其功能
與形態可産生一系列變化袁 但是其代謝與增殖的本
質並未改變遥 實驗結果顯示袁高糖渊條件培養冤對離體
雪旺細胞代謝活力及增殖能力具有顯著的抑制性作
用袁 説明高糖可能通過抑制雪旺細胞的代謝活力與
增殖能力從而干擾神經纖維的再生過程遥 這一結果
從一個側面再次驗證了 野糖尿病性雪旺細胞病冶
渊diabetic Schwannopathy冤的觀點遥

紅景三苷爲中藥紅景天主要單體成分之一,最近,
中藥紅景天因具有多種藥理活性而倍受關注遥 本文
結果同時顯示袁 對照藥物參麥注射液對高糖導致的
雪旺細胞活力和增殖能力變化均未産生顯著性影
響曰而紅景天主要單體成分之一紅景三苷袁雖然對高
糖引起的雪旺細胞活力變化影響缺乏顯著性袁 但是
對高糖導致的雪旺細胞增殖能力下降具有顯著的逆
轉作用曰 表明該藥能夠顯著地改善高糖條件下離體
雪旺細胞增殖能力的抑制性變化遥 在整體硏究中袁雪
旺細胞的增殖與遷移活動被認爲是促進神經再生的
細胞學行爲曰 離體培養所見雪旺細胞的可塑性表現

244



冠心病是常見的多發病袁 醫生診斷時主要依據
病史尧症狀尧心電圖等遥 常規心電圖檢查雖然具有參
考價値袁特異性卻較低袁很多有症狀的患者卻沒有心
電圖上的改變袁致其忽視疾病的危害遥 而冠心病診斷
的野金標準冶即冠狀動脈造影有創傷且花費巨大袁受
檢查者普遍對其有所排斥遥 鑒于此袁有必要對冠心病
的初篩增加新的輔助檢查項目袁 來幫助臨床醫師對
其進行綜合判斷遥 本文通過運用紅外熱像技術袁對冠
心病進行初篩袁探討其在心血管疾病臨床診斷尧療效
評定中的價値遥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篩選符合冠心病診斷標準的患者60例袁部
分病例經心血管造影證實袁其中男38例袁女22例袁年
齡40-63歲袁平均55歲袁病程爲2個月到12年袁平均爲
11個月袁臨床表現爲胸悶袁心前區疼痛袁活動後心悸尧
氣短遥 另設健康對照組60例袁其中男性35例袁女性25
例袁年齡在45-60歲範圍袁平均爲53歲遥
1.2 檢查方法 採用重慶偉聯科技有限公司生産的
M301型醫用紅外熱像儀進行檢測袁 檢測室溫在20耀
26益範圍袁相對濕度在60%左右袁室內空氣無對流袁無
陽光直接照射遥 受試者腰以上裸露袁休息15min袁待情
緒穩定尧皮膚適應室溫後進行紅外熱像圖檢查遥 檢查
前避免服用有任何血管擴張或收縮的藥物袁 胸部正
對紅外採集鏡頭2m左右遥 每個病人均拍攝正面及背
面圖像袁 在顯示屛上形成的紅外熱像圖由高溫到低
溫對應相應的色階袁 進而根據熱圖顔色的分布和形
態來比較分析患者病症的部位和範圍袁 並測量左右
胸部的平均溫差遥 並結合患者的年齡尧病史尧臨床檢
查進行綜合分析遥
1.3 統計學處理 對有關對應部位的數據進行統計學
比較袁 並對胸部熱像圖進行直觀分析 遥 採用
SPSS12.0 for windows軟件進行分析和統計處理袁計
量資料用t檢驗袁相關分析採用直線相關遥
2 結果

正常對照組60例院 熱圖顯示雙側鎖骨上窩尧胸
骨尧雙腋下尧胸椎等部位的平均溫度較高袁雙胸部尧肩
胛下的平均溫度較低袁從胸部整體看袁對照組的健康
人左右測溫度無明顯差異袁溫度的對稱性較好遥 病例
組60例冠心病患者熱圖掃描後發現袁 部分病例的左
胸心前區紅外熱像圖呈橢圓形或不規則形的低溫
區袁與右側胸前對比顔色較深袁範圍略大遥 根據臨床
觀察熱像圖分爲以下三型院淤均匀型院共32例袁佔全
部病例53.3%袁表現爲左側胸前低溫區呈片狀或橢圓
形袁 且溫度分布較均匀袁 左右溫差範圍爲0.5益-
1.8益遥 于中心低溫型院共18例袁佔全部病例30%袁表現
爲低溫區中心溫度最低袁 呈橢圓形向外溫度逐漸遞
增袁中心區與外周溫差範圍爲0.2益-0.6益遥 盂無顯性
異常型院共10例袁女6例袁男4例袁均爲乳房豐滿或身材
比較肥胖者遥

全部病例均有心電圖檢查袁 有36例心電圖檢查
異常袁熱圖檢查異常者50例曰全部病例中8例有心血
管造影檢查袁其中心電圖檢查異常爲5例袁熱圖顯示
異常爲6例,其中均匀性4例,中心低溫型2例,血管造影
提示的心肌缺血程度與心前區溫度高低有相關性袁
心肌缺血程度越重袁平均溫度越低袁而與熱圖類型無
明顯相關關係遥 無異常顯示的2例中袁一例爲乳房豐
滿的女性袁一例爲肥胖者遥
3 討論

多年以來袁 冠狀動脈造影在冠心病診斷中一直
被認爲是金標準袁但它是一種創傷性檢查手段袁有可
能出現心律失常尧心肌梗死尧急性心力衰竭尧低血壓尧
栓塞等不良反應袁甚至死亡袁而且還需要放射科醫師
具備熟練的操作技能和醫患之間的相互協作袁 因此
限制了其在臨床上的實用性遥 而紅外熱像檢查是一
種緑色檢查袁被動遙感攝取人體發出的紅外信息袁本
身無任何輻射袁具有無創尧安全尧客觀尧直觀尧計算機
存檔尧數字化資料袁可自動比較分析等優點袁這是一
種以反映熱場分布的新型影像設備遥

紅外熱像儀在冠心病診斷中的初篩作用

陳瀟 胡咏兵

渊襄陽市第一人民醫院 疼痛科 湖北 襄樊441000冤

也被解釋爲雪旺細胞在體外所展示的修復潜能袁並
與細胞的增殖活動密切相關遥 因此,可以推斷袁儘管
導致雪旺細胞增殖能力改變的詳細生化機制還不清
楚袁 但是紅景天主要單體成分之一紅景三苷對於高
糖導致的雪旺細胞增殖能力下降所顯示的干預作用

可能對於糖尿病病理過程中周圍神經的再生修復具
有積極的意義曰 這一發現無疑爲中藥紅景天的臨床
應用提供了進一步的實驗依據遥

渊通訊作者院王文健袁Tel院021-62489999渊5218冤袁E-mail院
wj6518@163.co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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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腸癌是胃腸道常見的惡性腫瘤袁 在我國其發
病率僅次于胃尧食道癌袁好發年齡爲50-70歲之間遥 筆
者在臨床中運用歸脾湯加減化裁治療直腸癌術後袁
療效滿意袁現例舉二例簡介如下院

例1院陳某袁男袁63歲袁工人遥 2006年5月20日初診遥
患者于2005年底在南安市溪美衛生院我科初診

爲疑似直腸癌袁經上級醫院確診後即行手術治療袁並
先後經三個療程的化療袁後因身體虛弱袁反應明顯袁
患者拒絶再行化療而返我科袁症見神疲袁面色無華袁
舌質淡紅袁苔膩薄黃袁脈弦細袁治以益氣健脾袁解毒清
熱袁方用歸脾湯加減遥 處方院生黃芪50g尧太子參渊黨
參冤20g尧炒白術8g尧淮山藥12g尧半枝蓮20g尧白花蛇舌
草20g尧生苡仁25g尧旱蓮草18g尧槐花12g遥 水煎服袁隨
證加減袁開始連續用三個月袁每日一劑或隔日一劑袁
後改爲每月服十劑袁近兩年改爲每月五劑袁至今術後
五年仍健在袁且精神面貌不錯遥

例2院洪某袁女袁65歲袁務農遥 2007年6月10日初診遥
患者于2007年在南安市溪美衛生院我科求診袁

初診爲直腸癌袁經泉州市中醫院確診並行手術治療袁
配合化療袁因身體不適袁白細胞減少停止化療袁再返
我處予中藥調理袁症見形體消瘦袁精神萎靡袁咽干口
燥袁面萎黃袁舌質淡袁脈細弱袁證屬術後氣虛血少袁治
以益氣養血袁清熱解毒袁方用歸脾湯加減遥 處方院生黃
芪40g尧太子參20g尧炒白術8g尧生地15g尧半枝蓮20g尧白
茅根20g尧白花蛇舌草20g尧郁金10g尧旱蓮草20g尧阿膠

15g渊另烊冲冤遥 水煎服袁隨證加減袁經調理三個月後袁
症狀好轉袁再配合化療袁效果不錯袁後每月七劑袁至今
仍健在遥

按院叶外科大成曳記載院野肛門內外如竹節鎖緊袁形
如海蟹袁里急後重袁便糞細而帶匾袁時流臭水遥 冶以爲
本病是與濕熱下注袁氣血凝瘀袁濕瘀交結袁臟毒至使
氣血雙虧袁在其病變過程中袁始終貫串濕淤袁腸道不
利袁 故治療以益氣健脾袁 清熱解毒爲本病的基本治
法袁本病一般以西醫手術尧化療後採取中醫治療袁宜
以補中寓消袁也就是以補益調正爲主袁消散爲輔遥 筆
者綜合歸脾湯用意之旨袁臨證審證求因袁運用歸脾湯
加減治療直腸癌術後不適有明顯的療效袁 故方中重
用黃芪益氣健脾解毒袁 現代醫學報道黃芪能提高機
體免疫功能袁並能保護因放療引起的免疫抑制曰太子
參渊黨參冤尧炒白術尧淮山藥尧生苡米仁更增加健脾益
氣之功曰旱蓮草尧槐花涼血滋陰解毒曰半枝蓮尧白花蛇
舌草清熱解毒袁殺死殘餘癌細胞遥 例二方中加阿膠滋
陰養血遥 生津潤燥袁郁金疏肝解郁袁諸藥合用共奏益
氣健脾﹑養血滋陰﹑清熱解毒之功效袁對改善症狀袁提
高免疫袁減輕放尧化療毒副反應袁延長生存期有明顯
的效果遥 此外袁尙可據證加減袁便秘加生大黃尧枳殻曰
咽干口燥可用生石斛尧生蘆根曰腹脹加廣木香尧佛手
片曰疼痛加炙乳香尧蒼術袁但對辛溫燥熱助陽之品要
愼用遥 總之袁直腸癌術後若能配合中醫中藥治療有很
好前景袁也顯示中西結合的優越性遥

歸脾湯加減治療直腸癌術後運用體會

蘇敏玉

渊南安市柳城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362300冤

臨床工作中袁 判斷冠心病除了上述的冠狀動脈
造影外袁一般都採用心電圖作爲常規的輔助檢查袁但
一般來説只有約60%的冠心病患者心電圖表現異
常袁 具體表現爲ST水平型或下垂型袁 下移幅度超過
0.1mv和T波倒置尧損傷性ST抬高尧病理性Q波尧各種心
律失常袁但這些表現非特異且部分呈一過性遥 而紅外
熱像圖卻是通過心前區溫度的差別來判斷冠狀動脈
供血的情况袁 其大多數情况下可以眞實地反映出冠
狀動脈血供和心肌需求之間的不平衡遥 通過本文統
計袁60位冠心病患者中袁心電圖異常者爲36例袁準確
率爲60%曰熱像圖異常者爲50例袁準確率爲83.3%曰心

臟造影異常者中袁心電圖檢查準確率爲62.5%袁熱像
圖準確率爲75%曰其準確性均超過心電圖遥 且熱圖提
示平均溫度越低者袁心肌缺血程度越重遥 但是對於年
輕女性尧乳腺病變者和胸部脂肪肌肉豐厚者袁由於其
心前區熱輻射被影響袁 從而不能準確的反映冠狀動
脈的供血狀况遥 紅外熱像圖作爲輔助檢查項目袁在冠
心病的初篩中起到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袁 已超過了
心電圖等常規檢查項目袁 可將其引入到冠心病的輔
助檢查中來遥 但是對於乳房豐滿或患乳腺疾病的女
性袁胸前肌肉或脂肪豐厚者袁則需要結合其他輔助檢
查來進行判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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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癌症疼痛與癌症發熱的中醫對策

董仲璧 朱涵素 蘇敏

渊中國雲南曰671600冤
引 言
癌症是各種癌的統稱袁如院肺癌袁喉癌袁肝癌袁胰

腺癌袁胃癌袁腸癌袁腎癌袁膀胱癌袁乳腺癌袁子宮內膜纖
維癌袁等等遥 無論患者患的是什麼癌袁大多數患者都
會疼痛袁發熱遥

絶大多數西醫都會給癌症疼痛患者口服止痛
藥袁Piminodine Esylate渊去痛片冤袁Indomethalcin渊消
炎痛冤袁Morphine渊嗎啡冤袁AP一237渊強痛定冤Morphine
Hydrochloride Sustained要要要release Tabletes渊鹽酸
嗎啡緩釋片冤或肌注渊止痛針劑冤曰給癌症發燒病人口
服退燒藥袁Amidopyri num (氨基比林)袁 Tad窑Aspirini
渊CoAPC冤渊復方阿司匹林冤袁Bayaspirin Protect 100
渊拜阿司匹林腸溶片 冤袁Anileridine曰Hydrochloride曰
Leritine袁渊安痛定尧 針劑冤Dexamethasone曰Decadron曰
Hecadron曰Hexadrol渊地塞米松袁退燒針冤袁效果好袁立
竿見影曰可是袁仍然有這樣的患者袁即使是最有權威
的西醫袁給他用上最好的止痛藥袁打最好的止痛針袁
也無效遥 甚至於越用越厲害遥 爲什麼钥

這就是本文要論述的主題院癌症疼痛袁癌症發熱
的中醫對策遥

病 例

病例1院張伊伊袁男袁42歲袁幹部袁駐北京永通路東方
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中心醫院要要要中國人民武裝警
察部隊總醫院7一15一29#遥

患者于2005年2月春節開始袁 持續高燒不退袁經
確診爲肝癌晩期遥爲挽救生命袁決定作肝移植遥3月17
日20時袁剖開腹腔後袁發現肝在腐爛並大面積與隔肌
粘連袁皮下脂肪在液化袁其脂液達1500cc黃色液體遥
已無法進行移植手術袁遂清點並欲關閉腹腔袁但無法
縫合遥給予退燒尧止痛劑袁體溫越高袁最高至41.6益袁鑒
于西藥無法控制體溫上昇袁 專家組確認院野已無回天
之力冶袁只能寄希望于中醫遥 故求助中醫遥

針對上述情况袁給天樂再生還元湯副方一劑遥 次
晨渊3月25日冤9時正袁醫院來電吿知院患者體溫降至
38.6益遥囑院再用一劑袁至19點30分袁醫院來電院體溫回
落到37益袁要求院爲了挽救病人生命袁請務必赴京袁親
臨面診遥

2005年3月27日到京院患者體溫穩定37益袁但每
到19點至19點10分袁患者體溫升至37.6益袁持續10分
鐘遥 處方不變袁只是將服藥時間袁提前在18時30分袁口

服天樂再生還元湯副方一次遥 此後袁 體溫保持在
37益袁 三天後袁 患者術後無法縫合的刀口開始長肉
芽遥 2005年4月2日上午9時進行縫合術袁于4月4日轉
桂林進行康復治療遥 至此袁事先準備好的充足的退燒
藥尧止痛藥袁杜冷丁尧嗎啡袁都沒派上用場遥

病例2院黃伊伊袁男袁42歲袁駐雲南省腫瘤醫院702一
16袁鼻咽癌術後骨轉移遥 患者于2007年4月2日袁由專
車送來就診院大熱天袁外穿皮加克袁內穿兩件毛衣尧一
件襯衫尧一派形寒肢冷狀態遥面黃肌瘦如柴遥診時尧肌
膚冷涼粘膩袁額上冷汗如滴遥 脈院沉尧細尧數尧急遥 苔垢
厚膩帶黃袁中間有裂溝遥 食少便結袁數日不解遥

主訴曰渾身骨節冷痛袁由里向外袁疼痛難忍袁無法
入睡袁冷汗不斷遥

家屬代訴院 每天只有靠打杜冷丁或口服止痛藥
片方可入睡3至4小時袁 否則袁 一家人都得陪着他受
罪遥

經全面瞭解病程及治療過程後袁得出的印象是院
藥品過量袁導致寒極入骨遥 給予溫里托陽尧溫中散寒袁
和解營衛院天樂再生還元湯一劑遥

4月3日上午袁患者由家屬陪同袁從車站直接步行
到我處就醫遥 未穿皮茄克袁襯衫外面套一件羊毛衫遥
病人自述院不痛不冷袁沒服用止痛針藥遥

處方不變袁劑量稍增袁三劑湯藥袁不發熱尧不疼
痛遥

病例3院劉曾曾袁女袁远猿歲遥 體重猿远噪早袁员怨怨缘年苑月猿员
日初診遥 望院浮腫至眼臉袁體型瘦小袁面黯紅遥 面袁頰袁
頸部有汗洙袁頸靜脈曲張袁跳動厲害遥 神倦疲乏袁舌質
暗紅袁舌前有瘀點袁舌後苔厚膩黃袁口嗅袁聲細弱微遥

主訴院因肝區疼痛尧腫脹硬化袁在廣州軍區總醫
院作放療袁白血球低下袁最低2200袁須住院滴注人血
白蛋白袁否則無法行動遥 有時右下腹似有小東西在踢
鬧袁疼痛汗如雨下遥 小便赤澀袁大便時干時稀袁納差遥
醫院確認院肝萎縮袁肝壞死袁最多活不過兩個月遥

切脈院左尧右院三部脈弦尧細尧微遥
印象院淤放化療藥源性肝脾損害曰于高能量藥物

超越患體承受能力曰盂思慮過度袁內分泌失調遥
治則院調整情緒袁調理氣血袁藥物輔助袁扶正祛

邪遥
處方院天樂再生還元湯一劑遥
當日見效院汗止袁浮腫從雙眼瞼退至膝下袁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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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通暢袁晩餐進二兩遥
1995年8月1日二診院諸證轉佳袁見脈袁證尧藥相

符袁再給天樂再生還元湯一劑袁諸證平息遥
1995年8月2日三診院證狀如前更佳袁還給天樂再

生還元湯一劑遥
1995年8月3日四診院給天寶肝樂40天劑量袁囑其

煎水煮鷄蛋袁早尧晩服袁經一年調養袁痊癒康復遥 後經
北京協和醫院全面復查袁一切恢復正常袁現78歲袁體
重64kg遥

從1995年7月31日起至2009年2月4日隨訪袁當年
被權威醫院判定活不過兩個月的癌症晩期病人袁現
仍健康快樂地生活尧工作着遥 她現在還在以飽滿的熱
情尧充沛的精力袁由西醫變成中醫袁爲別人治病遥

病名的界定

我這里論述的是本文主題的界定袁 也就是本文
主題病名的界定遥 即院經權威西醫醫院確認診斷爲癌
症的疼痛或發熱袁或只疼痛不發熱袁或只發熱袁不疼
痛袁或疼痛伴隨發熱遥 其它的疼痛袁發熱不在此論述
的範圍遥

癌症疼痛袁癌症發熱的原因

在診療腫瘤患者過程中袁運用現代醫學袁實驗醫
學袁分析醫學袁量化醫學手段袁確診某患者的某腫瘤
是某種癌時袁往往認爲是癌細胞在呑嗜健康細胞袁而
使用某些強力殺滅癌細胞袁消除腫瘤的藥品遥 病人感
到疼痛尧發熱袁就給止痛藥遥就打退燒針遥而腫瘤或癌
症患者袁 他們中的多數人袁 都已作了較長時間的治
療遥 一旦確診爲某種癌袁 那主治大夫一定會 給他
渊她冤藥效更強袁能殺滅癌細胞的藥品遥 包括口服袁或
針劑尧野化療冶曰或使用野放療冶渊除了放射線尙不明其
耶藥性爷外冤袁按中醫藥理分析袁其中大多數都屬於寒
涼藥品遥 對一些癌症患者效果非常好袁立竿見影遥 而
對少數或個別患者袁甚至越用越加重病情院疼痛袁發
熱袁時冷時熱袁體溫時高時低袁飲食減少遥 用實驗醫
學袁計量醫學手段檢驗院各項指標都在上昇袁而生命
指標卻在下降遥 最後袁病毒袁癌細胞被殺滅了袁患者的
生命也結束了遥野敵我冶同歸于盡袁人財兩空遥爲什麼钥

血液是生命的載體袁 也是生命存在於人體內部
的物質形式和基礎遥 目前袁血液科學家已發現袁人類
的血型不止院O型袁A型袁B型袁AB型四個血型袁 現在已
知有30個血型遥

患者的血液是運輸藥品的工具或介質袁 通過口
服袁經過腸胃吸收袁進入血液袁或通過針具注射直接
進入血液的止痛藥袁退燒藥袁都必須通過血液運送到
病竈要要要野靶向冶遥

在這個運輸過程中袁 許多西藥的某些成分與已
知的某種或某幾種血液成份袁 或未知的某種或某幾
種血液的成分野相克冶袁導至體溫上昇或下降袁血壓上

昇或下降遥 虛汗淋灕袁野虛脫冶或野休克冶曰重則紅血球
被白血球呑嗜袁白血球增加袁紅血球減少袁血色素降
低袁導致生命野危機冶遥

一些西藥的某些成分袁 進入血液以後與紅血球
或白血球中的野生命因子冶袁水火不相容遥 勢必産生
野藥源反應冶遥 輕者留下後遺症袁甚至危及生命遥

所有解熱袁止痛袁抗癌的西藥袁不一定都對上野靶
向冶遥 因爲袁這些藥品袁都經過了提純袁脫離了原生藥
物載體袁脫離了野五行相生相克冶的互相依存的特定
環境袁與人體這個活的有機體的血液環境不一定野和
諧相容冶袁有的野相克冶遥 而野相克冶的不一定是癌細胞袁
野相克冶的反而是人體健康的袁活的細胞的一部份遥 這
也是承載人體生命因子的一部份遥 有的醫生袁一再強
調袁只有殺滅病毒袁消滅癌細胞袁才是止痛尧退燒袁挽
救生命的根本的出路遥 結果噎噎

野中醫醫人冶遥中醫治病袁診病求因袁治病求本遥就
是野以人爲本冶袁以病人的野生命爲根本冶遥 根據病人的
病史袁病程袁治療過程袁治療方法袁用藥史曰病症證狀袁
脈象袁舌象袁及精袁氣袁神狀態袁病人及病人家屬對待
疾病與生命的態度袁 綜合判斷院 患者當前主要的症
狀袁主要的病症是什麼钥 孰重钥 孰輕钥 孰危钥 根據病
人的體質袁陰陽袁正邪袁虛實袁也就是根據病人的承受
能力曰先扶住其正氣袁治其危症袁急症袁保住病人的生
命遥 治病的目的袁就是要保住病人的生命袁並延長其
生命遥 這是祖輩先賢野救死扶傷袁治病救人冶的野中醫
醫人冶的基本思想遥

許多醫生認爲院癌症疼痛袁其原因不外乎是院癌
細胞在活動尧心理因素疼痛尧藥源性疼痛袁手術疼痛尧
轉移性疼痛等等遥完全忽視了人與大自然的關係遥中
醫認爲院疼痛則是由於野不通則痛冶遥 當然袁不通的原
因不外乎氣不通袁血不通袁經絡傳導不通袁排泄道不
通袁腫瘤袁癥瘕積聚袁情志不遂渊不通冤袁心理誘導袁等
等遥

然而袁中醫對疼痛的認識袁並不局限于此遥 上面
提到的袁只是內因遥 不僅要按照虛袁實袁寒袁熱袁郁袁蟲
菌袁癥瘕袁損傷等等因素來辨症論治曰還要根據風袁
寒袁暑袁濕等等外因袁及不內外因袁針對患者所表現出
來的各種證狀袁綜合起來辨症判斷袁引起其疼痛的原
因遥其中不可忽視心理因素及其心理污染遥所謂心理
污染袁即院看到其他癌症患者受到疼痛折磨的狀態或
聽見其呻吟袁等等袁都會引起該患者自我感覺袁也疼
痛袁或發燒遥 以及未病之前傳聞的野癌症醫不好冶尧聽
野癌冶袁談野癌冶色變等等遥

診病尧治病袁僅僅局限于患者本身袁往往忽視病
人以外的大自然環境及病人的生活環境與生活習
慣遥 忽視人與自然的關係遥 氣候尧氣壓變化等也會引
起癌症發熱尧疼痛曰飲食不當袁也會發熱尧疼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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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疼痛袁往往伴隨發燒袁或者只疼痛袁不發燒曰
或者因發燒引起疼痛遥 也有只發燒袁不疼痛的袁這是
極個別的遥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袁 到現在2011年袁37年間袁
我們治療過癌症晩期患者數以百計遥 絶大多數都是
西藥導至高燒不退袁疼痛難忍袁極度虛弱袁神情獃滯袁
處于極度絶望狀態的患者遥 他們的共同點袁就是院承
受着過量的不該承受的西藥的傷害遥 詳細瞭解他們
的病史和治療過程袁不難發現院香港尧昆明袁北京袁上
海袁廣州尧海南等地的不同醫院袁對不同的癌症疼痛
患者袁或疼痛伴隨發熱患者袁使用了大量的抗癌藥袁
大同小異的止痛藥袁退燒藥袁以及鎮靜藥袁安眠藥遥 而
大量的抗癌藥袁止痛藥袁退燒藥袁從中醫的理論袁觀點
來看袁它們的藥性大多數都屬於寒涼性質遥 長期大量
使用這一類藥品袁必然導致院血管神經萎縮袁脾胃獃
滯袁食慾減退袁病人中氣下陷袁患者精神不振遥 免疫功
能下降袁神經傳導障礙袁微血管閉縮遥 結果袁呼吸減
慢袁血液循環減速袁局部瘀阻 袁野不通則痛冶遥 若繼續
野以攻爲守冶袁逼寒入骨袁導致野寒極入里冶遥 患者畏寒袁
神情獃滯袁脈象遲緩遥 面黯唇靑遥 舌象院苔垢厚膩袁色
白或黃袁色質淡袁或靑袁或黑曰二便不利曰虛汗袁冷汗不
斷袁皮膚發涼遥 野寒極入骨冶袁如病例二遥

也有這種情况院 一些西醫給癌症患者 野對症治
療冶袁在野化療冶或野放療冶的同時,多種能量藥品組合袁
給患者補充能量袁以扶助患者的正氣遥 願望和出發點
都很好袁可野事與願違冶遥 患者疼痛袁發熱袁煩燥袁面赤袁
雨汗袁口干袁舌糙遥舌質紅袁舌上無苔遥脈疾袁洪尧芤袁小
便赤袁澀袁大便閉袁數日未解遥 這是典型的藥源性野熱
極入里冶遥 渊如病例3尧4冤遥

然而袁許多西藥難以判定它們的院性袁味袁歸經與
走向遥 而且袁 許多西醫不懂也不相信中醫中藥的醫
理袁藥理遥 結果院越治袁病人疼痛越厲害袁發熱越厲害遥
渊如病例1尧2冤遥

無論是野寒極入里冶袁還是野熱極入里冶袁都會給癌
症患者野火上加油冶袁帶來極大的痛苦和傷害遥

正常情况下袁人的體溫是37度遥 患者一旦處於心
理緊張袁疼痛難忍的狀態時袁肌肉袁血管袁神經袁內臟
器官緊縮袁會感到發冷袁體表皮膚封閉起來袁體內原
有的熱量蓄積袁難以發散袁導至體溫越來越高袁往往
超過37度袁甚至40度以上遥 患者時冷時熱袁這就是發
熱或叫作寒熱往來遥 旣有寒極入里袁熱極入里 袁也有
熱入血分袁熱傷經絡袁也有寒傷營衛袁寒凝經絡遥 這些
原因都可以導至氣血不通袁經絡傳導不通遥 導致院癌
症疼痛尧發熱遥

治療原則

針對患者疼痛袁發熱的證狀袁確定治療原則院心
理疏導尧調整心態袁理順氣機曰調理氣血袁藥物扶助袁

扶正祛邪遥 這也就是野中醫醫人冶的原則遥
治療方法

揖1铱療前敎育袁建立良好的醫患關係遥 首先袁讓患
者認識到院腫瘤袁癌症不可怕袁不是不治之症袁是常見
病袁多發病遥 使用中醫袁中藥完全可以治愈腫瘤和癌
症遥 如果患者疼痛袁使用中醫中藥袁止痛遥 若患者發
燒袁使用中醫中藥袁解熱退燒遥 以實實在在的中醫中
藥療效袁讓患者建立起戰勝疾病的信心和勇氣遥 相信
中醫袁使用中藥袁可以避免疼痛袁發燒袁可以治愈癌
症遥 揖2铱對寒重袁濕邪盛袁中氣下陷袁野寒極入里冶型袁首
先袁溫里托陽袁溫中散寒袁扶住正氣曰氣帥血行袁血隨
氣行遥 氣血和暢袁緊張袁抑鬱袁恐懼的心理狀態袁自然
緩解渊如病例2冤遥 揖3铱對濕重熱盛的野熱極入里冶型的
疼痛袁發熱袁重在和解濕熱搏結袁清熱利濕袁化滯潤
腸袁通利二便遥 用野釜底抽薪冶袁內泄實熱渊如病例3尧
4冤遥 揖4铱如果患者時冷時熱袁體溫時高時低曰冷汗不
斷遥診時袁冷汗膩手袁皮膚發涼曰脈象遲袁緩遥當體溫升
高時袁脈緊袁數袁疾袁時沉袁時浮遥 這叫野寒熱往來冶遥 以
和解方劑袁扶正托陽袁解熱化滯袁潤腸通便袁和解之遥
藥到病除遥 揖5铱對熱重濕滯臟腑袁舌質殷紅袁苔垢厚
膩袁發黃袁甚致有裂槽袁苔面不潤曰脈院疾袁弘袁數袁滑遥
這叫野熱入血分袁濕滯臟腑冶遥 以芳香化濕袁通利臟腑袁
解血分之熱的方法袁療之渊如病例1冤遥 揖6铱對氣滯血
瘀袁疼痛發熱曰面黯袁唇紫袁舌質紅袁舌尖袁舌邊有瘀
點袁舌面乾燥曰脈院沉袁澀袁芤袁或促袁或代袁或結遥 這叫
野熱積心胞冶或野熱入心胞冶遥 病人疼痛發熱呻吟難忍遥
重者昏迷遥用活血化瘀袁行氣止痛的方法遥野氣行則血
行冶遥 血行和暢袁熱去痛止遥 揖7铱對痰阻氣道袁濕滯經
絡所致的疼痛袁發熱袁則先順氣化痰袁祛濕疏經通絡遥
濕去熱 除袁野通則不痛冶遥 總而言之袁疼痛袁發熱其原
因和症狀袁因人而異遥 其治療的方法袁也要因人因症
狀和疼痛袁發熱的不同原因袁採取不同的治療方法遥
治療結果

從1974年3月至2011年3月30日袁37年期間袁先後
治療過腫瘤渊癌症冤患者數以百計袁其中疼痛尧發熱93
例遥 類別院肝癌57例曰直腸癌8例尧結腸癌4例尧淋巴癌
骨轉移2例曰鼻咽癌手術感染3例曰肺癌4例曰子宮內膜
纖維癌3例曰子宮肌瘤2例曰頭尧頸尧胸三聯淋巴瘤3例曰
橫丹1例曰腎癌1例尧卵巢癌1例曰乳腺癌2例曰血癌2例遥
沒有成功7例袁佔7.53%袁成功率92.47%遥

結 論
結論院運用中醫中藥袁不僅可以解釋發生癌症疼

痛袁 癌症發熱的原因袁 不僅可以治療或避免癌症疼
痛袁癌症發熱袁而且還可以順利治癌袁治愈癌症袁留住
生命遥 改善癌症病人的生存質量袁延長生存期遥 讓患
者走出癌症陰影袁回到五彩繽紛的世界遥 健康地迎接
朝陽下新的人生浴

內科臨床 249



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淺談中西結合治療病毒性肝炎

李樹清

泉州市180醫院肝病中心

渊論文另附冤

郭爲汀主任醫師袁從事臨床34年袁學驗俱豐袁尤
其是對急尧難尧重症的治療獨闢蹊徑曰注重辯證與辨
病相結合袁結合獨特單驗方或食療袁療效卓著遥 在跟
從郭主任臨床學習過程中袁獲益良多袁現將郭主任取
得顯著療效的部分典型病案淺述如下遥

一尧野將軍芍甘湯冶治療重症胰腺炎

重症急性胰腺炎屬於急性胰腺炎的特殊類型袁
是一種病情險惡尧並發症多尧病死率較高的急腹症袁
佔整個急性胰腺炎的10%~20%遥 死亡率高達17%左
右遥

典型病例院
患者袁林某清袁女袁53歲渊病案號220178冤袁以野急

進性上腹部疼痛5小時冶爲主訴入住我院外科袁行腹
部CT示野1尧慢性膽囊炎尧膽囊內多發結石2尧急性渊重
症冤胰腺炎並周圍滲出及腹膜炎症改變冶遥 血常規示
野WBC22.91伊109/L袁NEU92.9%冶遥 離子鈣野1.67mmol/
L冶遥 血澱粉酶野916U/L冶袁外科診斷爲野急性重症胰腺
炎冶袁給予抑制胃液和胰液的分泌尧抗感染及補液等
治療後袁症狀未見明顯好轉袁因患者要求繼續保守治
療袁故請郭主任會診遥 會診時症見院腹痛尧拒按尧硬如
板狀袁腹脹尧噁心尧嘔吐袁大便數日未解袁舌質紅袁苔黃
厚袁脈弦數遥 考慮其證因熱毒藴結中焦袁腑道不通則
痛遥 宜投清熱通下遥 遂擬將軍芍甘湯加減治療遥

處方院生大黃粉30g渊分三次冲服冤尧生白芍60g尧
生甘草15g尧黃芩10g尧枳實10g尧厚樸15g尧郁金12g尧木
香10g尧建曲15g尧金鈴子10g尧黃連10g尧半夏10g尧北柴
胡10g尧山栀子10g 上藥加水500ml袁煎成250ml曰滓
再300ml袁煎成150ml曰兩次混合袁分3次服遥

外用院芒硝1000克袁裝紗布袋袁外敷上腹部袁24小
時換一次遥

患者用藥1天後袁大便即通袁腹痛得減袁續用3日
後大便稀溏袁每日排便約5-6次袁腹痛症狀明顯緩解袁
遂予將生大黃粉減量爲每日15g渊分三次服冤遥 3日後
復診袁患者已無明顯腹痛袁唯時感輕微腹脹袁遂予前
方去金鈴子尧山栀子袁加生麥谷芽各15g袁焦山楂15g袁
再服1周袁諸症遂息袁血尿澱粉酶尧血常規等各項臨床
理化指標袁均已在正常範圍袁患者病癒出院遥

按院胰屬於脾袁與胃相表里遥 在內傷尧外邪等因素
影響下袁可致脾胃升降功能失司袁肝膽疏泄失常袁進
而可出現胃氣上逆袁腑氣不降則出現腹脹尧便秘袁噁
心尧嘔吐曰肝氣鬱結袁氣滯血淤則出現腹痛難忍曰熱邪
入里袁實熱內盛袁熱結陽明袁可致腑氣不通袁痞滿燥
實曰熱與水或痰濕相搏袁則出現結胸遥 當治以攻里通
下袁清熱泄毒爲主遥 所以將軍芍甘湯重用生大黃袁以
清熱攻里通下袁 輔以芍藥甘草湯酸甘化陰袁 緩急止
痛袁枳實尧厚樸寬中下氣袁黃芩尧黃連尧栀子清熱燥濕袁
柴胡尧郁金尧木香尧金鈴子疏肝利膽尧行氣止痛袁半夏尧
建曲護胃止嘔遥 外用芒硝咸寒袁軟堅散結袁以治結胸遥
全方內服與外用結合袁 共奏清熱通下尧 行氣止痛之
效遥 故沉疴可起遥

二尧野振中湯冶治胃癱

胃癱是腹部手術袁 尤其是胃癌根治術和胰十二
指腸切除術後常見並發症之一袁 是指腹部手術後繼
發的非機械性梗阻因素引起的以胃排空障礙爲主要
徵象的胃動力紊亂綜合徵袁胃癱一旦發生袁常持續數
周甚至更長時間袁目前尙缺乏有效治療方法遥 病人多

郭为汀治疗临床重症病案举隅

吴志平1 李英莲2 田夏阳1 指导院郭为汀1

渊1.福建省晋江市医院袁2.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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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術後數日內停止胃腸減壓尧 進食流質或由流質飲
食改爲半流質飲食後出現上腹飽脹不適尧噁心尧嘔吐
及頑固性呃逆等症狀袁一般疼痛不明顯袁食後吐出大
量胃內容物袁可含有或不含有膽汁袁吐後症狀暫時緩
解遥

典型病例院
患者袁施某可袁男袁72歲渊住院號197521冤袁以野中

腹部疼痛3天冶爲主訴入院遥 行電子胃鏡提示野1.反流
性食管炎渊芋級冤2.慢性淺表性胃炎3.十二指腸球部
變形尧梗阻袁HP渊要冤冶袁外科遂予行十二指腸大部分
切除手術袁術後患者持續腹脹袁每日胃腸減壓抽出胃
液約2000ml袁予腸外營養及西藥多潘立酮尧莫沙必利
等治療2周後仍無明顯好轉袁考慮野胃癱冶袁醫患均焦
急萬分袁邀請郭主任會診袁證見腹脹不適袁面色萎黃尧
消瘦乏力尧少氣懶言袁胃腸減壓抽出大量液體袁大便
數日未解袁舌質淡尧苔薄白袁脈弱遥 四診合參袁其病屬
祖國醫學野痞滿冶範疇袁證因脾氣不足袁健運失司袁胃
失和降袁當治以健脾尧益氣袁和胃尧降逆袁予自擬野振中
湯冶加減院

處方院升麻5g尧柴胡5g尧炒枳殻30g尧制馬錢子粉
0.2-0.3g渊另冲冤尧羌活5g尧高麗參渊或老山參冤6g-10g
炙黃芪30g尧鷄內金15g尧生白朮30g尧炙甘草3g

上藥加水500ml袁煎成250ml曰滓再300ml袁煎成
150ml曰兩次混合袁分3次胃管注入遥

外用院麝香0.3g渊先敷臍中冤袁冰片3g尧丁香3g尧生
葱白30g 共搗爛外敷神闕袁每日更換一次遥

患者用藥2天後周身疲乏尧少氣懶言症狀明顯緩
解袁再服3天袁腹脹症狀明顯減輕袁胃腸減壓管抽出的
液體明顯減少袁可排出少許稀便遥 續用3天袁患者腹脹
症狀消失袁拔除胃管袁可流質飲食袁無嘔吐袁改予正元
湯渊黨參尧茯苓尧白朮尧生黃芪尧淮山冤炖鷄取湯服袁健
脾益氣袁以善其後遥

按院歷代醫家雖無闡述野胃癱冶病名袁但結合其臨
床主症袁考慮其屬野痞滿冶範疇遥 患者術後多氣血受
損袁脾胃失養袁以致健運失司袁胃失和降遥 氣血不足袁
故神疲乏力袁面色蒼白曰脾失健運袁故脘腹脹滿袁胃失
和降故易致噁心尧嘔吐遥 振中湯以高麗參尧炙黃芪尧生
白朮補益脾氣袁升麻尧柴胡與炒枳殻共用袁升降相因袁
使中焦氣機得暢袁且現代藥理學硏究袁枳殻有促進胃
腸蠕動之效袁鷄內金消食健脾袁羌活辛香走竄袁滑利
機關袁可助醒脾遥 馬錢子原爲治療風寒濕痹要藥袁但
是現代藥理學硏究袁其含有硝酸士的寧袁可促進胃腸
平滑肌蠕動遥 外用方麝香尧冰片尧丁香尧葱白均芳香理
氣袁可促進胃腸蠕動遥 全方內服與外治法共用袁使脾
氣得升袁胃氣得降袁樞機得轉袁效如鼓應桴遥

三尧野牛黃清肺湯冶治療重症肺炎
重症肺炎是臨床常見急危重症袁具有預後差尧病

死率高的特點袁而當今世界抗生素濫用情况普遍袁細
菌耐藥情况嚴重袁 西醫藥治療效果欠佳袁 且價格昂
貴袁而運用中醫辯證論治袁沒有野耐藥冶風險袁優勢互
補袁療效顯著遥

典型病例院
蔡某月袁女袁82歲袁以野發熱尧咳嗽尧氣喘尧呼吸困

難3天冶爲主訴在某醫院治療遥 行胸部X線示野右肺多
發 團 片 狀 陰 影 冶袁 血 常 規 示 野WBC23.0 伊109/L,
NEU92%冶袁該院考慮診斷爲野重症肺炎冶袁予超廣譜
抗生素尧免疫球蛋白等治療3天後袁其症狀未見明顯
緩解袁 並出現煩躁不安表現袁 其家屬慕名郭爲汀主
任袁故延請會診遥 會診時症見院高熱袁躁動不安袁咳嗽尧
氣喘袁痰涎壅盛袁色黃袁口干欲飲袁大便3日未解袁小便
黃赤袁舌質紫暗袁苔黃厚膩遥 辯證院痰熱藴肺袁瘀毒互
結袁肺失宣降遥當治以清熱豁痰袁逐瘀解毒遥方擬牛黃
清肺湯遥

處方院人工牛黃3g渊另冲冤尧蜜麻黃10g尧北杏仁
10g尧球蘭葉30g尧魚腥草30g尧三椏苦30g尧生石膏50g尧
浙貝15g尧生大黃粉10g渊分冲冤尧寒水石30g尧黃芩30g尧
生甘草3g尧上藥加水500ml袁煎成250ml曰滓再300ml袁
煎成150ml曰兩次混合袁分3次服曰另用中藥針劑野血必
凈冶50ml+生理鹽水100ml靜脈滴注袁一天1次遥

用藥3天後再診袁患者平靜休息袁熱退袁咳嗽症狀
減輕袁咳痰較前明顯好轉袁大便已通袁但仍訴氣喘袁上
方去大黃粉袁加蘇子15g尧萊菔子15g尧地龍15g袁囑其
再服7日袁血必凈減量爲每次30ml遥 10天後袁患者咳
喘尧咳痰症狀緩解袁但感口干尧神疲乏力尧納差袁舌質
紅尧苔少尧脈沉細袁考慮氣陰不足袁當治以益氣養陰袁
潤肺化痰袁方擬生脈飲合百合固金湯加減院

西洋參15g渊另炖冤尧麥冬15g尧五味子5g尧百合
15g尧川貝6g渊硏粉冤尧桔梗15g尧杏仁10g尧生黃芪30g尧生
甘草3g 上藥加水500ml袁煎成250ml曰滓再300ml袁煎
成150ml曰兩次混合袁分3次服袁每日1劑袁另院燕窩10g尧
銀耳10g尧金線蓮5g另炖服袁每日1次遥 服用5天後袁患
者已無訴明顯不適袁 經復查胸片及相關檢查均在正
常範圍遥

按院患者旣往曾行腎移植手術袁並有高血壓病尧糖
尿病病史袁且年事已高袁故素體虛袁此次發病袁痰熱尧瘀
毒內盛袁當以瀉熱解毒袁暫不予補益藥袁以恐留邪袁故
病初予牛黃清肺湯袁方中人工牛黃清熱解毒袁並輔以
石膏尧黃芩尧魚腥草尧球蘭葉尧三椏苦尧寒水石以助清瀉
肺熱之功袁麻黃尧杏仁可宣降肺氣止咳尧平喘袁地龍亦
有下氣平喘之效袁現代藥理學硏究袁其有擴張支氣管
平滑肌的作用袁浙貝化痰遥 中藥針劑野血必凈冶功可化
瘀解毒遥 諸藥合用袁肺熱可清袁瘀毒得解遥 而經清熱治
療後袁其邪熱已退袁但氣陰已虛袁故改予生脈飲尧百合
固金湯結合食療方潤肺養陰袁以固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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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頭部院百會尧印堂尧太陽穴
1 百會穴

位置院
渊1冤將前發際至後發際分爲十二寸尧距前發際五

寸袁距後發際七寸遥
渊2冤以兩耳尖作直線與頭正中線交會處遥
方式院穴在頭頂袁是足三陽經尧肝經和督脈等多

經之交會處袁用手指作單點按壓決酸脹即可袁每次按
壓5分鐘遥

功效院潜肝陽袁升陽氣遥治驚悸尧健忘尧目眩遥本穴
亦可治療痔瘡脫肛遥
2 印堂穴

位置院兩眉頭連線的中點
方式院食指出鼎間向下推按袁隨時可按摩遥
功效院鎮靜清神 治失眠 頭暈頭痛

3 太陽穴

位置院于眉尾及日外皆的連線中點 向外三寸的
凹陷中

方式院以手拇指作定點旋轉式按壓 每次三分鐘
功效院清熱止痛 治頭脹痛 日干澀 失眠

二尧上肢院台谷尧內關尧神門

1 合谷穴

位置院以手平伸袁第1尧2掌骨之間呈山谷樣凹陷
方式院搯住穴位向食指側按袁覺廢脹難忍處是穴
功效院鎮痛安神袁治神經衰弱袁木穴爲全身反應

最大刺激點袁爲回腸九針之一袁臨床上常作爲暈針時
解穴用遥
2 內關穴

位置院從腕橫紋上量二寸一位橈骨尧尺骨及兩筋
之間

方式院取穴時袁握拳袁在兩筋之間凹陷明顯處袁以
側手指壓放方式向下推按

功效院清包絡袁疏三焦袁定神和胃袁寬胸理氣袁治
心痛尧心驚尧胸脹袁本穴爲八法交會穴之一袁通陰維
脈遥 本穴又爲心包經之絡穴袁強心作用強
3 神門穴

位置院掌後腕骨與尺骨相接處袁內側凹側中袁皮
下五分袁在尺側屈腕肌腱與屈指淺肌之間遥

方式院仰掌袁以令袁手拇指作按壓袁早晩各15分
鐘遥

功效院爲手少陰心經的兪穴袁心神出入之門戶袁
有鎮定安神袁寧心通絡的功用袁治健忘尧心煩尧失眠遥
常配內關尧三陰交遥
三尧下肢院太行尧豐隆尧血海尧三陰交尧太谿尧足三裡

1 太陽穴

位置院從是大趾外側袁指縫上二寸間遥
方式院正坐或臥袁從大趾與次指之間袁循縫往上袁

循壓至盡處
功效院清肝火尧蔬泄濕熱袁治胸骨滿心尧腹滿尧治

頭脹痛尧頭暈尧目眩等遥
2 豐隆穴

位置院 從膝膕至跗長十六寸袁 穴當膝至踝之中
點遥

方式院正從垂足袁從胃經犢鼻穴往下量取八寸是
條口穴袁再從條門往外側橫量一寸袁當腓骨之外緣是
穴遥

功效院可理脾胃袁清降痰濁袁治憂鬱症者舌苔白
厚痰多尧頭眩暈尧失眠等遥
3 血海穴

位置院膝蓋骨內上緣
方式院正坐垂足屈膝袁以右掌心按住病人左膝蓋

骨袁四指併攏與拇指儘量張開遥
拇指所到之處是穴遥

功效院本穴能治各種血症袁調血清血袁尤其憂鬱
證久病有療證者
4 三陰交穴

位置院正坐垂足或仰臥袁在脛骨後緣袁由內踝往
上量三寸

方式院以手指或 辕用筷子作按壓每次5分鐘遥
功效院爲脾尧肝尧腎三陰經之交會穴袁可補脾胃袁

通經活絡袁調和氣血作用調整內分沁功能遥
5 太谿穴

位置院內踝與跟腱的凹陷中
方式院內踝後五分尧跟骨上動脈袁與外踝後之崑

崙穴相對袁可用拇指與食指作同時按壓遥
功效院益腎清虛熱尧健腰膝尧治咽干尧耳鳴尧月經

不調尧失眠尧遺精陰萎尧頻尿尧腰酸痛遥 常配合神門尧三
陰交同用治失眠遥 調節內臟可補可瀉袁爲回陽九針之
一遥
6 足三裡穴

中醫治療憂鬱證的穴位推拿法

台灣中醫藥研究委員會 吳炳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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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前言
腋黏連性肩關節關節囊炎夜有許多不同的稱呼,最

常稱此病爲五十肩與冰凍肩, 又可稱爲肩關節周圍
炎尧凝肩尧漏肩風尧肩痹等袁多見于50歲左右者袁故俗
稱腋五十肩夜遥 女多于男袁右側較左側多見袁由肩關節
附近的肌腱炎或黏液囊炎開始袁 因肌肉發炎感到疼
痛袁害怕疼痛導致不敢動到肩關節袁逐漸使關節沾沾
攀縮袁肩關節活動功能障礙袁症狀爲肩關節各方向活
動功能受限制袁尤以外展尧外旋尧後伸功能及背手動
作困難袁 病患症狀表現通常爲無法高攀過肩袁 或活
動尧高舉時候肩部疼痛袁使日常生活有許多不便袁如
拿高處物品尧搭車尧曬衣尧梳頭尧穿衣服等動作袁還會
影響到睡姿袁 是一種嚴重影響日常生活的中老年人
關節疾病遥

二尧病因病理

五十肩的病因病理還不十分清楚袁 目前主要有
以下幾種觀點院

1.肩部慢性勞損院是最常見的病因袁因肩關節是
全身活動範圍最大的關節袁並且活動頻繁遥

2.老化體衰或勞累過度院中國醫學認爲老化體衰
或勞累過度導致肝腎不足袁缺血虛弱尧筋失濡養袁局
部感受風寒濕邪袁 致使氣血凝滯尧 筋脈不通拘急所
致遥

3.感受風寒溫邪院睡眠時肩部露出受風邪入侵袁

或臥于潮濕的地方袁天氣變寒未加披衣保暖袁導致氣
血受阻尧經絡不能所致遥

4.肩關節活動牌保護性限制院當其他關節疾病袁
如上肢股折尧肌腱炎尧肩峰下滑囊炎等袁患者爲了減
少疼痛袁使關節活動處于保護性的限制袁或長期固定
狀態袁以關節活動減少袁造成應用硏究關節黏連遥

5.急性損傷院肩部四周組織受到損害袁未及時治
療不當造成患處沾黏袁日後形成關節黏連遥

6.內分泌機能失調院年齡超過50歲袁內分泌較爲
不同袁會使體內組織學變化袁如組織脫水尧纖維化尧關
節僵硬粘黏和鈣化遥

7.頭椎疾病院頭椎間孔的改變壓迫脊神經袁造成
肩部周圍組織神經營養供應障礙遥 五十肩有三種類
型袁爲假性五十肩尧原發性五十肩尧次發性五十肩袁假
性五十肩渊Pseudo frozen shoulder冤X光檢查和關節造
影是正常的袁顯示肩部骨頭和關節囊沒有病變袁鼓勵
病人肩部運動袁 可得快速良好結果遥 原發性五十肩
渊Primary frozen shoulder冤的關節造影顯示關節囊明
顯收縮和容積變小袁尤其以腋下隱窩爲最袁利用關節
鏡可發現民炎肥大的滑膜絨毛尧關節腔內的粘黏袁以
關節鏡裂斷術治療之遥 次發性五十肩渊Secondary
frozen shoulder冤 是由於肩部的其他病變引起僵硬症
狀袁 鈣化性肌分健炎和肩旋轉肌腱板破裂是次發性
的兩大主因遥

野五十肩冶治療

嘉義市國武術會 吳保興渊台灣冤

針灸推拿

位置院位于下肢袁膝下3寸
方式院正坐垂足袁先取犢鼻穴袁再從脛骨頭之上

緣延脛骨往下用自己橫排四指寬即是三寸遥 掐住穴
位袁令抬足尖必覺後眠麻往下直遠腳背遥

功效院理脾胃尧調中氣尧通調經絡氣血尧扶正培
元袁治消化不良尧失眠等尧配內關尧中脘尧治胸悶及食
慾不振遥

四身體院期門尧中脘尧關元尧氣海旺兪尧膈兪尧腎兪
1 期門穴

位置院乳頭直下 第六肋間隙中尧
方式院手心搓熱 往下遁肝經絡作按摩
功效院人體十二經氣血之運作袁從肺經雲門穴開

始袁最後進入肝經的期門穴袁循環無端袁周而復始袁本
穴可以疏肝健脾和胃袁凡憂鬱症患者袁常見情緒不穩
定時袁 就伴隨脅肋脹痛或出現腸胃不適症候者均適

用遥
2 中腕穴

位置院臍上四寸,居胸骨劍突與肝臍直線之中點遥
方式院 心手指作上下推按的方式亦可用熱敷袋作熱
敷袁但要防過熱燙傷遥

功效院和胃化濕袁理中焦遥 治腹脹滿袁胃脘痛遥 本
穴爲手太陽尧手少陽尧足陽明與任脈之會穴袁亦爲胃
之募穴袁也是八會穴中的腑會穴遥 是治療憂鬱症患者
伴有飲食失節脾胃疾患最常用之穴道遥 本穴亦爲回
陽九針之一遥
3 關元穴

位置院爲關藏人身元氣之處遥 位于臍下三寸遥
方式院以手掌心搓熱推按法袁推按之前宜先排尿袁早
晩按摩10分鐘遥

功效院培腎固本袁補氣回陽袁祛除寒濕陰冷袁保健
渊下轉215頁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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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肩根據不同病理過程袁可分爲急性期尧黏連
期和緩解期院

1.急性期院病程約1個月袁症狀以疼痛爲主袁關節
活動受限較輕袁 活動受限主要是由於疼痛引起肌肉
痙攀袁韌帶尧關節囊攀縮所造成遥 如果此期積極治療袁
可直接進入緩解期遥

2.黏連期院病程紙2~3個月袁症狀以爲關節活動
嚴重受限爲主袁而疼痛有所減輕袁由於肩關節廣泛性
黏連的加重袁爲關節活動範圍越來越小遥

3.緩解期院病程約2~3個月袁又稱恢復期袁肩部疼
痛漸消袁肌肉痙攀尧韌帶攀縮緩和袁組織之間的黏連
逐漸消除袁肩關節的功能也逐漸恢復正常遥 如果早期
發現早期治療袁則可由急性期直接到緩解期袁免去黏
連期造成日常生活諸多困擾遥

三尧臨床辯證
一般五十肩患者肩部疼痛袁 會伴隨出現下列症

狀院
1.肩關節周圍有廣泛的壓痛點袁可見于肩峰下袁

大結節尧小結節尧結節間溝尧肩後部和喙突等處遥
2.肩關節各方向活動功能受限明顯袁尤以外展尧

旋外尧後仲功能及背手動作困難遥
3.醫者用一手觸摸爲胛骨下角袁另一手將患局外

展袁 感到肩胛骨隨之向外運動袁 證明爲節減已有黏
連遥

4.患者肩部疼痛袁無法梳頭尧穿脫衣服尧系腰帶
等袁影響生活起居遥

5.早晨起床肩節減疼痛袁輕度活動後疼痛反而減
輕遥

6.病程較長者袁肩肌肉出現萎縮袁尤以三角肌萎
縮最爲明顯遥

7.疼痛緩慢開始袁後逐漸加重袁爲鈍痛或刀割樣
痛袁可向上臂尧前臂尧頭尧肩部放射遥

8.X光檢查一般無異常遥
9.後期可出現骨質疏鬆尧肌腱鈣化尧大結節處有

密度增高的陰影尧關節間隙變窄或增生等現象遥
正常的肩關節活動度前屈0~180度尧 後伸0~60

度尧內收0~50度尧外展0~180度尧內轉0~90度尧外轉0~
90度爲正常活動度數範圍袁 如果肩關節無法達到此
活動標準袁而且肩部關節沾黏袁幾乎可以判斷爲五十
肩遥 依照肩部沾黏嚴重程度可分爲三級袁一級發病約
一周內袁患者手抬高會痛袁手可與身體成一直線袁但
頭頂的東西無法拿取袁睡覺時患處有異常的感覺曰二
級發病約一周至三月袁患者手舉的角度受限袁睡覺時
患處會痛袁洗澡還可以袁但已無法扣胸衣曰三級發病
約三至六月袁 手已無法梳後腦部的頭髮袁 洗到背部
等袁無法安睡袁也無法拿高處的東西遥

四尧臨床治療

治療原則急性期爲疏筋活血尧通絡止痛尧消腫消
炎袁採冰敷消腫袁貼敷靑草膏袁手法要非常輕柔袁過重
導致損傷使黏連加重遥 黏連期爲松解黏連尧 滑利關
節袁採熱敷按摩袁旋轉關節松解連法袁可採用之治療
手法非常多袁如滾法尧按法尧按揉法尧拿法尧搖法尧搓
法袁抖法等袁患者可採坐姿尧俯臥或健側側臥位各種
姿勢袁便利施術者皆可遥 緩解期爲榮筋通絡袁治療以
舒緩柔筋手法袁活化肩周圍組織遥 五十肩早期如能持
續自我復健袁有利症狀之緩解袁並且促進早日康復袁
常用方法有彎腰繞圈運動袁患者可以選擇其中幾種袁
持之以恆袁相信有不錯的效果遥

外科治療

五十肩治療的方法袁 除了以上介紹之治療方式
三個月無效的話袁 可考慮用針刀或外科開刀清除黏
連袁 外科手術治療法有肩峰切除術渊Acromionecto鄄
my冤尧肩峰整型術渊Acromioplasty冤尧前方肩峰切骨術
渊Anterior acromionectomy冤尧 肩峰截骨外移術渊Proxi鄄
mal advancemnet of the acromion冤袁但是肩峰切除術
往往引起三角肌之萎縮無力袁現已很少人採用曰肩峰
整型術術是將前方肩峰下方之骨及骨疣切除袁 是目
前最被廣泛使用的方法曰 前方肩峰切除術可有效的
減壓又不影響三角肌之功能袁値得推廣袁肩峰截骨外
移術變經證明爲另一有效的新治療方法袁 有待進一
步之觀察遥 五十肩患者是因疼痛而引起活動障礙袁其
疼痛的閾値因感覺刺激或是心理暗示有大幅度的變
化袁心理訓練的目的是提高患者的疼痛閾値袁含有自
我暗示訓練尧想像訓練尧放鬆訓練尧集中注意力訓練袁
五十肩患者自我訓練袁常因爲疼痛而執行成效不佳袁
輔以心理訓練袁促進康復過程遥

五尧個案討論
個人曾診治五十肩病患後袁 得到其平均年齡爲

58.2歲袁男性4名袁女性6名袁皆爲一個月以上的肩膀疼
痛與僵硬袁主動或被動活動受限10度以上袁針灸治療
取條口透承山方式袁 病患的肩部外展活動度立即可
以有所改善袁其手臂抬高的程度也可以立即改善遥

六尧結語

要使五十肩徹底的根除袁 一定要有正確而完整
的診斷袁減低早期疼痛尧整體性的復健運動袁維持肩
胛骨的穩定袁規律性的運動袁內部組織復健袁旋轉肌
群練習袁除了藥物袁針灸治療之外袁自我復健是極重
要的治療袁傳統中醫傷科的治療是被動式的復健袁用
環狀搖肩法袁上肢被動後扳法袁協助肩關節外展尧高
舉袁自我復健運動如鐘襬運動尧手臂爬墻運動袁皆可
改善關節活動度袁訓練患側肌肉的力量袁讓復健效果
更好袁還要避免肩膀的過度操勞袁給予肩膀適當的休
息袁尤其是嚴重的五十肩患者袁精確的診斷配合積極
的復健袁才能根除嚴重頑固性的五十肩遥

254



筆者于2007年11月30日參加泉州市科協第七屆
年會分會場要要要野首屆海內外張永樹敎授學術經驗
硏討會冶袁會上袁對張永樹敎授野養陽育陰袁通調督任袁
灸刺並重袁針藥結合冶的學術思想很感興趣袁深受啓
發遥 以野養陽育陰冶理論作指導袁結合臨床實踐袁創立
一套野養陽育陰冶灸療法袁治療多種病症遥 3年來袁接受
野養陽育陰冶灸療法100例袁療效滿意袁現報道如下遥
1 灸寶箱製作

用防火木板製作長16厘米尧寬10厘米尧高12厘米
盒子袁在盒子底部3厘米處夾一層平坦的密鐵絲網遥
2 灸材料製作

淤將21厘米長渊重量25g冤的質量好的艾條剪成6
段袁1段約長3.0耀3.5厘米遥

于上等的生薑切片袁長8耀9厘米尧寬3耀4厘米尧厚2
毫米的薑片5耀6片遥
3 野養陽育陰冶灸處方

淤大椎尧身柱尧定喘尧大杼尧風門尧肺兪尧闕陰兪尧
下脘寅關元尧商曲寅大赫尧太乙寅歸來遥 用于治療過
敏性哮喘尧過敏性鼻炎尧易感尧頑固性面癱尧頸椎病尧
痛風等遥

于命門尧脊中尧脾兪尧胃兪尧三焦兪尧腎兪尧氣海
兪尧下脘寅中極尧商曲寅大赫尧太乙寅歸來遥 用于治療
閉經尧胃腸功能紊亂尧痛經尧失眠尧盆腔炎尧抑鬱症等遥

盂命門尧腰陽關尧三焦兪尧腎兪尧氣海兪尧關元兪尧
下脘寅中極尧商曲寅大赫尧太乙寅歸來遥 用于治療腰
椎病尧關節炎等遥

此外袁臨床上靈活運用腧穴袁根據病症配合針刺
治療遥
4 野養陽育陰冶灸操作

淤先灸背部院患者俯臥位袁暴露施灸部位袁以督
脈爲中心貼薑片袁形成一片面積約135平方厘米耀160
平方厘米的姜面袁把灸寶箱放置姜面上袁點燃3段艾
條袁放置箱內中間即在督脈上方袁蓋上蓋子袁留一條
約1厘米的縫隙通氣袁大約30分鐘燒完遥

于再灸腹部院患者仰臥位袁暴露施灸部位袁以任
脈爲中心貼薑片袁形成一片面積約135平方厘米耀160
平方厘米的姜面袁把灸寶箱放置姜面上袁點燃3段艾
條袁放置箱內中間即在任脈上方袁蓋上蓋子袁留一條
約1厘米的縫隙通氣袁大約30分鐘燒完遥
5 灸的劑量

淤一次灸量院 根據患者年齡的大小或病情的不
同袁給予不同的灸量遥 上述6段是成人正常灸量25g袁
小孩酌情減量袁寒症酌情增量遥

于療程灸量院每周灸一次袁3次爲一個療程曰或10
天灸一次袁3次爲一個療程曰或三伏天時袁初伏尧中伏尧
末伏3次爲一個療程曰或三九天時袁一九尧二九尧三九3
次爲一個療程遥
6 典型病例

淤繼發性閉經5年
郭某袁女袁31歲袁職員袁患閉經5年遥 10年前定居國

外袁因工作壓力大袁抑鬱袁經常性嘔吐袁生子後月經稀
少至經閉遥 各項檢查提示院胃炎尧胃下垂尧黃體生成素
低於正常値袁 其他項目正常遥 經過一年的中西藥治
療袁未見好轉遥 就診時見神疲肢倦尧面色無華尧萎黃羸
瘦尧毛髮脫落尧飯後嘔吐袁舌質淡紅袁苔薄白袁脈沉弱袁
身高1.68米袁體重38公斤袁腹部肚臍眼消失遥 第1療程
于2009年初伏袁取野養陽育陰冶灸處方袁配合針刺耳
穴院肝尧腎尧脾尧胃曰體針院足三里尧三陰交尧太冲遥 針灸
後即感胃脘舒適遥第2療程開始每周灸一次遥第3個療
程開始袁取野養陽育陰冶灸處方遥 6個療程後袁患者面色
紅潤袁飲食正常袁體重增加5公斤袁肚臍眼開始現出遥
10個療程後袁肚臍眼恢復原狀袁每次灸完袁見肚臍眼
盛滿姜汁袁好似美酒一杯遥 第12個療程開始袁針刺加
配耳穴院子宮尧卵巢遥 22個療程後袁月經來潮袁色暗量
少袁5天結束遥 23個療程後袁月經按時來潮袁色量正常袁
經期正常袁無腹痛遥 近日隨訪袁已懷孕遥

揖按铱 閉經之證袁有虛實之別遥 本證開始爲抑鬱
導致肝失條達袁繼則損傷脾胃袁氣血生化無源袁氣血
虧虛袁經脈失養袁冲任受損袁血海空虛閉經遥 故取野養
陽育陰冶灸療法袁配合針刺袁以通調督任袁培補元氣袁
調理肝尧脾尧腎尧冲任尧氣血功能袁使血生有源袁精血互
生袁冲任充盈袁血海滿盈袁胞脈通暢袁則經水自行袁故
獲痊癒遥

于過敏性哮喘20年
林某袁男袁68歲袁退休幹部袁患過敏性哮喘20年袁

伴有高血壓尧糖尿病遥 平時易患感冒袁感冒即喘袁喘即
住院袁冬天加重袁夏天禁用電風扇及空調遥 就診時見
氣怯聲低尧胸悶尧面潮紅尧口干尧畏風尧痰吐稀薄尧尿
頻尧舌淡苔白尧脈弱遥 恰逢2008年三伏天時袁取野養陽
育陰冶灸處方大椎尧身柱尧定喘尧風門尧肺兪針刺袁起針

野養陽育陰冶灸法臨床運用體會

戴秀萍1 指導院張永樹2

渊1福清融城戴秀萍中醫診所 350300曰 2泉州市中醫院 3620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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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施灸袁配針耳穴院神門尧肺尧肝尧腎尧脾曰體針院足三
里尧三陰交尧豐隆尧太冲遥 灸後感冒減少袁哮喘明顯減
輕袁此後沒有因哮喘而住院遥 經過2個療程渊2008年尧
2009年的三伏天冤 後袁2010年的夏天就與正常人一
樣袁可以享受空調袁哮喘沒有發作袁血壓尧血糖穩定遥

揖按铱 哮喘之證袁無論是發作期與緩解期袁總有
虛實夾雜遥 本證經常性發作20年病史袁爲虛證爲主尧
虛中夾實的病證遥 治療時予以攻補兼施袁故取野養陽
育陰冶灸療法袁配合針刺袁以通調督任袁培補元氣袁調
理肺尧脾尧腎尧肝等臟腑功能袁達到補肺益氣養陰尧健
脾利濕化痰尧補腎固陽納氣尧理氣活血滌痰的效果袁
再配合日常生活起居飲食保養袁故獲效甚捷遥

盂過敏性鼻炎7年
施某袁男袁14歲袁學生袁患過敏性鼻炎7年袁長期藥

物治療已經失效遥 嚴重的噴嚏尧流涕尧鼻塞袁影響了患
者的學習和生活遥 就診時2010年9月4日袁見神疲尧頭
昏尧記憶力衰退尧鼻部皮膚潮紅尧肥大袁舌淡苔白袁脈
滑遥 取野養陽育陰冶灸處方大椎尧身柱尧風門尧肺兪針
刺袁起針後施灸袁配合針刺四關遥 治療一次袁患者即感
明顯好轉袁症狀明顯減輕遥 每周治療一次袁治療3次袁
症狀消失遥治療3個療程袁痊癒遥應學生要求袁鞏固3個
療程遥 在鞏固治療期間袁11月下旬的一次寒流刺激袁
症狀復發袁較輕袁經治療症狀控制曰12月中旬再次強
寒流刺激袁無復發遥 隨訪6個月未復發遥

揖按铱 過敏性鼻炎又稱變態反應性鼻炎袁有常年
性和季節性之分袁由不同的過敏源所致遥 祖國醫學稱
野鼻鼽冶袁認爲發病外因多爲風寒之邪侵襲袁內因爲臟
腑功能失調袁主要是肺脾腎三臟虛損袁亦有肺尧胃火
熱而發病遥 本證爲常年性鼻炎袁臟腑功能失調遥 故取
野養陽育陰冶灸療法袁配合針刺袁以通調督任袁培補元
氣袁調理肺尧脾尧腎三臟功能袁達到溫補肺脾尧疏散風
寒尧健脾祛濕尧化濁通竅尧補腎固本尧扶元益氣效果遥
實踐證明袁本病症狀緩解後袁經過一段時間鞏固療效
的治療完全可以達到不復發的效果曰 即便因爲強寒
流的刺激産生輕度的發作袁 經治療也能很快得以控
制遥
7 體 會

全國名老中醫張永樹敎授野養陽育陰冶學術思想
獨具特色遥 筆者運用野養陽育陰冶理論作指導袁在傳統
單穴施灸的基礎上袁 擴大了施灸經穴袁 增加施灸劑
量袁延長施灸時間袁用于臨床尧三伏天和三九天曰並根

據患者不同的年齡尧不同的病證袁選擇不同的灸處方
和灸劑量袁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療效遥 尤其對某些疑難
病袁不僅提高療效袁而且鞏固療效遥

從3個野養陽育陰冶灸處方中看出袁涉及的經脈有
督脈尧任脈尧足太陽膀胱經尧足少陰腎經和足陽明胃
經袁它們擴大了陰陽經之間的相互聯繫袁同時産生作
用遥 姜袁溫經散寒袁通經活絡曰艾袁強壯元陽袁溫通經
脈袁宣理氣血袁溫中逐冷袁除濕開郁袁生肌安胎袁回陽
救逆遥 現代藥理學硏究證實袁艾葉的主要成份爲揮發
油袁具有抑菌尧抗病毒尧平喘尧鎮咳尧祛痰尧抗過敏尧止
血尧抗凝血尧增強免疫尧護肝利膽尧解熱鎮靜尧降壓等
多方面的作用遥 野養陽育陰冶灸療法袁就是在經尧穴尧
姜尧 艾四者的共同作用下袁 完成了臟腑經絡功能調
和袁氣血運行通暢袁陰陽動態平衡的過程袁從而達到
了整體調節遥

從現代醫學角度對典型病例淤分析袁 健康婦女
到了性成熟期袁卵巢尧子宮及整個生殖系統都進行着
周期性變化遥 在大腦皮層調節下袁 丘腦下部要腦垂
體要卵巢三者相互作用袁控制着月經周期的變化遥 精
神神經因素如驚恐尧嚴重創傷刺激袁也可導致丘腦下
部性閉經袁腦垂體釋放的黃體生成素減少袁促使卵巢
功能早衰遥 患者經過一年多的灸療袁第一個變化袁野強
食生肉冶袁即胃腸功能改善袁腹部肌肉豐滿渊叶靈樞經曳
曰院野灸則強食生肉冶冤曰第二個變化袁月經正常袁再次
懷孕遥 可見袁野養陽育陰冶灸法完全可以改善大腦皮層
調節功能袁 改善丘腦下部要腦垂體要卵巢之間的相
互關係袁使三者在相互影響尧相互制約中維持着動態
平衡遥

從接受野養陽育陰冶灸療法100例中過敏性鼻炎
佔33例分析袁年齡最大67歲袁最小6歲袁病程最長20
年袁最短2年遥 治療1個療程顯效渊症狀改善50%以上冤
23例袁佔70%曰好轉渊症狀改善50%以下冤8例袁佔24%曰
無效2例袁佔6%遥 其中治療1次症狀完全消失維持時
間1耀3天者15例袁2耀4天復發時症狀減輕遥可見袁維持1
天者袁可以每天治療一次曰維持3天者袁可以3天治療
一次袁只要維持足夠的灸量袁就能鞏固療效袁這個想
法有待臨床進一步探索遥

從野養陽育陰冶灸與單穴施灸比較袁野養陽育陰冶
灸的溫熱刺激與姜汁滲透都非常均匀袁 而且擴大了
治療範圍袁加強治療作用袁鞏固治療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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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症是泛指人體皮尧肉尧筋尧骨尧脈和臟腑病變時

引起疼痛的症狀遥 痛症是臨床上最最常見的多發病袁
也是治療較爲棘手的病症遥 痛症的治療方法很多袁尤
其是外治法袁例如袁針灸尧推拿尧膏貼尧藥物外敷尧薰
洗尧拔罐尧刮疹尧小針刀尧封閉尧理療尧蜂療以及神徑阻
滯法等等袁其療效各有千秋遥 筆者通過針灸尧推拿臨
床的長期實踐硏究袁 並進一步證實了中醫有關疾病
由其內必反應其外的痛症體現與理會遥 運用野以穴測
痛袁以痛定穴冶方法袁基本上能準確發現痛症的病位袁
並能準確測到敏感的壓痛點袁按此定位取穴袁能使針
刺與推拿直達病位袁氣至病所袁方能提高針灸與推拿
的療效遥

野以痛爲兪冶 本是針刺最原始最有效的選穴方
法袁它是從實踐中發展和積累起來的成熟經驗遥 所謂
原始是指早在針刺前身要砭石時代就採用了 野以痛
爲兪冶的選穴方法袁而創造了十四經脈尧經穴遥 也正是
這最有效的野以痛爲兪冶是直達病位袁氣至病所袁每每
效如桴鼓尧應手而愈遥 因此袁野以痛爲兪冶的選穴方法袁
是各種痛症最佳的選穴法袁 對於能否眞能選準在敏
感的病點上袁以及爲確切的病位上袁還不是很容易之
事遥 因爲各種痛症袁一般均憑患者主訴袁而患者主訴
往往又不是十分的具體與準確遥 尤其是深部的肌肉尧
筋膜尧骨膜尧內臟等疼痛呈瀰漫性和向四周放射的傾
向就更難定位痛點袁 在臨床上最爲常見與難確定的
例如手腕強度內旋導致尺側伸腕肌腱損傷袁 此時患
者一般情况尙可袁但遇擰毛巾尧手腕負重時袁尺腕關
節處疼痛袁卻無法指出疼痛的具體定位袁又如慢性腰
肌勞損患者的腰部深處疼痛渊隱痛冤袁病人也無法指
出痛位袁往往吿之醫者袁整個腰痛袁痛無定處遥 諸如此
類病人是很難發現敏感的痛點和確切的病位袁 如果
這時我們能憑着多年來的臨床經驗採用野以穴測痛冶
就較爲容易發現敏感的痛點袁因爲野兪穴冶大部份是
人體發生病變時反映到體表的疼痛尧酸脹尧麻木等敏

感點袁 也正是在長期以來被人們所發現並且反復實
踐得以證實的部位遥

野以痛定穴冶也同樣如此袁在發現痛症的病位後袁
再在病痛的範圍內進一步去探尋敏感的痛點遥 因爲
同一痛症袁 雖有相似疼痛點部位的規律袁 但由於病
因尧病機尧病位的不完全相同袁仍有可能反映出不完
全相同的敏感痛點位置遥 在多年的針灸尧推拿臨床工
作中袁始終以十四經脈袁經穴爲主導袁野以痛爲兪冶視
爲重點袁精心摸索袁細心觀察患者體表肌群尧 筋膜尧
骨骼正常與不正常的差別所在袁 並總結出規律來找
出準確的最敏感的痛點袁是我們從事針灸尧推拿大夫
的關鍵所在遥 往往通過在此野以痛爲兪冶的兪穴上施
法袁也都能使痛症得以緩解與消失遥 臨床上大量痛症
病人痊癒的增多袁我們對野以痛爲兪冶的興趣大大增
加袁然而又發現袁痛點在不同肌體位置袁卻導制了我
們針刺方向袁推拿手法的施展方向深度尧力度有所改
變袁療效有所提高遥 並逐漸形成尋找痛點與治療痛症
的規律性遥 如何找到最敏感的痛點袁準確是治療效果
的關鍵遥 這就需要在臨床中靈活變通袁在穴位上下左
右逐一移動袁仔細檢查確定袁實踐尧總結尧再實踐尧再
總結袁日積月累就比較容易了遥 由此看來野以痛爲兪冶
對我們臨床上的針灸推拿大夫尤爲重要袁 也是臨床
上治療痛症取得較好療效的關鍵所在遥

渊作者簡介院陶學成尧男尧58歲遥 高師帶徒三年袁並取得省

中醫管理局頒發出師證書遥後入上海中醫學院尧河北中醫學院

學習遥現任全國傳統醫學手法硏究會常務理事尧中國針灸學會

會員尧安徽省推拿專業委員會理事兼秘書長袁現在安徽省委醫

院副主任醫師袁受聘安徽省中醫學院野國醫堂冶客座專家門診遥
先後主編 叶家庭推拿醫療圖解曳尧叶頸肩腰膝自我按摩與導引曳
等專著袁全國發行袁獲省科技成果三等奬遥 硏製TW多功能中

藥燻蒸床袁 獲國家專利袁 發表論文刋登50多篇遥 聯繫電話院
2607855渊宅冤13856932280渊手機冤曰地址院安徽省委大院高層A
樓1504室曰郵編230001曰電子郵箱院45317541@QQ.com冤

野以痛爲兪冶是針灸尧推拿臨床治療痛症的關鍵所在

陶學成

渊安徽省委醫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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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八字針法就是以皮下尧定向尧陰陽尧補瀉八
個字爲概括的袁通過筆者40年針灸臨床驗證獨創的尧
專門用于治療中風後遺症的一種針灸界前所未有的
特殊針法遥 它是在古代針灸學皮部理論尧留針法尧以
及近代埋針法尧埋線法的基礎上袁依據祖國醫學陰陽
學説尧針灸補瀉手法尧經絡學説尧動態平衡學説以及
體壁內臟相關論發展而來遥 近年來袁筆者採用八字針
法袁臨床治療中風後上肢軟癱患者100例袁療效可靠袁
現報道如下遥
1 一般資料

100例患者中袁男68例袁女32例曰年齡最小者46
歲袁最大者78歲袁平均年齡56歲曰病程最短者14天袁最
長者1年袁平均6個月曰高血壓性腦出血引起者20例袁
腦血栓形成引起者66例袁腦栓塞引起者8例袁腔隙性
腦梗死引起者6例曰伴有高血壓者71例袁高膽固醇者
48例袁高甘油三酯者21例袁血清總膽固醇和甘油三酯
均高者31例曰上肢肌力0級者78例袁1級者10例袁2級者
12例遥 以上所有病例均符合叶西醫診斷學基礎曳的診
斷標準遥
2 治療方法

2.1 八字針法院即皮下尧定向尧陰陽尧補瀉八個字爲綱
領的一種特殊針法遥
2.1.1 皮下就是在肩關節尧肘關節尧腕關節下方1原6cm
處的陰陽兩側的中線上任取一點爲阿是穴遥 呈300的
角度斜刺進針袁 當針體進入到脂肪層與肌肉層之間
時停下來袁 然後採用捻轉補瀉手法袁 補瀉後即可取
針遥
2.1.2 定向即針尖進入皮下時呈向心性袁針尖朝着關
節的方向斜刺進針的一種手法遥
2.1.3 陰陽即同一上肢陰經的一側爲陰袁陽經的一側
爲陽遥 同一機體袁患側上肢爲陰袁健側上肢爲陽遥
2.1.4 補瀉就是採用捻轉補瀉手法袁即拇指向前順時
針方向捻4份袁向後逆時針方向退一份爲補袁拇指向
後逆時針方向捻4份袁向前順時針方向捻1份爲瀉遥
2.2 取穴

健側取肩骨禺尧曲池尧合谷三穴曰患側取肩骨禺尧
曲池尧合谷尧手心尧內關尧外關尧以及患側的6個皮下定
向穴渊即肩關節尧肘關節尧腕關節下方1原6cm處的陰陽
兩側各取一穴冤遥

2.3 針法
先刺健側的肩骨禺 尧曲池尧合谷三個穴位袁直刺

用瀉法遥 再刺患側的肩骨禺尧曲池尧合谷尧手心尧內關尧
外關六穴袁直刺用補法遥 患側陰陽兩側的6個皮下定
向穴袁斜刺用補法遥 刺入補瀉後袁迅速拔針袁不留針遥
2.4 療程

每日一次袁連刺7次爲一療程遥 療程與療程之間
間隔5日袁一般針刺2個療程遥
3 療效觀察

3.1 療效判定標準
0級院爲完全性癱瘓袁肌力完全喪失袁無肌肉收

縮遥 1級院見肌肉輕微收縮袁但無動作遥 2級院肢體可在
床面上水平移動袁但不能抬離床面遥 3級院肢體能抬離
床面袁但不能抵抗外加阻力遥 4級院能對抗一定阻力袁
但力量偏弱遥 5級院正常肌力遥
3.2 治療結果

100例患者均刺2個療程袁78例0級肌力恢復到4
級肌力者11例袁恢復到5級者67例遥 10例1級肌力恢復
到4級肌力者2例袁恢復到5級肌力者8例遥 12例2級肌
力恢復到4級者1例袁 恢復到5級者11例遥 治愈率爲
86.0%袁有效率爲100.0%遥
4 典型病案

患者李某袁女袁77歲袁漢族袁離休敎師袁河南魯山
縣人遥 2006年5月因腦梗塞而住院四月余 渊用藥不
詳冤袁出院後左側上肢癱軟不用袁住院期間曾針灸無
果遥 于2006年9月16日求余診治袁當天即採用八字針
法院取右上肢肩骨禺 尧曲池尧合谷三個穴位用毫針直
刺袁用瀉法袁左上肢肩骨禺尧曲池尧合谷尧手心尧內關尧
外關六個穴位直刺用補法遥 並在左上肢的肩關節尧肘
關節尧 腕關節下方1原6cm處的陰側和陽側各取一點袁
針尖朝向關節方向斜刺進針袁 達到脂肪層與肌肉層
處時袁均用補法補3次後拔針袁不留針遥 每日一次袁連
針7日袁間隔5日後再刺7日遥 2007年3月8日隨訪時袁患
者左上肢肌力正常袁不但能對抗外來阻力袁而且與右
手肌力相同袁整個左上肢活動自如遥
5 臨床體會

軟癱又叫做弛緩性癱瘓袁 是一種下運動神經元
性渊周圍性冤癱瘓遥 多見于脊髓前角細胞尧前根以及周
圍運動神經病變遥 臨床表現爲肌力減退或完全喪失袁

八字針法治療中風後上肢軟癱100例

張文義

渊河南省魯山縣疑難病硏究所袁河南 魯山 4673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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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張力降低袁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袁肌肉萎縮伴有肌纖
維或肌束震顫遥 中醫認爲本病的形成原因主要是由
於氣滯血瘀袁陰陽失調遥 所以袁其治療原則是調整陰
陽袁行氣化瘀遥 今採用八字針法袁以促進神經細胞的
激活遥 因爲促通技術是目前偏癱治療的核心醫療方
法袁 它是利用各種方式刺激運動通路上的各個神經
細胞袁調節它的興奮性袁用以獲得正確的運動輸出遥

取合谷穴通絡活絡袁主治中風偏癱袁現代硏究對
血循環功能有調整作用遥 對血管的舒縮活動以及皮
膚的溫度有明顯的影響遥 重刺激可引起血管擴張反
應遥 可使皮膚微循環出現顯著的變化遥

曲池穴調和營血袁袪風活絡袁主治腦血管病後遺
症尧肩周炎袁現代硏究對血液循環系統有明顯影響遥
可使腦血流量增加袁腦血管阻力降低遥

肩骨禺穴通利關節袁主治腦血管病後遺症尧半身
不遂尧肩周炎尧上肢不能上舉遥 現代硏究證明可使病
人肌電幅度升高遥 可促進血液循環遥

內關穴理氣袁主治腦血管病後遺症遥 現代硏究對
血液循環系統有明顯的影響遥 具有很好的降脂作用遥
當機體的內環境失去平衡時袁 針刺內關對自主神經
系統的調節作用將更有效遥

外關穴通經活絡袁主治腦血管病後遺症尧肘關節
炎尧腕關節炎遥 強刺激針感可達肘肩遥

手心穴位于手掌彎曲時的掌心凹陷處遥 針刺時
自掌心垂直進針袁將透手掌的外側爲度遥 具有醒神開
竅尧活血通絡之功遥 主治上肢癱瘓尧麻木疼痛尧手指卷
曲不能伸展遥

八字針法強調皮下尧定向尧陰陽尧補瀉手法遥 根本
問題是調整整體的陰陽平衡遥 陽主動袁陰主靜遥 患側
軟癱袁是由於患側陽氣不足袁健側陽氣表現得相對亢
盛遥 瀉其有餘袁補其不足遥 所以袁要瀉健側的陽穴渊肩
骨禺袁曲池尧合谷冤袁補患側的陽穴渊肩骨禺尧曲池尧合
谷尧外關冤袁使同一機體的兩個上肢處于平衡狀態遥 即
所謂在左刺右袁在右刺左遥 由於軟癱的上肢本身陰經
和陽經都處于虛弱狀態袁所以手心尧內關兩個陰穴也
同樣採用補法遥 至於癱瘓肢體陰陽兩側的皮下定向
穴袁也採用補法袁是因爲軟癱肢體陰經與陽經均爲不
足之故遥

肢體軟癱的根本原因在于關節的不能運動和肌
肉的不能收縮遥 絡之爲病袁不可深刺袁深刺則重傷氣
也袁故採用皮下法以激活失去功能的肌肉細胞遥 關節
者筋脈所聚也袁所以針刺時採用定向手法袁讓針尖朝
向關節的部位袁 使針感直達關節袁 以刺激關節的運
動遥

臨床上治療上肢軟癱袁 採用八字針法激活神經
細胞袁使氣行血行袁陰陽和平袁軟癱自然而愈遥

渊作者簡介院張文義渊1947.9要冤袁男袁1981年畢業于河南中

醫學院袁中醫大學本科學歷袁敎授遥 現任河南省魯山縣疑難病

硏究所所長袁河南省郟縣四知堂中醫院名譽院長遥 臨床43年袁
公開出版醫學專著8部袁 在國家級雜誌上發表醫學論文28篇袁
獲得地級中醫二等科技成果奬兩項遥15年來袁在北京共培訓在

職醫務人員18000余人袁學員遍及香港尧台灣尧日本尧美國尧加拿

大尧新加坡尧瑞典尧瑞士尧韓國等13個國家和地區袁在國內外享

有 盛 譽 遥 聯 繫 方 式 院0375-5059114袁15993530442曰 郵 箱 院
zhangwenyi_beijing@126.com冤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袁 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
市場經濟轉型的時代遥 改革三十多年來袁風起雲涌袁
山鳴水就在袁 人們之間的關係不知不覺中發生着或
大或小的變化袁置身于社會轉型期和各行各業袁蕓蕓
衆生的觀念袁才能適應社會變革袁讓世界文化遺産的
針灸事業發展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遥

針道的野道冶是指規律袁又是本原尧本體遥 叶老子曳院
野有物混成袁先天地生噎噎可以爲天下母袁吾不知其
名袁學之日道遥 冶叶論語窑公治長曳曰院野道不行袁乘桴浮
于海遥 冶這主要是講究道性袁體現行業的社會意識形
態袁舊時中國社會職業分有三百六十行袁行行都以誠
眞態度服務社會袁晉江人稱之爲野很夠角冶尧野有道行冶
渊方言冤袁 也就是盡心盡力盡責對待每一行的社會運

作袁如商人提示的野滿懷生意春風藹袁利似春潮帶雨
來冶袁江湖郞中的野懸壺濟世袁仁心仁術冶袁藥店的野深
明佐使君臣禮袁達萃東西南北材冶噎噎都是値得吾今
人深思借鑒的遥

針灸醫療工作中的人際關係袁 若從社會公共與
業務的角度去理解袁藴含着野醫患冶方面的內容袁創造
良好的醫療環境袁 建立和諧融洽的醫患關係至爲重
要遥而野醫療語言冶則是搞好這個關係的前奏曲遥本文
試詮釋社會轉型的針灸臨床語言略陳陋習袁 敬請針
灸界諸老前輩和同仁斧正遥

衆所周知袁 針灸工作負有救死扶傷治療救人的
神聖責任袁是直接爲病人服務的前哨陣地袁醫療衛生
事業是春天的事業袁 是我們醫務工作者用心血和汗

刍議針道語言

福建省晉江市中醫院 蔡愛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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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呵護和澆灌人類生命長靑樹的光輝事業遥 時代呼
喚和要求我們醫務人員提高現代素質袁更新觀念袁愛
崗敬業袁醫風正尧針德高袁針技精袁要對工作滿腔熱
情袁極端負責袁始終把病人的利益和需求放在首位袁
要塑造白衣天使的形象袁 針道語言是必過的重要一
關遥

中醫歷代十分重視醫療語言遥 四診中的野望聞問
切冶袁野問冶即是語言的溝通和表達遥 早在兩千年前的
醫家就指出院野人之情袁 莫不惡死而樂生袁 生之以其
敗袁語之以其善袁導之以聽着乎钥 冶叶靈酌量窑師傳曳這
説明瞭在施行針灸中熱情地對待每一位病人袁 給予
心理疏導袁解除病人的顧慮袁使病人能夠與醫護配合
的重要意義袁又叶素向師傳論曳曰院野入國問俗袁入家問
諱袁上堂問禮袁治病人問所便冶遥 明確地提示了在診療
時應重視不同的地理氣候和風土人情等與疾病密切
關聯整體觀遥 明代張景岳氏亦認爲院野閉門塞牖袁系之
病者欲其靜而無憂也袁 然後從容詢其情袁 委曲順其
意袁蓋必欲得其觀心袁則問者不覺煩袁病者不知厭袁庶
可惡其本末之因而治無談了遥 冶前賢遺訓袁爲中醫針
灸工作者帶來有益的啓迪和借鑒遥 良禽擇木而棲袁良
臣擇主而事袁 我們今天要在繼承的基礎上擇取古代
醫家的精神袁結合具體情况袁按現代思維和現代方式
去開拓針道的新語言尧新境界浴

語言是人類重要的交際工具袁野言從心聲冶袁它隨
着社會的産生而産生袁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袁是一
種特殊的社會現象袁 牽涉到談話的態度方式時機和
技巧遥 就從醫生來説袁現在不是單純的爲醫而醫相關
的我論你聽或你問我答了遥 新的醫患關係中已進入
了心靈的溝通袁在語言交往中袁要重視語言修養袁儘
量做到野上窮天紀袁下極地理袁中知人事冶袁應注意到
地方性尧思想性尧經濟性袁和患者性格尧性別尧年齡尧職
業尧民族尧環境特點等等的排障和揉和遥 也就是説在
我們接觸的不同人士中袁 都會帶着不同的情况和心
態來接受醫治的遥 針道語言是醫患向以達到康復爲
目的的一種溝通思想和傳遞信息的方式和手段袁一
般來説有口語和體語之別遥 口頭語言是面對面的人
際直接傳遞信息和主要載體袁 只要患者具備有説話
能力袁都能夠運用它遥 平時要練好語言表達能力袁注
意發音袁吐字清晰袁聲音高低袁語速快慢要適度袁遣詞
用語的準確恰當袁感情飽滿語調符合邏輯袁根據不同
的患者袁應採用不同語言的表達方式袁才能順利進行
醫患溝通遥 除了日常的服務文明用語外袁還有職業術
語尧禁忌語尧委婉語尧縮略語和方言土語袁外語等袁有
時不能直話直説袁如進針時袁問患者有些感覺袁不能
直説野痛不痛冶袁説話要注意隱私和暗示遥 渊當然對病
者家屬可以有個別叮囑遥 冤如對老年人要用體貼尊重
的語言曰對中年人要安慰保重的語言曰對靑年要用鼓

勵啓發的語言曰對婦女要用耐心體貼的語言曰對膽小
的患兒要用童腔與他對話袁多予表揚袁對性格急躁的
患者談話要切入話題袁循循善誘曰對説話困難的患者
要細心尧耐心袁讓人把話説完袁切不可表示不耐煩遥 對
文化層次低的患者要言簡意賅袁明白通曉遥 體語是靠
表情和動作傳遞信息袁如動作手勢渊點頭尧搔首尧抓
耳尧拂須尧握手尧觸摸尧按撫冤遥 表情眼神渊斜視尧凝視尧
冷眼尧眨眼尧作揖尧熱情尧淡漠冤等遥 體語內容豐富袁表
現力強袁此時無聲勝有聲遥 古人云院野觀人于微冶袁針灸
工作者應注意到這種體語的作用和效應遥

針道語言的實踐袁要講究方式方法袁儘量追求科
學藝術和準確完美的定位袁 這是由其所處的環境和
活動的特殊所決定的遥 唐氏著名醫學家孫思邈曰院
野醫者意也袁善於用意袁即爲良醫浴 冶遥 如同一件事情袁
可能有各種不同的表達形式和説法袁即所謂野一言十
説冶遥 同是一句話袁也可以從多角度來理解袁即所謂
野言者無意袁聽者有心冶遥 語言運用得當袁就能取到預
期的效果袁反之袁則會引起誤會袁甚至影響到患者情
緒和治療效果遥無波古井水袁有節秋竹竿遥如今年3月
5日上午袁陳埭一位年越花甲的丁老阿伯袁風風火火
闖進科室袁高聲喊道院野我腰疼半死袁讓夭壽仔渊兒子冤
氣死了浴 冶原來他因兒子昨晩賭博輸了錢袁怒氣之下
推搡幾下而閃了腰袁我們耐心給他治療袁用針灸尧推
拿尧拔罐等手法袁還給病人以軟言細語加以勸慰遥 眞
誠的針道語言袁使病人感動得熱淚盈眶袁深深感到針
灸科的溫馨親情遥

隨着醫學的發展的需要袁 醫療語言在疾病防治
地位也顯然重要遥 海不離水袁水不辭土袁不管干哪一
行袁都需虛心學習語言藝術袁操業以德袁執心以正袁立
身以誠遥 針道語言已成爲心理學科中必須掌握的重
要組成部分遥

所以袁 針灸工作者必須多學語言表達的基本知
識袁重視和學會運用醫療語言袁提高自身素質的自我
修養袁方能在社會轉型期提高自己的醫療水平袁才能
順風揚帆袁破浪行舟浴 讓中國古老的針灸學圪立在世
界文化遺産之林中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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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多數的民衆對於拍打療法都存有一個共通
的疑問院 那就是爲什么光是拍拍打打就能舒緩身體
上的酸痛症狀與許多惱人的慢性疾病钥 爲了能使人
家更加瞭解拍打療法的作用原理袁 本文將避免使用
一些艱澀難懂的醫學術語袁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簡介
部分拍打療法的學術原理遥 在説明拍打療法的作用
原理之前袁 必需先就鐵少把它的專利製造原理來説
明它使用白鐵鋼條經山壓縮擴張原理産生鐵條動尧
使其産生細胞活化的作用遥 因此使用它來拍打可以
達到更好的效果遥 中國醫學的看法認爲酸痛的開成
與痧渊血滯冤的累積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袁也就是一般
常説的野淤內血渊台語冤冶曰西方醫學也有類似的症狀
探討袁只是將中國人的野痧冶改稱爲野凝血塊冶遥 若因血
液內雜質過多或其它因素而使得血管壁附著大量凝
血塊曰造成血管通道變窄渊也就是俗稱的血路不通冤袁
在血液流量不變的前提之下袁 勢必會造成血管的膨
脹袁等到血管膨脹到輕微壓迫到鄰近的神經時袁該部
位會感覺酸曰再壓多一點便逐漸産生疼痛袁一直到神
經被完全壓迫住就比較沒感覺了渊麻痹現象冤袁所以
酸痛的症狀都有類似的發病過程要酸尧抽尧痛尧麻尧鐵
少把拍打療法其中一個最主要的作用正是借由上下
震動血管渊與SPA水柱冲療只有往下的冲務不同冤袁使
得積附于血管壁上的凝血塊鬆散掉落袁 由血液挌經
肝尧腎等器官分解後代謝出人體袁避免血管的不正常
膨脹曰 其次借由拍打也能有效鬆弛緊綳的肌腱與韌
帶袁進而舒緩或解除酸痛的症狀遥 學理上的另外一個
説法是院隨着年齡增長或其它因素影響袁導致身體內
某些血管無法正常動作袁 這些功能不全的血管因爲
器官能力不好不能自行清除袁 只好讓那些沒有功能
或有損壞的血管留着袁 拍痧或刮痧可以讓那些血管
破裂袁 再讓體內的免疫繁體與血管周圍細胞清除吸
收這些破裂的血管及漏出的血液袁 然後身體會再生
出新的血管來維持身體機能的動作遥 雖然出痧就是
血管破裂的現象袁 但與外力受傷的皮下出血或微血
管破裂還是有所區別袁 標準的出痧情形應該是拍打
同一塊區域後袁有的地方會出痧袁而有的地方不會曰
而且出痧幾次後好得差不多了袁 不管再怎么拍打都
不會再有出痧的現象 渊或許一段時間後會因爲新的
凝血塊堆積生成而可再拍出痧來冤袁這是因爲受損的
血管與堆積較多凝血塊的血管壁會隨着生成時間的

增加使得凝血塊組織過于緊實渊密度變大冤袁拍打振
動後凝血塊組織鬆軟袁 密度變小會使凝血塊膨脹成
原來體積的數倍大而出現出痧的現象袁 這樣的過程
才是正稿無傷害性的出痧狀况袁 若是拍打後會遺留
下拍打器具形狀的痧像 渊像小時候老師用藤條打手
心後留下一條條的傷痕冤袁則是使用到錯誤的拍打工
具所造成的皮膚傷害遥

瞭解了上面這個簡單的原理袁 就不難知道爲什
么當身體感覺酸痛時袁人總會不自覺以手握拳捶打袁
因爲當捶打後袁 血管內積附的凝血塊與緊蹦的肌群
稍稍鬆散袁 便能立即舒緩酸痛的症狀袁 所以不分人
種尧性別與年紀袁只要任何人遭遇到酸痛的問題袁就
算從來沒有人敎過他該怎么做袁 身體還是會讓他自
行做出這種最自然尧最有效也最安全的反射動作渊拍
打動作冤遥 酸痛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钥 撇開先天基因
缺陷與後天罹患疾病的因素不談袁 我們可説是由下
列的原因造成的院
1 年齡因素院

心臟在人體內的作用就像幫浦遥 負責産生壓力
渊血壓冤致使血液循環系統得以動作袁年齡的增加所
造成的心肺能力下降曰會減緩血液循環的速度袁也增
加了雜質附着在血管壁上的機會遥 所以人年輕時袁若
仗持身強體健不知保養節制渊如冷氣冰飲不拘袁大魚
大肉不忌冤曰雖然當時身體沒有不適尧但往往到了一
個年紀身上會突然有這酸那疼的現象浴 並非是所有
的病症都巧合的在同一個時期並發袁 而是年輕時以
及壯健袁就像新車的引擎強而有力袁縱遇血路不順袁
硬衝過去也沒有問題渊問題不易發現察覺冤曰到了一
個年歲袁心臟退化袁馬力不足袁原先的問題才顯現出
來袁正應了古人的一句警惕院野老人病袁少年因冶最常
風的例子就是銀髮族群里袁 輕微肩周炎轉變爲黏連
性肩關節囊炎 渊冷凍肩袁 也就是一般人俗稱的五十
肩冤的比年紀較輕的族群來的不適袁而人常會有下意
識減少碰觸與活動身上不適部位的行爲袁 久而久之
易造成韌帶與肌群的緊綳袁 一旦到達關節黏滯的程
度袁輕微肩周炎就自然轉變爲黏連性肩關節囊炎渊五
十肩冤遥
2 飲食問題院

現代人的包含容易過度袁 吃進去的食物又較于
油膩袁不但積存的脂肪可能加重身體的負擔袁過量的

磁波拍打棒的療效

林瑞興渊台灣冤
嘉義市國武術會理事長尧龍鳳養生氣功著作權人

針灸推拿 261



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膽固醇攝取更是加速凝血塊形成的主因遥 膽固醇
渊Cholesterol冤是脂肪的一種袁它是構成細胞壁尧膽汁
及各種荷爾蒙的主要成份袁但由於膽固醇包起來袁形
成所謂的脂蛋白來進行傳迅遥 血液中共有兩種功能
不同的脂蛋白袁 其中一種稱爲低密度脂蛋白渊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冤袁這種脂蛋白的作用是將膽
固醇運送至身各處需要的位置袁 但LDL氧化後會形
成腋氧化低密度膽固醇夜袁其不但容易沉積于血管壁
內動脈硬化袁 留在血液中也可能黏附血液中的血球
與物質曰 然後沾黏在血管壁上形成凝血塊或造成血
管栓塞袁 若發生在供應血液給心臟肌肉冠狀動脈心
臟病渊俗稱冠心病冤袁若發生在腦部的血管內則可能
引起血管閉塞或爆裂渊腦充血冤袁導致中風引致半身
不遂或死亡曰 另外一種脂蛋白稱爲高密度脂蛋白
渊High Density Lipoprotein.HDL冤,作用則是將全身的
膽固醇運回肝臟代謝袁是對人體有的膽固醇袁所以健
康的血液必須擁有較多的HDL與較低的LDL袁 以免
LDL過高所引致的凝血塊過度堆積增加酸痛症狀與
動脈硬化發生的機會遥
3 生活形態院

中國醫學認爲院野血遇熱則行袁遇冷則凝冶袁愛喝
冰飲尧愛吹冷氣都易造成血管的收縮袁減緩血液循環
的速度袁 當然也可能增加雜質附著在血管壁上的機
率袁 所以常喝冰飲常吹冷氣的人肩頸部位都比較緊
綳袁因爲頸部的血管數目本就較其它部位爲高袁喝冰
飲時袁 冰冷的液體最先以過的就是頸部的緊綳與循
環不良袁輕則引致肩頭與上背部位的酸痛不適曰情形
嚴重到妨礙血液挌運氧氣及養分至腦部時袁 還會引
發頭暈袁偏頭痛等的症狀遥 其次如缺乏運動心肺功能
下降導致血液循環較差冤 經常熬夜或作息不正常等
生活習慣皆會對痧的生成有所影響遥
4 職業傷害院

職業傷害最難以預防與治療的原因在于 野病患
無法獲得充分的休息冶袁 因爲縱使已經察覺不適袁除
非嚴重到影響正常活動袁 要不然一般工作是不能説
請假就請假曰要休息就休息遥 人體之所以需要休息與
睡眠袁就是爲了將血液里及細胞內的廢物代謝出去袁
但睡的多不代表就可以完全解除身體上所有部位的
疲累積存袁 因爲某些人體不需要的廢物是會積存于
固定部位的袁例如乳酸在下肢堆積過多就會引起野鐵
腿冶渊延遲性肌肉萎縮冤袁而這些對人體無用的酸性物
質也是屬於野痧冶的一種袁一樣需要透過新陳代謝的
程序才能作用出人體外渊針對部位休息冤遥 在有休息
才能有效加速代謝的前提下袁 職業性傷害往往就在
病患經常性高頻率運用部位肌群又無法充分休息的
情况下悄悄形成遥 由於此類病症多肇因于長期的疲
累積存袁 故通常將此類非瞬間長期性因素的肌肉骨

骼病變統稱爲累積性傷害渊Cumulative Trauma Dis鄄
orders;CTD冤院或稱重複性使力傷害渊Repetitive Strain
Injury院RSI冤,常見的如院腕隧道症候群渊Catpal Tunnel
Syndrome院CTS冤及奎緬症渊de Quervain鸳s Disease要
俗稱媽媽手冤部屬此類傷害病症袁而這類職業性傷害
的症狀與病患患病後的反應 渊日常生活中下意識地
減少碰觸與活動身上不適的部位冤 都會加速凝血塊
的生成遥
5 運動傷害院

運動須講求自然平衡袁運動過少叫運動不足曰運
動過度就變成運動傷害遥 運動過度或傷害意外所形
成的生理狀態包括乳酸過度堆積尧結締組織損傷袁韌
帶或肌腱損傷尧肌肉痙攀或損傷袁甚至是細胞外組織
液滯留等袁 都容易造成局部缺血使得該部位的血液
循環不良袁增加雜質附著血管壁上的幾率曰引致酸痛
症狀的發生遥
6 意外傷害院

身體部位若遭受強大撞擊重大創傷都可能造成
該部位血管的變形尧受損甚至是撕裂袁而不論人體的
自我修復功能如何卓越袁 這些看似細微的血管傷害
都只能恢復致使血液輸送功能正常運作袁 但血管已
無法再與原來一樣平滑袁 而這些變形的血管部位就
會如同河道偃曲一樣容易堆積雜質袁增生凝血塊曰相
同的道理袁 進行任何的開刀手術一樣會切斷神經與
血管袁而且除非有必要袁否則一般是不會另外施行顯
微手術接續神經與血管渊就算施行了袁也無法完全盡
復舊觀冤袁而是經由人體的自我修復能力使組織儘量
復原袁 所以年輕時所受的外傷或手術都會容易造成
將來的酸痛不適曰甚至引起其它的並發症狀渊如風濕
症-Rheumatic diseases冤

結論

看到這里應該不難發現袁 並非拍打療法有何神
奇之處能治百病袁 而是與血液循環系統及肌肉韌帶
運動系統有關的疾病實在太多袁 所以解決了這些問
題的基本渊來源冤就等同解決問題本身袁甚至只要維
護好這些基本袁還能對其它的問題有所幫助袁以最常
見的例子來説院流行性感冒是由病毒所引起的袁拍打
療法對病毒並無任何直接的影響力袁 但當流感病毒
入侵人體袁 由骨髓和淋巴組織內生成的白血球轉入
血液里強盛作用抵抗病毒袁 此時血液的代謝功能就
有降低的可能袁所以感染感冒的時間愈長曰病症愈嚴
重袁愈容易造成身體上的酸痛渊感冒後期症狀原全身
疲痛冤袁而拍打療法運用在感冒症狀上袁以西方醫學
的觀點來看袁旨在加速血液代謝袁減輕血液功能各司
負擔後加強白血球的抵抗作用袁 以人體經提陞後的
免疫力治癒感冒曰以中國醫學的觀點來説袁拍打療法
震動血管加速血液循環 渊與一條水管上下震動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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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波形能量能加快速率的原理相仿冤 的作用能發
汗袪寒一樣有治癒感冒的效果遥 其它的諸多病症也
多是相通的道理與作用機轉 渊請回頭看看上述凝血
塊生成的各種情况袁 您會驚訝其所能引致的病症種
類不勝枚舉冤袁所以回到文章最前頭的疑問院光是拍

拍打打眞的就能舒緩身體上的酸痛症狀與許多惱人
的慢性疾病嗎钥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遥因爲拍打過後使
其氣血循環變好並且使肌肉組織破壞重生使其更強
壯而達到治療的效果遥

痤瘡是一種毛囊尧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膚病袁
中醫稱 野肺風粉刺冶尧野面疱冶袁 好發于靑年男女的面
部尧胸背部袁可形成黑頭粉刺尧丘疹尧膿疱尧結節囊腫
等損害遥 嚴重者影響容貌袁給年輕人造成極大的心理
壓力和精神痛苦遥

筆者自1998年以來袁 應用刺絡拔罐療法配合中
藥麵膜治療痤瘡袁經臨床觀察袁療效較好袁現報道如
下遥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治療組19例袁男8例袁女11例曰年齡15耀36歲袁平均

24歲曰病程1耀10年袁平均2.5年遥 對照組18例袁男7例袁
女11例曰年齡14耀35歲袁平均23歲曰病程1耀11年袁平均
2.2年遥 兩組性別尧年齡尧病程袁經統計學處理袁均無顯
著性差異渊P跃0援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1.2 臨床表現

面頰尧額部袁或胸部尧背部及肩部出現粉刺尧丘
疹尧膿瘡尧結節尧囊腫及瘢痕等多種損害袁常伴有皮脂
溢出遥
1援3 診斷標準

參照叶臨床皮膚病學曳中的有關標準遥
渊1冤多發生於靑春期男女遥
渊2冤好發于顔面尧胸背部等皮脂腺發達部位遥
渊3冤損害爲散在性黑色粉刺尧丘疹尧膿疱等袁呈對

稱分布遥
渊4冤粉刺加以擠壓可見有頭部呈黑色而體部里

黃白色半透明的脂粒排出遥
渊5冤一般無自覺症狀袁有時可有疼痛及觸痛遥

2 治療方法
2.1 治療組
2.1.1刺絡放血

取穴院耳尖尧大椎尧肺兪尧胃兪尧脾兪遥 患者端坐袁
頭頸部稍向前傾袁頸背部穴位充分暴露遥 皮膚用碘伏
常規消毒後袁 于各穴處及其周圍用一次性採血針快
速點刺3耀5針袁每穴點刺後即用康祝拔罐器于各穴上

拔罐袁留罐10耀15min袁各穴出血量約2耀5ml遥起罐後清
除血液袁消毒棉簽擦凈皮膚遥

每周2次袁5次爲1個療程遥
2.1.2 中藥麵膜

方藥組成院丹參12g尧夏枯草10g尧黃芩10g尧苦參
30g尧白花蛇舌草15g尧防風50g尧生地30g尧白芷10g尧赤
芍10g尧黃連10g尧金銀花10g尧紫花地丁10g遥

用法院將以上中藥硏粉袁拌匀袁過篩備用遥 患者治
療時袁先清潔皮膚袁取磨好的中藥粉20g 以適量蜂蜜
調成糊狀均匀塗于面部袁外敷1cm厚石膏袁30min後取
下遥

2種方法綜合運用遥 每周2次袁5次爲1個療程遥
療程間隔3耀5天遥

2.2 對照組
治療方法與治療組中的中藥麵膜相同遥

3 治療結果

3援1 療效標準院根據叶中藥新藥臨床硏究指導原則曳所
制定的療效標準

治愈院皮損消退袁無新疹出現曰顯效院皮損消退逸
70%曰好轉院皮損消退逸30%且约60%袁無效院皮損消
退约30%或加重遥
3.2 療效對照

治療2療程後袁治療組痊癒10例袁佔52.6豫袁顯效5
例袁佔26.3豫袁好轉3例袁佔15.8豫袁總有效率爲94.7豫曰
對照組痊癒6例袁佔33.3豫袁顯效3例袁佔16.7豫袁好轉2
例袁佔11.1豫袁總有效率爲61.1豫遥 計量資料用豫率表
示袁X2檢驗遥 具體見表1遥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袁治療組明顯優于對照組袁差
異有顯著意義渊P<0援05冤遥
4 典型病例

患者袁27歲袁女袁未婚遥2009年5月3日初診遥主訴院
面部痤瘡10餘年遥 病史院面部起痤瘡袁反復發作袁面部
潮紅袁月經前尤爲甚袁曾多方求治袁中西藥物治療袁效
果不佳遥造成患者嚴重的心理負擔遥檢查院面部兩頰尧
額部均布滿粟粒大小紅色丘疹袁多個有膿包袁兼見色

刺絡拔罐配合中藥麵膜治療痤瘡37例

渊362200冤福建省晉江市醫院 洪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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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摘要

野點穴功冶袁是老祖先的發明袁據傳在石器時代袁
人類渊中國人冤就懂得以石頭治療病痛袁依據推論袁那
時候的先人袁就知道人體搆造要要要經穴遥 後來代代相
傳袁硏究尧演變袁就發生了野針灸冶治病的理論與實踐遥
點穴袁也是依據野經穴冶位置而施行治療應屬同一類袁
唯針灸是以針野刺入冶膚下層直達穴位發生作用院而
野點穴冶 則是隔着肌膚而對準穴位點壓而發生作用遥
但袁點穴何以又稱作野功冶钥 硏究者論述袁施以點穴的
人袁 必須在平日練足氣遥 使你的雙手十指有足夠的
野氣力冶釋出袁當施點者在點穴時袁就會有一股野氣冶尧
野力冶透過皮膚穿過肌肉直達穴位袁用以疏解因病痛
而産生的癥結點的病遥 如果施點者體力不足袁或沒有
強的氣流袁相反的接觸之後袁病患野邪氣冶炙盛袁反而
壓不住病邪而被邪氣反侵袁輕者內傷袁重者將受到反
彈渊傳染冤袁所以袁點穴施行者必先練其氣渊應以環帶
功練起冤即先求其自強而後安全有效的救人遥
二尧前言

點穴功袁 是吾先聖先賢所發明袁 究竟是那個朝

代袁何人所創袁迄今袁仍未找到正確的資判可考袁相
傳袁過去的[點穴功冶袁多用于武林好漢相互打斗時袁
以點穴而制敵袁武俠小説多見曰某方于打斗時袁逞其
不防袁手指一戳袁劉方立即動彈不得袁也因此而大家
盛行硏究尧發展袁其問袁也因爲中國人的漏習野不傳外
人冶袁迄今袁已近失傳了袁這是老祖宗的遺産袁是全世
界最先進的發明袁吾人當釋開胸懷相互硏究尧切搓袁
使之發揚光大袁爲民族爭光遥
三尧點穴功的過去

過去袁相傳野點穴功冶多爲武林好漢所專用袁用以
在爭奪打斗時袁相互以其功力取勝袁除此之外袁沒有
其他傳説袁然袁時代在突飛猛進袁早已脫離了刀槍劍
戟之面對面的武行決斗袁所以野點穴功冶也漸趨失去
了價値袁另外袁也因中國人之漏習 野不傳外人人因
此袁後繼無人而漸漸失傳了遥

事出少林寺的一群老和尙的贊硏袁 從武術的傷
害到點穴療病袁揚開了點穴功治病的新領域遥 時在抗
戰時期袁余的老師丁忠國敎授渊流亡學生冤袁因抗日流
亡到少林寺的一個廟里暫住袁 有位老和尙看他年少

野點穴功冶的過去尧現在和未來

劉陳麗杏渊台灣冤
中國傳統民俗療法硏究所 所長曰中國傳統醫藥硏究委員會 硏究委員

表1 兩組患者療效比較 [例渊%冤]

組 別 n 痊癒渊%冤 顯效渊%冤 好轉渊%冤 無效渊%冤 總有效率渊%冤
治療組

對照組

19
18

10渊52.6冤
6渊33.3冤

5渊26.3冤
3渊16.7冤

3渊15.8冤
2渊11.1冤

1渊5.3冤
7渊38.9冤

18渊94.7冤
11渊61.1冤

素沉着袁尤以兩頰爲重遥診斷院痤瘡遥按上述方法治療
3次後丘疹明顯減少袁膿包消失袁1療程後痤瘡完全消
失袁皮膚光澤袁無色素沉着而治愈袁隨訪一年未見復
發遥
5 體會

痤瘡的發病原因有很多袁 中醫認爲多數是飲食
不節袁過食辛辣及肥甘厚味袁損傷脾胃袁肺胃鬱熱袁上
蒸顔面而致袁其證多屬實證遥 並與患者心情有關袁精
神不舒袁熱毒之邪乘虛而入袁客于肌腠之間袁或流竄
于經絡袁 以致氣血脈絡受阻袁 瘀久化腐成膿而致膿
瘡遥

根據實則瀉之的原則袁 故採取刺絡拔罐放血療
法遥 督脈爲陽經之海袁總督一身之陽經袁陽經又常爲
熱毒之邪藴積遥 大椎爲督脈穴袁又是手三陽經與督脈
交會穴袁有諸陽之會之稱遥 在大椎處放血能瀉肺胃藴

熱袁起到條達氣機尧瀉熱散結尧活血化瘀之功遥 採用清
熱解毒尧軟堅散結尧活血化瘀的中藥袁于局部外敷袁以
使藥效直達患部遥 兩種方法綜合應用袁療效顯著且安
全可靠遥 本病的早期發現尧早期治療很重要遥 及時規
範的診治袁可以避免或減少皮膚的損害遥 另外袁應囑
患者注意保持大便的通暢袁 治療期間少食辛辣油膩
食物袁多食蔬菜尧水果袁勿用手擠壓痤瘡袁以防感染袁
勿濫用化妝品遥 平時宜以溫水及洗面奶洗臉袁不僅有
助于痤瘡的治愈袁更有利于預防痤瘡的發生遥

渊作者簡介院洪婷婷袁女袁1966年6月出生袁1984年要1989年

就讀于福建中醫學院針灸專業遥 晉江市醫院針灸科副主任醫

師袁科室負責人遥 兼任福建省針灸學會理事袁泉州市針灸學會

常務理事袁福建省針灸學會康復分會委員袁晉江市醫學會康復

學術組組長遥 聯繫電話院15860353200曰 郵箱院365246126@qq.
co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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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爲袁 就主動的傳授了他多年硏發的成果要要要點穴
功醫療的理論醫術袁當時他雖作了筆記袁但袁也沒當
回事袁後來袁因軍事轉戰袁不幸自己腿部受傷袁當時軍
中醫藥匱乏曰一醫官説了野只有切除治療冶袁他十分慌
恐袁沒有腿怎樣活下去袁情急之下袁突然想起老和尙
敎授他的方法袁他一邊看筆記院一邊自己實施點穴處
理袁經過一段時間痊癒了遥 內心至爲欣喜袁自此袁重新
開始來爲同僚施用袁一邊在實施袁一邊再硏究袁把以
前所學尧所記的整理出來袁爲了傳承老和尙醫術袁爲
了濟世救人袁爲了保留及發揚中華國粹等理念袁即開
始公諸于世袁廣爲發揚遥 來高雄開班授敎時袁余就此
機會學得此功夫袁經過了上課及臨床實習袁共三年半
的長時間完成遥 不幸袁丁敎授人已逝去袁爲了遵其遺
願袁謹將所學袁擴大服務人群袁爲疑難雜症患者袁解除
病痛袁以慰先師在天之靈遥
四尧點穴功的現在

人類的健康與長壽袁乃控制在人類個人的手中袁
凡人類一出生袁除先天痼疾外袁大致都是健康的袁又
如植物的苗一樣袁剛發芽時袁多半都很健壯袁其後來
如何袁要看後天的環境尧條件渊天候的乾尧澇與蟲害及
人爲施肥尧除草冤所造成的遥 然袁人類之搆造有其複雜
性袁也因爲後天的環境尧條件渊外因與內因冤袁造成了
人的健康尧長壽與否的結果遥

人體的組織袁除骨骼尧肌肉尧血液尧各臟府之外袁
經絡是健康最主要因素袁因此袁身體的經絡如受到外
因袁如院野風尧寒尧暑尧濕尧燥尧火冶六淫邪之侵襲袁就會生
病曰其內因袁如院野喜尧怒尧哀尧思尧悲尧驚尧恐冶之七種情
緒的影響袁也會使身體發生變化袁人身經絡因情緒異
常而受到阻塞袁即造成氣血不暢袁就會感到身體某一
部位不適袁因經絡環繞身體周遭袁面積甚廣袁尤其外
傷所致袁不是用藥物可以打通的袁時間拖久了就變成
慢性病袁慢性病用藥物治療效果不彰袁也是醫家所公
認的袁因此袁唯有用野點穴功人將人體的經絡打開袁使
氣血暢通袁疾病也就逐漸消失袁這就是中國數千年來
秘而不宣的奇門功夫要要要野點穴功冶遥

近來袁天氣異常袁因忽冷忽熱而生病者尤多袁以
感冒論袁此種氣侯正是液病因一之主要袁感冒雖爲液小
病一袁可是袁多少大病都是由小病的壘積尧延壓而成袁
要要要般人因小病稍愈而以爲好了袁不再繼續治療袁病
未澈底清除袁身體缺少抗力袁累積下來就成了大病袁

所謂袁野百病想感冒起冶浴 如咳嗽尧氣喘尧閃腰尧腦出血尧
中風袁甚至引起半身不遂浴 筆者袁近年來治療多少病
人中袁追其原因袁都是如此袁有位住高雄縣旗山的林
先生遥 由其家人攙扶之前來求診袁所幸未過百天袁筋
絡尙未硬化袁我以點穴疏通筋絡袁再加針灸袁在此野黃
金期冶內很快好轉袁所謂的野黃金期冶是限在一百天之
內袁是筋絡尙未硬化之前袁疏解比較快遥 另一位里長
杜先生袁因心臟血管撥落引發了腦出血袁昏迷五十餘
天才清醒過來袁其急救的時間是在高雄長庚醫院袁並
接受治療袁當他看到前林林先生渊是他的里民冤袁同樣
的病能恢復那么快袁詢問之下袁得知在我處點穴功治
療袁立即退院前來求診袁當時揷着胃管來袁雙眼凸出袁
走路不穩要兩人攙扶着而來袁 我的家人暗示 野不要
接冶袁但我考慮之下袁依經驗認爲袁尙可試一試袁就這
樣留下來治療袁我先以野鬆手六經冶尧野陰陽配穴冶尧野疏
筋解絡冶袁使野氣血流暢冶袁首先解除了他的痛苦袁繼續
的使他精神恢復袁在一個療程後就感到呼吸順暢袁也
很冒險地拔掉了他的野鼻管冶袁此法謂之先通筋絡尧氣
血流通袁呼吸順暢袁氧氣入內袁補了野氧冶袁就有能力呑
食袁有了野氧冶精神自然旺盛起來袁這是初步的現象袁
也給了我勇力袁給了他信心袁繼續治療之下不要家人
攙扶尧飲食尧語言尧行動都可自理了袁以上提供兩個病
例袁謹供參考袁指正遥
五尧結論渊點穴功的未來冤

點穴功的治病袁是硏究發展演變而來的袁是經過
多少個臨床的經驗而得到的結果袁 今日袁 雖科學發
達尧醫學進步袁但很多現代醫學解決不了的病痛袁還
是得轉過頭來求助于中醫袁看袁多少野疑難雜症冶袁中
醫的一碗野苦水冶袁立即解除袁過去袁沒有先進的儀器袁
我們的先祖袁就靠着耳聞尧眼觀尧手摸尧思考袁把全身
的野筋絡冶尧野骨骼冶尧野血管冶尧野五藏冶弄得清清楚楚袁這
不是很奇怪嗎钥 我們不否認新醫術尧新器材的效力袁
但袁中醫的手指一把袁病情野瞭如指掌冶袁下單開藥袁服
藥幾日痊冷愈遥 如今袁多少外國人前來習中醫者袁不
計其數袁點穴功袁也就是一摸一戳袁就知到病在何處袁
兩只手尧十根指頭袁戳戳尧壓壓袁野病魔冶就逃之夭夭
了浴 不很奇怪嗎钥 老祖先的野科硏冶袁即將走上世界的
主流袁野點穴功冶早已勝任一切袁未來的醫療保健袁野點
穴功冶必獨佔一片天地袁專家尧老師尧先進們曰唯有發
揚光大袁才能重振吾華人之氣尧民族之光也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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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是最常見的心腦血管疾病危險因素袁也
是中國40歲以上人群最主要的死亡威脅袁 而且從整
個人群來看袁正常高値渊高血壓前期冤與高血壓1期患
者由於血壓升高而致心血管病多餘死亡人數點多餘
死亡的34.1%與41.0%是佔比例最大的遥 目前高血壓
的防治包括非藥物治療和藥物治療遥 長期藥物治療
不僅給患者帶來經濟負擔袁 藥物的不良反應也不能
忽視袁近年來袁人們越來越注重通過非藥物治療來控
制血壓袁中醫的自然療法尧治未病理念尧中醫的傳統
技術如針炙尧 推拿等也越來越被廣大群衆接受和普
遍運用遥 本硏究探討中醫傳統護理技術操作耳穴壓
豆對高血壓1期患者的作用袁旨在探討王不留行籽敷
貼耳穴的可行性及對血壓水平的影響遥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2010年3-11月在我院健康體檢的56例高血壓1

期患者袁其中男性42例袁女性14例袁年齡23-72歲曰其
中26例合併有高脂血症袁 單純高血壓1期患者30人袁
所有患者中17例有家族性高血壓病史入組標準院淤
患者清醒安靜狀態收縮壓逸140mmHg臆159 mmHg
和/或舒張壓逸90mmHg臆99mmHg 于年齡18-75歲
盂入選患者從未使用降壓藥物治療或停用降壓藥物
至少6個月排除標準院 淤合併糖尿病患者或空腹血
糖逸6.1mmol/L于近期使用降壓藥物治療者盂嚴重
肝尧腎功能受損袁3個月內有冠心病發作袁腦血管意外
者榆孕婦
1.2.1 干預方法

淤向符合入選條件的患者詳細解釋本硏究的目
的尧方法尧程序尧潜在危險袁患者拒絶和退出權利等遥
每人購置統一型號的電子血壓計袁 護理人員培訓指
導他們掌握正確的測量方法遥

于患者保持正常的日常活動袁 病人每天自測血
壓並記録遥

盂留給患者聯繫方式袁囑患者有問題及時聯繫遥
榆患者每周到醫院復診一次袁 夏季每3-5天尧冬

季5-7天更換耳穴一次袁並瞭解患者對耳穴壓豆治療
的感受袁觀察耳穴局部皮膚情况袁判斷患者對治療的
依從性.
1.2.2 治療方法

淤選用表面光滑尧大小和硬度適宜的中藥野王不

留行籽冶適量袁用沸水洗燙2分鐘袁曬干裝瓶備用遥
于將王不留行籽貼在0.6cm*06cm大小膠布中

央袁用鑷子夾住膠布敷貼敷貼在選用的耳穴上袁每次
選用5-7穴.遥

盂壓豆前以75%的酒精消毒整個耳郭遥
榆患者每日自行按壓3-5次袁每次每穴30-60秒袁

夏季2-5天袁冬季5-7天更換一次袁雙耳交替遥
虞具體耳穴選穴治療方案見表1

1.2.3 評價方法
治療前和耳穴壓豆治療12周後連續三天尧 三次

同一血壓計袁同一部位尧同一護理人員測量患者收縮
壓和舒張壓袁以汞柱式血壓計測量袁以袖帶放氣時肱
動脈血流伴隨的柯氏的第一相音的起始爲收縮壓袁
第5音爲舒張壓.
1.2.4 統計方法

採用SPSS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袁 數據資料爲正態
分布的用配對t檢驗袁不成正態分布的用兩配對樣本
非參數檢驗.
2 結果

經過12周耳穴壓豆治療袁 所有患者的收縮壓及
舒張壓均降低袁差異有顯著統計意義渊P约0.01冤遥 見表
2遥

有家族史的高血壓1期患者是袁經過治療後收縮
壓及舒張壓改變均無統計學差異渊P跃0.01冤袁而無高
血壓家族史的高血壓1期患者收縮壓及舒張壓均降
低有統計學意義渊P约0.01冤遥 見表3

合併高脂血症的高血壓1期患者治療後收縮壓
變化有統計學意義渊P约0.05冤遥 而舒張壓變化無統計
學意義渊P跃0.05冤遥 沒有合併高脂血症的高血壓1期患
者收縮壓及舒張壓的降低均有統計學意義 渊P约0.05
或P约0.01冤見表4
3 討論

我國用耳穴治療疾病有悠久的歷史袁 到目前爲
止應用耳穴可以治療疾病達150余種袁在世界上有幾
十個國家應用遥 耳穴是指分布在耳郭上的一些特定
區域袁耳穴在耳郭上的分布有一定的規律袁與頭面相
應的穴位在耳垂袁 與軀幹相應的穴位在對耳輪體部
及耳輪上尧下腳袁與內臟相應的穴位集中在耳甲袁當
人體的臟腑或軀體有疾病時袁 往往會在耳郭的一定
部位出現某些病理反應主袁如壓痛尧導電性能改變尧

耳穴壓豆對高血壓1期患者的降壓效果觀察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民族中醫院 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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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屑等遥 耳穴壓豆即是在耳穴表面貼敷壓丸以防病
治病的一種簡易療法袁此法旣能持續刺激穴位袁又安
全無痛袁並且經濟有效袁老百姓樂于接受遥
3援1 耳穴壓豆對血壓的影響

當機體血壓升高時袁 在耳郭的相應部位有一定
的敏感點袁它便是該病人應選的穴位袁大部分病人的
反應點在耳背的降壓溝袁 在選取穴位時我們根據病
人的症尧舌尧脈進行辯證分型袁從而辯證取穴遥 祖國醫
學認爲耳與全身臟腑尧經絡有着密切的關係袁針刺腧
穴有全面調整高血壓患者的心血管功能尧 改善血液
粘滯性袁改善血液動力學尧調節神經遞質等作用遥 而
且對血壓的影響具有雙向調整作用遥 耳穴中一些穴

名是根據西醫學理論命名的袁如降壓溝尧腎上腺尧內
分泌尧 皮質下等這些穴位的功能基本上與西醫理論
一致遥 因此我們認爲選用王不留行籽貼敷這些耳部
穴位袁通過適度按壓袁直接尧持續性刺激這些耳部穴
位袁也具備針刺腧穴一樣的調整作用袁從而達到控制
血壓的目的遥

本硏究顯示對高血壓1期患者進行耳穴壓豆治
療袁患者的收縮壓尧舒張壓下降有顯著統計學意義袁
證明單純耳穴壓豆治療可以有效降低高血壓1期患
者的血壓遥
3.2 耳穴壓豆對不同高血壓1期患者的影響

由表3可見袁有家族史的患者指標改變均無統計

辯證分型選穴 西醫理論選穴 辯證分型選穴 經驗及敏感點

風火上擾 降壓溝尧心 下屛間尧耳尖尧肺敏感點尧肝 敏感點尧緣中

肝炎上炎 交感尧降壓溝 肝尧膽尧神門尧 敏感點尧耳尖

痰濁上蒙 降壓溝尧皮質下尧內分泌 肺尧脾 敏感點尧胃
氣血虧虛 降壓溝尧內分泌 脾尧肝尧神門 敏感點尧上屛間

肝腎陰虛 降壓溝尧腎上腺尧皮質下 肝尧腎尧膽

表1 高血压1期患者耳穴压豆治疗方案

項目 收縮壓渊mmHg冤 舒張壓渊mmHg冤

治療前 143.86依10.49 89.82依7.69
治療12周後 118.80依10.63 81.31依4.56

t/渊Z冤値 -3.24 -2.85
P値 P﹤0.01 P﹤0.01

表2 耳穴壓豆治療前和治療12周後血壓變化渊mmHg冤

項目 收縮壓 渊mmHg冤 舒張壓渊mmHg冤

有家族史17例
治療前 141.45依8.81 89.57依10.88

治療12周後 140.00依5.79 87.44依10.84
無家族史39例

治療前 145.33依9.10 90.02依7.82
治療12周 105.28依4.78 1冤 82.75依4.69 2冤

P値 1冤P﹤0.01 2冤 P﹤0.05

表3 有家族史和無家族史高血壓1期患者耳穴壓豆治療12周前後血壓變化渊mmHg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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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是人類在長期與疾病作鬥爭的過程中袁逐
步認識袁總結發展起來的一種最古老的醫療方法袁又
是一門年輕而有發展前途的醫療學科遥 以其獨特的
理論袁 多樣的手法和神奇的療效越來越受到廣大人
民的喜愛遥 爲了全面適應21世紀社會發展對傳統康
復治療人才的要求遥 改革推拿學的敎學內容和方法袁
提高敎學質量袁 培養適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複合
型醫療人才袁是發展傳統康復醫學的關鍵措施遥
1 關鍵在于提高推拿敎學質量院
1.1 敎學質量是學校的生命線 爲適應社會的發展袁
科技的進步袁響應敎育面向未來袁爲21世紀科技發展
服務袁培養應用型尧操作型的人才袁強化能力本位的
敎育思想袁 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對傳統康復治療人

才培養的需要遥 推拿敎學主要應加強推拿基礎理論
學習袁強化推拿手法的學習和後期臨床實習袁突出推
拿特長袁學尧用一致袁提高社會的適應性和競爭力遥 提
高敎學質量袁以質量求生存袁以質量求發展袁就成爲
學校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遥
1.2 要注重推拿手法基本功的訓練袁 強化操作技能
紮實的基本功是推拿臨床必須掌握的袁 只有熟練地
掌握推拿的基礎理論及操作技能袁 在臨床上才能得
心應手袁才能以不變應萬變遥 操作技能的好壞直接影
響到推拿的治療效果遥 所以在整個推拿的敎學中袁爲
了使學生能有足夠的時間練習推拿操作袁 我們提前
安排人體練習袁感受手法優劣遥 將手法練習分爲兩個
階段院即砂袋練習和人體練習遥 由於最初的手法難度

改革推拿敎育方法 發展傳統康復醫學

肖宗苗

渊泉州醫學高等專科學校袁福建泉州袁362000冤

項目 收縮壓 渊mmHg冤 舒張壓渊mmHg冤

合併高脂血症26例
治療前 148.01依6.37 89.79依8.26

治療12周後 122.94依4.51 1冤 88.34依8.04
末合併高脂血症30例

治療前 147.27依7.08 89.27依8.12
治療12周 122.74依6.48 1 80.75依4.99 2冤

P値 1冤P﹤0.05 2冤 P﹤0.01

表4 合併高脂血症和未合併高脂血症的高血壓1期患者耳穴壓豆治療12周前後血壓變化渊mmHg冤

學意義袁而無家族史的高血壓1期患者收縮壓及舒張
壓均有下降袁由表4可見院合併高脂血症的1期高血壓
患者是袁只有收縮壓下降顯著袁而舒張壓改變無統計
學意義袁而未合併高脂血症的患者收縮壓尧舒張壓下
降均有顯著性遥 近年來的硏究認爲高血壓不僅是單
純的血流動力學異常疾病袁 而且也是代謝病袁 與脂
肪尧糖代謝紊亂存在共同的代謝異常和遺傳背景袁高
脂血症患者動脈粥樣硬化主要影響舒張壓袁 故單純
的耳穴壓豆治療對有高血壓病史及合併高脂血症的
高血壓1期患者降壓效果不顯著遥

値得注意的是當高血壓尧 高血脂以及家族史相
伴出現在同一個體時袁 將導致心血管病易患性顯著

增高袁以及心血管事件更早尧更頻繁的發生遥 因此當
耳穴治療有家族史或合併高脂血症的高血壓患者袁
降壓效果有限時袁 對這類患者在耳穴治療配合治療
性生活行爲改變的基礎上給予藥物治療遥
3.3 本次硏究不將患者每日用電子血壓計測量的血
壓數據及每周復診時護理人員所測血壓數據納入統
計分析中袁 且忽略病人在接受治療期間是否同時伴
有治療性生活行爲改變遥 對於這些因素期待在今後
的臨床中進一步硏究袁總結尧歸納出更有針對性尧更
行爲有效的耳穴壓豆控制血壓的方法遥

渊作者簡介院李萍袁女袁1968年11月6日袁副主任護師袁中南

大學護理學專業畢業袁聯繫電話1397432947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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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袁所以須相當長時間的砂袋練習袁才有可能在人
體上練習遥 採用由易而難的敎學方法袁要求學生正確
掌握每一種手法的動作要領尧操作方式遥 學習難度較
高的手法袁如滾法尧一指禪推法尧振法尧搖法尧扳法等袁
雖然開始時學生會對有些內容不知其所以然袁 但通
過反復的練習而熟能生巧遥 在學生自我及互相練習
中袁敎師應巡迴檢查袁指導並及時糾正學生在操作中
出現的動作不規範尧 姿勢不協調及理解不準確的地
方袁盡力在學生身上作規範手法示範袁使學生主動進
行動手能力的練習袁提高了取穴尧推拿的準確性和熟
練性袁爲臨床實習奠定了良好基礎遥
1.3 要注重理論聯繫實際袁培養學生綜合能力 臨床
敎學最忌脫離臨床實際袁照本宣科袁滿堂灌遥 要結合
臨床實際袁典型的病例袁還要更新知識袁掌握國內尧外
新的學術動態袁介紹新技術尧新療法袁繼承和發揚並
重遥 講授每一堂課袁都應把概念交代清楚袁深入淺出遥
在備課時袁要野立足于敎材而又高於敎材冶袁除了野吃
透冶敎材外還要將蒐集的資料加工整理袁充實豐富講
課內容曰要將每一堂課的重點尧難點尧疑點充分把握袁
重點交代遥 如腰椎間盤突出症袁在其授課時袁要瞭解
椎間盤的解剖生理特點主要作用袁 掌握本病的診斷
標準袁重點掌握推拿手法操作及其手法的作用機理袁
同時還要熟悉本病現代醫學的分型尧手術指徵尧特殊
檢查方法袁推拿治療注意事項尧護理等遥 有重點尧有步
驟地講解袁以開拓學生的視野袁不拘泥于書本袁這樣
學生記憶起來比較深刻遥
1.4 要注重敎學實踐袁選擇適當的敎學方法推拿學
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臨床學科袁在敎學實踐中袁敎師
還要善於運用豐富有趣尧邏輯性尧系統性很強的敎學
內容和生動的敎學方法袁激發學生的求知慾和興趣袁
使學生熱愛自己所講授的課程遥 如推拿治療病症的
操作較爲抽象袁筆者採用多種形式的實踐敎學院淤模
擬臨床直觀敎學院通過模擬臨床情景的形式袁給學生
提供一個進行綜合分析尧診斷和施治的練習機會袁同
時結合手法練習袁將實際操作方法展現給學生袁使學
生掌握臨床的整個操作治療過程遥 于臨床見習院課間
見習最主要的目的是讓學生從課堂走向臨床袁 初步
運用推拿學的理尧法尧方尧穴處理疾病袁避免理論敎學
與臨床實際的脫節遥 這樣即可鞏固尧復習課堂所學知
識袁又能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和興趣遥 盂多媒體
敎學院充分利用多媒體設施袁在講授每個新手法時袁
讓學生反復觀看手法録象袁通過敎師講解尧示範袁結
合多媒體設施袁使學生多角度理解手法袁加強了手法
的直觀敎學效果袁不僅使學生掌握了理論知識袁更主
要的是能將理論用于實踐袁 同時也使學生得到了培
養和鍛煉袁提高了實際操作技能遥
1.5 要注重推拿手法的考核袁改革考試方法 推拿手

法是推拿療法唯一的尧具體的表現形式和操作方法袁
在許多疾病的治療中具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療效袁
其療效的判定袁在診斷尧取穴尧施治部位無誤的情况
下袁關鍵取決于手法操作的準確性尧應用熟練程度和
功力的深淺遥 手法水平的高低不僅表現在對推拿的
理性認識上袁更重要的是表現在手法技能的操作上遥
過去那種以期末一次理論筆試成績來衡量學生推拿
水平的考試方法難以檢測學生眞實的推拿技能操作
水平遥 我們將推拿學考試100分分爲期末理論卷面考
試和手法操作考試各佔50分袁學生按男女分組袁兩兩
成對袁交替操作袁主考敎師根據學生手法操作的熟練
程度袁動作要領袁操作姿勢尧儀表儀態等進行評分遥 實
際操作考試大大激發和督促學生平時進行手法練習
的自覺性袁使學生眞正熟練地掌握推拿操作技術袁檢
驗其實際動手能力遥
2 適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袁培養複合型醫療人才

2.1 應擴大推拿治療範圍 現代社會人們的精神壓
力加大袁工作節奏加快袁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加劇了疾
病的發生袁 80%的人們處于亞健康狀態之中袁 慢性
病尧疑難病症的發生越來越多袁應用推拿療法治療康
復和預防這些病症具有很大優勢袁 給推拿學科的發
展帶來了機遇袁 同時也給推拿學科的發展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袁深化推拿臨床硏究袁擴大推拿治療範圍袁
提高推拿療效已經勢在必行遥
2.2 保健推拿康復前景遠大 隨着我國人民健康意
識覺醒和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袁 越來越多人認識到
進行保健推拿對身體的重要性和人體保健應用是自
然療法的道路遥 不同類型尧不同模式的保健推拿場所
遍布全國許多大中城市袁 保健推拿深受廣大民衆的
喜愛袁其發展形式趨向于産業化遥 對人體預防保健和
康復袁 推拿按摩具有無毒副作用且純屬自然物理療
法袁手法施術於人體袁不加任何化學的尧有害的物質袁
通過不斷變換的手法來刺激穴位或特定部位袁 所産
生的動力及其他的生物物理信息袁 改善了機體的內
外環境袁從而調整人體的生理技能袁並且提高了人體
抗病尧防病能力遥 保健推拿具有廣大的國內尧國際市
場袁作爲一項新興的朝陽産業袁其發展前景確實讓人
動心遥 其巨大的生命力尧市場潜力和發展前景袁値得
我們推拿專業人員去實踐遥 保健康復推拿前景遠大遥
2.3 要大力發展推拿敎育 我們的敎學目的就是爲
社會輸送有用之才袁 推拿敎育要適應社會經濟發展
的需要袁關鍵在于提高推拿敎學質量遥 雖然當前出現
了推拿專業畢業生就業難的現象袁 但這並不意味着
推拿人才培養過剩袁供大與于求遥 從當前醫療人才市
場的需求出發袁改革辦學模式和人才培養模式袁加強
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袁即有紮實的理論知識袁較強的實
踐技能和良好的職業素質的人才袁 把學校辦成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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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針專家楊兆鋼生於1943年袁 任天津中醫藥大
學第一附屬醫院芒針科主任袁主任醫師袁敎授袁硏究
生導師袁率先創立了我國芒針專科門診遥 他從事芒針
臨床敎學和硏究40餘年來袁 積累了豐富的理論和實
踐經驗袁編撰有叶實用針灸學曳尧叶中國芒針秘驗曳尧叶中
國芒針治療學曳等十餘本專著遥 多次應邀參加國際學
術會議尧講學尧訪問尧交流袁並在西歐傳統醫學硏究中
心指導工作袁爲多國高級官員診療疾病袁屢起沉疴袁
深受國際友人稱頌遥 筆者隨師學習期間袁發現楊敎授
對於環跳穴的取穴尧體位及刺法獨到新穎袁他針刺此
穴的手法輕巧柔和袁取穴簡便袁針刺安全袁感應迅速
良好袁常常一針即效袁深受衆多患者歡迎和稱讚袁現
將楊敎授此法整理總結于下院

環跳穴名首見于叶針灸甲乙經曳袁隋唐以前的文
獻亦寫成野銚冶袁銚爲一種中有孔的圓形器具袁針灸
家用其命名穴位袁 正是用物形隱喩該穴所處的部
位袁即環跳穴當在形如燒器的股骨大轉子後緣中點
凹陷中遥 叶針灸甲乙經曳示院野環跳在髀樞中冶袁所以袁
環跳作爲足少陽尧太陽二經之交會已不難理解遥 其
穴下是坐骨神經的通路袁坐骨神經一般自梨狀肌下
孔出骨盆至臀部袁在臀肌深面袁約在坐骨結節與股
骨大轉子之間中點處下降袁 依次經過閉孔內肌尧上
下籽肌及股方肌的後方袁並沿大收肌與股二頭肌之
間下降至腘窩袁坐骨神經是人體中直徑最大袁行程
最遠的一支神經遥這些特點決定了環跳穴主管面積
廣尧治療適應症多袁因此它成爲了臨床上醫家治療

腰腿痛尧下肢萎痹尧坐骨神經痛等疾病的首選穴位遥
1 取穴體位

叶針灸甲乙經曳院野環跳袁在髀樞中袁側臥伸下足袁
屈上足取之噎噎冶袁但是袁上足屈于何度未闡明遥 目前
臨床常規體位爲側臥袁下腿伸直袁上腿屈曲袁使上腿
足踝置于小腿中下段爲度袁 然後取大轉子最高點與
骶骨裂孔連線的中外1/3交點處爲該穴遥 但臨床中發
現袁在此體位下袁臀肌較緊張袁穴位覆蓋肌肉較厚袁因
此用針要長袁針感亦較難把握袁常需不斷提揷以尋找
針感袁同時患者在此體位下容易疲勞不適遥 楊敎授在
針刺此穴時採取患者側臥袁雙下肢自然微屈的體位袁
于股骨大轉子最高點稍後方凹陷處取穴袁 在此體位
下袁該處臀部肌肉淺薄袁與坐骨神經距離短袁針感較
易把握袁且取穴簡便尧迅速遥 體位自然袁病人舒適袁容
易接受遥
2 進針深度

本法取0.25*75mm毫針袁 與臀面垂直進針約1.5
寸至3寸袁行雀啄手法2-3次袁即可立即獲得向足部放
射針感袁而傳統針法進針2-3寸後袁需不斷行提揷手
法以尋找針感袁且因患者體形胖瘦不同而受影響袁針
刺深度區別較大袁所需針具較長袁同時手法較重袁容
易有折針的危險遥
3 針刺感應

針刺得氣後患者自覺有麻脹感向足部放射袁部
分病人可感覺如一股熱浪傳至足部遥 醫者可見患者
下肢後外側肌肉輕輕抽動遥 而傳統針法通過提揷手

環跳穴革新刺法

羅曉英

渊福建省泉州市正骨醫院袁泉州 362000冤

人才的培養培訓中心和職業資格認證中心袁 緊貼市
場需求袁才能深受用人單位歡迎遥 我校幾年來已培養
培訓認定初尧中尧高各級保健按摩師約3000多名袁任
職在各級醫療尧康復部門和保健推拿市場袁適應市場
經濟規律發展的需要遥
3 探討

隨着中醫走向世界袁 推拿伴隨着針灸向外傳播
和流傳至港澳台尧東南亞袁乃至世界各地遥 推拿技術
已經逐漸被世界人民所接受遥 目前社會對推拿畢業
生有臨床治療尧康復推拿尧預防保健推拿三個方面人
才袁其中臨床治療方面的人才需求相對最少袁臨床康
復推拿次之袁預防保健推拿最大遥 針對這種現狀與趨
勢袁改革推拿的敎學方法袁加強學生實際操作能力袁

強化能力本位的敎育袁 使學生具備更強的職業競爭
能力與再學習能力遥 我們還需進一步探索和實踐袁發
揮敎師爲主導袁學生爲主體的敎學模式袁把知識傳授
和能力培養融爲一體袁敎育和硏究融爲一體遥 推拿敎
育將更會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袁 達到敎育與社會需
求的和諧統一袁 爲中國傳統康復醫學的發展揷上有
力的翅膀遥

渊作者簡介院肖宗苗袁男袁1952年11月出生袁副敎授尧主治醫

師曰現兼任國家職業技能鑒定冤保健按摩師渊高級考評員袁福建

省中醫藥學會推拿康復分會常務委員袁 福建省泉州市中醫藥

學會骨傷分會常務委員兼秘書長袁 福建省泉州醫學高等專科

學校中醫尧康復敎硏室主任遥 硏究方向院推拿康復尧骨傷遥 聯繫

電話院 0595-22798696渊宅冤013959892696曰QQ院93790742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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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獲得針感太過劇烈袁患者不易接受袁且對神經刺激
過強袁容易引起神經損傷袁從而影響後續治療遥
4 案例舉隅

案例一院 王某某袁 男袁61歲袁2010年11月15日初
診遥

主訴院腰痛伴右下肢疼痛1月余遥
現病史院患者于1月前因搬抬重物後開始出現右

側腰痛伴右下肢疼痛袁 下肢以大腿後側及小腿外側
疼痛爲主袁不能轉側尧俯仰袁翻身尧久坐疼痛加劇袁坐
後無法站起袁咳嗽尧打噴嚏時症狀明顯袁臥床休息後
減輕袁 自行外貼膏藥尧 腰部熱敷症狀稍緩解但不明
顯袁故求診針灸科遥 現症院腰痛不能俯仰袁右下肢疼
痛袁精神可袁納可袁二便調遥 查體院BP院140/80mmhg 神
清袁被動體位袁面色欠華袁扶入診室袁舌質暗紅袁苔薄
白袁脈沉澀遥 雙側瞳孔等大等圓袁對光反射靈敏袁心肺
渊-冤遥 腰椎生理曲度變直袁 腰部活動前屈功能受限袁
L4/5尧L5/S1棘間及椎旁右側壓痛袁疼痛向右下肢後側
放射袁馬鞍區感覺正常袁右直腿抬高試驗40度渊垣冤袁加
強試驗渊+冤袁左直腿抬高試驗80度渊-冤袁挺腹咳嗽試驗
渊+冤袁右野4冶字試驗渊-冤袁跟臀試驗渊-冤袁雙側膝反射對
稱袁右跟腱反射減弱袁雙股四頭肌肌力V級袁右側姆趾
背伸尧跖屈肌力IV級袁肌張力正常袁雙上肢未見異常遥
巴賓斯基徵渊-冤遥

輔助檢查院CR院 腰椎退行性改變袁L4/5尧L5/S1椎
間隙變窄曰CT院L4/5尧L5/S1椎間盤突出遥

印象院痹證渊氣滯血瘀冤渊根性坐骨神經痛院1尧腰
椎間盤突出 2尧腰椎骨質增生冤

辯證分析院 患者因腰部用力不當袁 損傷氣血筋
脈袁致瘀血阻滯經脈袁氣血運行不暢袁脈絡不通則痛袁
故見腰痛不能轉側尧俯仰遥 脈絡瘀阻袁不能下行濡養
經脈袁故右下肢疼痛袁舌質暗袁脈沉澀均爲瘀血阻絡
之證遥

治則院活血化瘀袁通經止痛遥
取穴院環跳尧大腸兪尧秩邊尧百會尧上星尧率谷尧風

池尧耳神門遥
操作院患者側臥袁兩腿稍屈曲袁股骨大轉子後方

凹陷處取環跳穴袁針尖垂直皮膚袁捻轉進針袁進針約
1.5-2寸袁行雀啄手法2-3次袁可見患者下肢後側肌肉
輕微抽動袁達到針感後針稍退遥 大腸兪向棘突方向斜
刺袁針感向下肢放射袁進針約3-4寸袁捻轉提揷瀉法袁
局部酸麻脹袁並有麻脹感向腰尧臀尧腘窩尧足趾放射後
針尖稍退遥 百會平刺袁上星向百會透刺率谷尧風池尧直
刺袁局部酸脹袁耳神門直刺遥 以上各穴均取右側袁留針
20-30分鐘遥

療效院每日針治1次袁7次爲1療程遥 第1次針刺後袁
患者當時即感疼痛減輕袁能自己行走遥 第2次治療後
下肢疼痛消失袁腰椎各個方向活動自如袁僅覺腰部稍

僵硬遥 針治1療程後袁症狀全部消失袁臨床治愈遥
案例二院班某袁男袁40歲袁2010年11月26日初診遥
主訴院右下肢麻痛2月遥
現病史院患者訴于2個月前受涼後開始出現右下

肢疼痛袁麻木袁以臀後側爲主袁並沿大腿後側袁小腿後
側袁外踝及足外側放射遥 天氣變涼時症狀加重袁夜間
疼痛明顯袁臥床休息無緩解袁與姿勢無明顯關係袁熱
敷後症狀緩解遥 外院行腰椎CR片及CT檢查無明顯異
常袁予口服野大活絡丹冶及膏藥外貼袁均無明顯好轉袁
故今求診我院針灸科遥 現症院右下肢疼痛尧麻木袁遇冷
加重袁精神可袁納可袁寐差袁二便調遥 查體院 神清袁體位
自如袁面色欠華袁舌質淡胖袁苔薄白袁脈沉袁雙側瞳孔
等大等圓袁對光反射靈敏袁心肺渊-冤遥腰椎生理曲度正
常袁腰部活動正常袁腰椎棘間及椎旁無壓痛袁右臀後
壓痛袁小腿後側皮膚感覺稍減弱袁馬鞍區感覺正常袁
直腿抬高試驗渊-冤袁加強試驗渊-冤袁挺腹咳嗽試驗渊-冤袁
雙側野4冶字試驗渊-冤袁跟臀試驗渊-冤遥雙側膝腱反射尧跟
腱反射正常袁雙股四頭肌肌力V級袁右側姆趾背伸尧跖
屈肌力正常袁肌張力正常袁雙上肢未見異常遥 巴賓斯
基徵渊-冤遥

輔助檢查院腰椎及髖關節CR正常曰腰椎CT檢查
未見明顯異常遥

印象院痹證渊風寒侵襲冤渊干性坐骨神經痛冤遥
辯證分析院 患者因感受風寒之邪袁 邪氣侵襲肌

表袁閉阻經脈袁致經脈不通袁氣血運行不暢袁不通則
痛袁故見下肢疼痛遥 筋脈失于濡養袁脈道閉阻不通袁而
至麻木遥

治則院宣痹散寒袁通絡止痛遥
取穴院環跳尧大腸兪尧風市尧飛颺尧陽陵泉尧百會尧

上星尧風池尧率谷尧 耳神門遥
操作院患者側臥袁兩腿稍屈曲袁股骨大轉子後方

凹陷處取環跳穴袁針尖垂直皮膚袁捻轉進針袁進針約
1.5-2寸袁行雀啄手法2-3次袁患者自訴針感向下傳導
至足趾袁 達到針感後針稍退遥 大腸兪向棘突方向斜
刺袁針感向下肢放射袁進針約3-4寸袁捻轉提揷瀉法袁
局部酸麻脹袁並有麻電感向腰尧臀尧腘窩尧足趾放射後
針尖稍退遥 百會平刺袁上星向百會透刺袁風市尧飛颺尧
陽陵泉尧風池直刺袁局部酸脹袁耳神門直刺袁以上各穴
均取右側袁留針20-30分鐘遥

療效院每日針治1次袁7次爲1療程遥 第1次針刺後袁
患者當時即感下肢輕鬆袁 第2次治療後下肢疼痛減
輕袁但仍感麻木袁夜間疼痛不明顯袁針治1療程後袁症
狀全部消失袁臨床治愈遥
5 體會

楊兆鋼敎授此法有以下幾個特點院渊1冤 進針淺袁
體重在100公斤以內的患者1.5寸-3寸即可獲得較理
想的針感袁 超過100公斤的亦只需2-3寸即可獲得針

針灸推拿 271



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1 幻肢痛和幻經絡兩現象及其剖析

很早人們就已發現截肢後的患者會出現幻肢痛
現象遥 所謂的幻肢痛現象袁是指一個人在剛剛截去一
段肢體後袁會感覺到疼痛發生在截去的肢端遥 上個世
紀三十年代又有醫家發現並報道了幻經絡現象遥 所
謂的幻經絡現象袁 是指給截肢後殘端痛的患者針灸
時袁發現循經出現的氣感也出現于截去的肢體上遥 由
於人們解釋不了這兩現象袁 並感到它們有點神秘不
可思議袁故把它們稱之爲幻肢痛和幻經絡遥 因此袁也
就有人借此機會提出了 野經絡不是客觀存在之體而
是人腦虛幻出來的東西冶之説遥

由於筆者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論證經絡是否
眞實存在袁 而是想要通過下邊的剖析給幾種現象一
個合理和客觀的解釋袁 並對人們認識經絡的本質給
予幫助袁所以袁對上述之説本文不作評論袁只想直入
主題遥 筆者相信袁看完下邊的剖析之後袁再依據已發
現的相關現象和已獲得的相關性實驗硏究結果袁學
者們一定能對上述之説給出一個統一和客觀的評
價遥
1援1 幻肢痛現象剖析

凡熟知解剖生理學知識的學者們都應該知道袁
感覺神經系統感覺定位出的部位在其神經末端處袁
其原因是院渊1冤只有在此處神經的結構才是裸露的或
特化的渊特化爲感受器冤袁才能成爲正常的感覺部位袁
其他處的外周神經結構在正常情况下都被包裹在包
膜之中袁不可能成爲正常的感覺部位遥 渊2冤如果感覺
神經的各處在正常情况下都能接受正常的刺激袁産
生正常的感覺袁那就亂了袁就無法分辨感覺來自于何
處袁 因爲一個神經傳導通路只可能投射到大腦皮層
的一個感覺分析點袁 只能判識一個外周刺激點或感
覺點遥 有很多臨床例證可證明情况確是如此遥 例如袁
某些病人的腳痛用了許多診斷方法都未能找到原因

所在袁體檢時卻無意找到原因在于腰椎病渊刺壓腰椎
處的神經引起冤遥

上述的感覺神經活動之特點或規律袁不僅表明袁
儘管在有些情况下渊如外周神經受損等情况下冤感覺
神經的非末端處也能接受刺激袁 並且也能將刺激轉
化爲感覺信號袁 但大腦所感覺到的刺激部位仍定位
于末梢或末端處曰 而且爲我們認識患肢痛的本質和
原理奠定了基礎遥

我們應該知道袁 截肢後袁 支配截去肢端的神經
渊纖維冤仍然有部分殘留或殘存袁它們與中樞神經系
統的聯繫仍然保留着曰還應該知道袁截肢時袁所損傷
或所切斷的神經纖維都是支配截去肢端和切麵處的
神經纖維袁 支配保留肢端的神經纖維由於不穿過切
麵袁故受不到切損袁自然袁斷面處産生的致痛因子只
能刺激到斷面處的斷損感覺神經纖維袁 從而引起疼
痛袁並使人感到疼痛發生在截去的肢端上遥
1援2 幻經絡現象剖析

旣然支配截去肢端的外周神經渊纖維冤仍然有部
分殘留或殘存袁 它們與中樞神經系統的聯繫仍然保
留袁而中樞神經系統完好如初袁那么依據叶穴位經絡
探秘説曳一文可推知袁針灸刺激引起的氣感或神經冲
動就會以下述的兩種方式在截肢患者身體上傳遞遥

截肢感傳機制或方式一袁針灸刺激穴位袁引起的
針氣渊即引起的反應活動冤及其氣感袁首先通過正常
的感傳活動機制渊見叶穴位經絡探秘説曳一文冤被傳送
到達截斷處袁 而後以神經冲動的形式沿着與經絡線
相對應的中樞感覺部位有序地擴散袁 從而出現幻經
絡現象遥

截肢感傳機制或方式二袁針灸刺激穴位袁引起的
神經冲動袁 通過傳入神經的傳送到達中樞並被感知
之後袁首先在運動區中被有序的傳遞袁接着渊1冤通過
支配保留肢端的傳出神經纖維被傳送到保留肢端的

幻肢痛尧幻經絡和神經活動三現象及其剖析

陝西楡林農校 李志剛 渊719000冤

感遥 渊2冤安全可靠袁因進針很淺即可獲得好的針感袁所
以最長用3寸針即可袁不會因爲針刺過深而折針遥 渊3冤
針刺感傳迅速袁 不會因對穴位長時間提揷後而致穴
位損傷袁造成局部肌肉痙攣尧粘連遥 針刺感應好袁手法
輕柔袁僅對坐骨神經做一次良性的刺激袁對神經無損
傷袁且不影響後續的針刺感應及治療遥 渊4冤此法患者
體位較傳統取穴體位舒適袁不易疲勞遥 渊5冤只要按此
法針刺袁 每次均能獲得理想的針感袁 且患者感應柔

和袁針刺後當時即可感到肢體輕鬆袁舒暢遥 渊6冤楊敎授
在配穴上擅于運用耳穴及百會尧 上星等督脈穴位配
合治療袁以達到安神醒腦止痛的效果遥 渊7冤大腸兪是
楊敎授常用的穴位袁也是芒針中的常用穴袁楊敎授針
刺此穴均運用芒針刺法袁針尖刺向棘突袁進針約3-5
寸袁達到向下肢放射的針感袁再腰腿痛治療中配合運
用往往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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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絡部位袁並被轉換成效應或反應活動袁而活動又可
作爲刺激袁進而再引起神經冲動袁再通過傳入神經被
傳送到與保留肢端上的經絡相對應的中樞感覺部
位曰渊2冤同時袁通過支配截去肢端的傳出神經纖維被
傳送到可能形成的傳出傳入短路之中袁 進而被傳送
到支配截去肢端的感覺神經纖維袁 最後被傳送到與
截去肢端上的經絡相對應的中樞感覺部位遥 從而出
現幻經絡現象遥

此處所説的傳出傳入短路是指在破損的感覺神
經和運動神經之間建立起來的直接和暫時聯繫遥

現代醫學硏究表明袁 外周神經斷損後可通過再
生重新接連起來遥 由此可推想袁旣然斷損神經的遠端
已隨截去的肢端而離去袁 那么斷損神經近端中的感
覺神經纖維就可能與運動神經纖維通過再生直接連
接起來袁從而形成一種特殊的傳入傳出短路遥 這種推
想是否眞實當然需要實驗來驗證遥

筆者認爲袁通常情况下渊即健全情况下冤袁爲了實
現和保證對各種刺激的有效反應袁 感傳是通過傳遞
的神經反射性活動實現的袁 即是通過與方式二相對
應的健全感傳機制活動渊見叶穴位經絡探秘説曳冤實現
的遥 但在特殊情况下渊如截肢等情况下冤袁則多可能是
通過單純的感覺擴散性活動實現的 渊可能在感覺中
樞中形成了易化通路冤袁即多可能是通過野截肢感傳
機制一冶實現的袁但也不能排除是通過野截肢感傳機
制二冶實現的遥
2 神經活動現象及其剖析

本文所説的神經活動現象是指優勢現象尧 易化
優勢現象和擴散現象遥

渊1冤所謂的優勢現象袁是指多個非相關性刺激瞬
間同時作用于機體時袁 強刺激引起的神經冲動在中
樞中被傳送的過程中袁 能抑散並吸引弱刺激引起的
神經冲動來強化自己袁 從而保持大腦皮層只對強刺
激産生感覺或産生清晰感覺的現象遥 此現象可能産
生的機制是院 強刺激引起大腦皮層産生強的下行抑
制指令袁以抑制弱刺激引起的傳入通路活動遥

渊2冤所謂的易化優勢現象袁是指在某瞬間袁當人
們的注意力或興趣集中于某個刺激時袁 即使那個刺
激並不是最強刺激袁 但是人們只會對它産生感覺或
産生清晰感覺的現象遥由本人首次提出遥這一現象産
生的可能機制是院大腦皮層産生的強下行指令袁抑制
不感興趣的神經傳入通路活動袁 易化感興趣的神經
傳入通路活動袁 從而使感興趣的那個刺激成爲實際
意義上的強刺激遥

然而袁由於客觀刺激強度或主觀選擇的變化袁人
們也能在短時間內同時感知兩個或幾個刺激袁 從而
留下野一心能二用冶的印象遥 其實袁此刻所説的野短時
間冶與之前所説的野瞬間冶渊很短的時間冤不是同一時
間概念遥 在瞬間是很難一心能二用的遥

渊3冤所謂的擴散現象袁是指當人們不注意或當刺
激強烈時袁 刺激肢體某一部位會引起一個或幾個關
節肌群出現協調反應或收縮活動袁 甚或會引起全身
肌肉出現僵直收縮或攣縮的現象袁 也由本人首次提
出遥 本現象産生的可能機制是院在中樞中運動神經之
間存在着有序和全面的突觸聯繫遥

顯然袁前兩現象都是單純的感覺現象袁有了它們
人們才能準確和集中注意力去感知需要感知的事
情遥 後一現象是一種運動現象或反應現象袁有了它人
們的反應或活動才具有協調性尧適應性和多樣性遥 從
前兩現象我們可感悟到袁 單純的感覺活動通常呈現
出彙聚趨性袁而反射性活動渊即運動冤通常呈現出擴
散趨性遥

最後袁在結束本文之時袁需要表明一下的是袁筆
者擬文剖析神經活動現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大家
能從形成的角度來認識經絡的本質袁 即要給大家帶
來這樣的感悟院 經絡體系並不是應進化之需而專門
形成的袁 而是在形成某個結構和功能體系時附帶形
成的遥 旣然相關的肌肉會連鎖有序的收縮活動曰那
么袁以肌肉爲主要的效應性載體袁其分布與協同肌活
動走向相同的那些穴位點或敏感點袁 就不能在針灸
刺激時連鎖有序地産生氣感性活動袁 從而形成經絡
嗎钥

風尧寒尧濕尧熱等外邪侵犯人體袁 導致病變袁 經
絡受阻袁 氣血運行不暢袁 發爲痹症遥 患處或腫痛袁
或麻痹酸軟無力袁 屈伸不利等爲主要臨床症狀遥

風痛冥野行痹冶院肌體關節酸痛腫大袁 反復發作

竄痛袁 游走不定遥
寒易凝滯袁 阻礙氣機袁 氣血運行不暢袁 筋絡收

縮尧肌體關節痿痹劇痛尧屈伸不利袁 痛有定處袁 症屬
野痛痹冶遥

火推療法治痹症

陳永函渊香港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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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腰扭傷是一種常見的外傷性疾病遥 該病均
爲遭受間接外力或直接外力撞擊所致遥 而引起腰部
肌肉強烈收縮袁使肌肉及軟組織發生充血尧水腫尧滲
出尧炎症尧肌痙攣等一系列局部病理改變袁使得腰部
疼痛難忍袁不能轉側袁彎腰或坐起袁行走困難袁且易被
忽略袁在臨床常被拖延治療或治療不當袁而演變爲慢
性勞損袁使患者終身痛苦遥 筆者自2010年1月至今袁選
用針刺野太冲冶穴加導引治療138例急性腰扭傷患者袁
取得較好的療效遥 現報道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138例患者中男性92例袁佔66.67%曰女性46例袁佔
33.33%曰最大年齡58歲曰最小年齡18歲曰其中18-30歲
23例袁佔16.67%曰31-40歲63例袁佔45.65%曰41-60歲
52例袁佔37.68%遥病因院有典型扭傷史89例袁其中因負
重扭傷有43例袁佔31.16%曰打球做衛生或其他姿勢不
當的73例袁佔52.9%曰無明顯誘因22例袁佔15.94%遥 發
病史院初次發病的79例袁佔57.25%曰旣往有腰痛史的
有59例袁佔42.75%渊其中經腰椎CT確診有腰椎間盤突
出史52例冤遥
2 治療方法院

取穴院取穴于足背第一尧二跖骨結合部前凹陷中
的足厥陰經野太冲冶穴遥 操作步聚院病人先取坐位袁在
施針部位常規消毒袁選用28號1.0寸毫針袁快速進針

0.8寸袁待行針得氣袁針下有上下傳導之感時袁行提揷
捻轉強刺激1mim左右袁 刺激量略超過患者的耐受量
2曰同時令患者站立袁雙手平放在診床上袁兩腳與肩平
寬袁全身放鬆袁醫者雙手拇指羅紋面點按患者野腰腿冶
穴袁再囑患者作左右轉側袁前屈後仰袁側彎旋轉等各
方位的腰部運動袁其速度由慢到快袁幅度由小到大袁
程度由輕到重袁活動量由出汗爲度袁並以患者能忍受
爲度遥 留針20mim其間不斷強刺激袁據病情按上法反
復操作2-3次袁待腰痛緩解後即可退針遥 好轉未愈者
第二天按上述療法再行針1次遥 3次爲1療程遥 全部病
例未使用作何其他療法遥
3 治療結果

3.1 療效標準袁痊癒院經1個療程後疼痛消失袁活動如
常曰好轉院疼痛明顯減輕袁活動時仍有不適感遥
3.2 結果院 本組138例患者均採用針刺佐導引爲主的
內病外治法袁結果全部治愈袁有效率達100%袁平均針
刺所需次數1.58次遥 其中1次治愈的有79例袁佔
57.25%曰2次治愈的有39例袁 佔28.26%;3次治愈的有
20例袁佔14.49%遥

病例介紹院
張某某袁男袁38歲袁農民工遥 于2010年5月15日上

午因搬運東西時用力不當腰部扭傷袁 即感有腰部疼
痛難忍袁前屈袁後伸袁側腰行走袁活動受限袁由他人扶

針刺野太冲冶穴佐導引治療急性腰扭傷138例

謝永遠

安溪縣中醫院福建泉州362400

濕氣內停袁 可致經脈痹阻袁 傳導不通袁 陰陽失
調袁 人體睏倦無力袁 痛有定處袁 麻木腫脹袁 此乃
野着痹冶遥

由於風尧寒尧濕邪未能正常疏導袁 郁久化熱袁 並
發熱邪爲患袁 關節紅腫疼痛袁 痛不可觸袁 形成 野熱
痹冶遥

叶素問尧痹論篇曳指出﹕野所謂痹者袁各以其時袁重
感于風尧寒尧濕之氣也遥 冶現代醫學包括風濕性關節炎
渊大關節冤曰類風濕性關節炎渊小關節冤曰骨關節病渊骨
刺冤袁均屬該範疇遥

野痛則不通袁 通則不痛冶針對風尧寒尧濕邪之特
性袁 秉承先師之敎導袁 經數十年臨床硏究袁 在治療
痹症時除內服中藥外袁 著重採用針炙配合火推療
法袁 達致袪風尧除濕尧散寒尧清熱袁 打通經絡袁 使藥
力直接滲透病竈袁 溫散風尧寒尧濕邪袁 多數患者均能
于1至3個療程內取得滿意效果遥

火推法﹕患部用75%酒精徹底消毒袁 用三棱針或梅
花針于患處扣刺袁渊視病情輕重袁扣刺時略覺疼痛袁皮
膚潮紅袁或輕微出血爲度冤遥

用野消風精冶封閉針口遥 燃燒野眞火液冶袁取火推按
患處袁 使野眞火液冶直達病竈袁 每日或隔日施治袁 每
次約30至40分鐘袁 5至7次爲一個療程遥 輕症1個療
程尧重症2至3個療程遥 手術後當天不可入水袁 並應適
當休息遥
消風精配制院 略
眞火液配制院 略

* 痹症之發生袁非一朝一夕所致遥 久病必虛袁久
痛必瘀袁對身體素虛之患者袁應留意體痹日久袁內捨
于臟袁治宜益氣養血袁調養肝腎袁活血化瘀袁 扶正祛
邪袁標本兼顧遥

274



送入院就診遥 查體院腰椎生理曲度正常袁右腰三橫突
旁壓尧叩痛袁前屈尧轉側活動受限袁腰椎CT示院腰椎諸
椎體未見異常遥其他檢查無異常發現遥診爲院野急性腰
扭傷冶遥 即施行上述療法袁術後患者立感腰痛症狀完
全消失袁活動自如遥 次日即仍上班勞動袁並于1周後隨
訪未見復發遥
4 體會

4.1 急性腰扭傷在祖國醫學屬野傷筋冶範疇遥 中醫認
爲袁腰部扭傷後筋脈受阻袁氣血凝滯袁運行不暢袁經脈
野不通則痛冶袁叶甲乙經曳曰院野腰痛不得臥噎噎冶袁除針
刺外袁配合腰部運動袁導引局部氣血運行袁使經脈通
而不痛遥 急性腰扭傷屬於實證袁根據野實則瀉之冶的治
療原則袁使用快速進針尧提揷捻轉的強刺激瀉法袁使
之緩解損傷部位肌肉痙攣和疼痛袁 達到活血通經止
痛之效果遥
4.2 太冲屬足厥陰肝經的原穴輸穴袁其位于肝與腎冲
脈相應合而盛大要衝之處袁又與三焦經關係密切袁能
通達三焦原氣袁 調整內臟功能袁叶靈樞窑元針十二原曳
中指出院野五臟有疾袁當取十二原遥 冶而原穴是人體原
氣作用表現的部份袁 除能治療本腑及相關臟器痛變

的整體病法外袁還可治腰痛等特殊作用遥 早有叶十二
穴主治雜病歌曳雲院野太冲足大指袁節後二寸中噎噎袁
亦能治腰痛袁針下有神功冶遥 針刺該穴具疏筋活絡袁理
氣止痛袁清利濕熱的作用遥
4.3 採用野動留針冶袁屬針法一種袁主要是留針之間令
痛者活動腰部或一過行針袁 一邊由患者配合活動腰
部袁故稱野動刺法冶遥 通過腰活動袁即野人動則血駝瘀諸
經冶袁野血動則經絡暢通冶遥 實踐證明袁動刺法對關節袁
肌肉及軟組織等損傷袁 具有抑制及降低局部神經組
織的應激能力袁 調節血液循環的作用袁 增強組織代
謝袁從而加速損傷的修復袁使局部疼痛迅速緩解遥 採
用此法可達到預期療效遥 但應注意袁對年老體弱者袁
針刺不能過份增強袁以防暈針遥
4.4 從解剖學來看院太冲穴位于第一尧二距骨間隙中袁
拇長伸肌腱外緣袁有足背靜脈網及第一跖骨側動脈袁
布有腓神經的跖背側神經遥 刺激該穴後袁針感通過感
受器及傳入神經袁 引起中腦中縫核對丘腦束旁核痛
敏細胞的影響袁 及誘導內源性阿片肽物質內啡肽的
釋放袁從而提高痛感和耐痛感袁有較好的鎮痛作用遥

神經根型頸椎病是以頸肩臂疼痛袁肩臂手麻木尧
頸項強幾幾其痛點封閉無明顯效果袁 爲臨床特徵的
常見頸椎病之一袁 筆者從2007年7月要2010年7月採
用兩種頻率電針對神經根型頸椎病進行鎮痛效應的
觀察袁現報吿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07年7月要要要2010年7月經我
院針灸科門診和住院病人袁 均經X線尧CT或MR明確
診斷遥 按隨機數字表法分爲疏密波組200例和連續波
組192例遥 疏密波組中男67例尧女133例袁男女之比約
爲1院2曰年齡21-74歲袁平均渊48.2依1.5冤歲曰病程最短
1d袁最長1a袁連續波組192例袁男63例尧女129例袁男女
之比約爲1院2曰年齡20-72歲袁平均渊46.2依1.5冤歲曰病程
最短2d袁最長1a遥 兩組在性別尧年齡尧病程等方面差異
無顯著性意義渊P跃0.05冤尧具有可比性遥
1.2 診斷標準 參照叶中藥新藥臨床硏究指導原則曳院
淤具有典型的神經根型症狀渊麻木尧疼痛等冤袁其範圍
與頸4尧5脊神經所支配的區域相一致遥 于椎間孔擠壓
試驗尧神經根牽拉試驗陽性袁棘突旁壓痛伴患側上肢

放射痛遥盂X線片可顯示頸椎曲變改變尧椎節失穩尧頸
椎4尧5間隙變窄尧病變椎體節段骨刺形成尧椎間孔縮
小遥 榆痛點封閉無明顯效果遥 虞臨床表現與X線片上
的異常所見在節段上相一致遥 愚實驗室檢查基本正
常遥
1.3 排除標準 淤有明顯兼夾證或合併症遥于妊娠的
婦女遥盂合併精神病患者遥榆頸椎結核尧腫瘤尧胸廓出
口綜合徵尧肩周炎尧肩部外傷性損傷等以肩部疼痛爲
主要症狀的患者遥
2 治療方法

2.1 疏密波組 穴位取第4尧5頸椎的夾脊穴尧肩貞尧曲
垣尧肩髃尧肩髎尧絶骨尧三陰交遥 具體操作院將穴位局部
用碘伏消毒後袁取直徑爲0.32mm毫針袁直刺尧提揷捻
轉得氣後尧加上G6805-II型電針儀遥 電針波型選疏密
波袁治療30min後取針袁最後在針孔處拔火罐5min袁每
日1次袁15次爲1個療程尧療程間休息5d遥
2.2 連續波組 穴位取第4尧5頸椎的夾脊穴尧肩貞尧曲
垣尧肩髃尧肩髎尧絶骨尧三陰交遥 具體操作院將穴位局部
用碘伏消毒後袁取直徑爲0.32mm毫針袁直刺尧提揷捻

兩種頻率電針對神經根型頸椎病的鎮痛效應

顔少敏1 王金都2 王榮坡1

渊1尧福建省永春縣中醫院 永春 362601曰2尧泉州醫高專附屬人民醫院 3625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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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得氣後尧加上G6805-II型電針儀遥 電針波型選連續
波袁治療30min後取針袁最後在針孔處拔火罐5min袁每
日1次袁15次爲1個療程尧療程間休息5d遥
3 治療結果

3.1 療效判定標準 參照叶中醫症證診斷療效標準曳
渊2冤中相關標準袁臨床治愈院原有病症消失袁肌力正常袁
頸尧 肢體功能正常袁 能參加正常勞動和工作遥 好轉
原有症狀減輕袁頸尧肩背疼痛減輕袁頸尧肢體功能改
善遥 無效 症狀及體徵無改變遥
3.2 二組療效比較 治療2個療程後袁 疏密波組200
例中臨床痊癒97例渊48.5%冤袁好轉88例渊44%冤袁無效
15例渊7.5%冤袁總有效率爲92.5%遥連續波組192例中臨
床痊癒65例渊33.8%冤袁好轉102例渊53.2%冤袁無效25例
渊13%冤袁總有效率爲87%遥二組總有效率比較袁差異有
非常顯著性意義渊P约0.01冤遥
4 討論

神經根型頸椎病袁 屬於中醫學 野痹症冶尧野項肩
痛冶尧野頸筋急冶等範圍袁中醫學認爲院人到中年尧肝腎
不足尧氣血漸虛尧督脈空虛尧氣滯血瘀尧若加上長期低
頭工作或感受風寒等誘因袁容易出現頸項疼痛尧肩臂
麻木尧疼痛等症狀遥

現代醫學認爲袁 頸椎是整個脊椎中活動度最大
的部分袁若由於過度的活動袁外部傷害尧頸部不正確

的姿勢袁致使頸部肌肉肌腱長期處于不平衡狀態袁造
成椎間盤壓力分布不均匀袁周圍環纖維排列紊亂尧斷
列尧椎間張力下降尧引起椎體鬆動不穩袁出現疲勞性
損傷袁局部充血尧水腫袁刺激頸椎周圍的竇髓神經節袁
從而導致頭頸肩背疼痛等一系列神經根受刺激的症
狀遥

取頸夾脊穴爲主穴袁意在頸夾脊穴是經外奇穴袁
該穴能夠聯絡溝通督脈和足太陽經袁 具有調控督脈
和足太陽經的作用袁針刺頸夾脊穴能起到疏通經絡袁
活血化瘀的作用袁從現代醫學解剖角度來看袁頸夾脊
穴的分布位置與頸脊神經節段關係袁密切袁針刺頸夾
脊穴能調整頸脊神經的受壓狀態袁配取肩貞尧曲垣旣
有近處治標渊肩痛冤的作用袁佐以肩髃尧肩髎通經活絡
止痛袁遠取絶骨尧三陰交補益尧肝腎尧強筋壯骨遥 諸穴
遠近相配袁共奏活血通經尧補益肝腎之功袁故電針疏
密波尧連續波都能有效治療神經根型頸椎病遥

電針疏密波功能增加代謝袁促進氣血循環袁改善
組織營養袁消除炎性水腫袁能很好地針對引起神經根
型頸椎病所引起病因病機遥 而連續波的主要作用是
止痛尧鎮靜尧緩解肌肉血管痙攣袁雖然它有止痛的作
用袁但與疏密波相比袁它的作用比較遜色袁因此袁疏密
波是治療神經根型的首選波型遥

氣針藥蒸療法融合針炙療法袁 藥蒸療法和物理
治療爲一體袁以中醫臟腑尧氣血尧經絡等理論爲指導袁
採用祖傳秘方袁 名貴中藥與現代科技薰蒸器的完美
結合袁藉助藥力和熱力的雙向作用袁實現皮膚吃藥的
物理治療法袁並同時運用針灸療法疏通經絡袁暢通氣
血袁調理臟腑袁平衡陰陽袁將深伏于皮膚尧關節尧經絡尧
骨骱乃至臟腑的瘀血尧痰濁等病邪化解並驅出體外袁
進而促進血液循環袁 增強和改善消化功能和神經系
統功能袁因而能增進食慾袁改善睡眠袁從而啓動人體
健康潜能袁提高人體免疫力袁有利于排毒養顔袁有利
于症狀的緩解和病竈的消失袁 在臨床中取得顯著療
效遥

適應症

一尧風濕尧類風濕尧痛風症尧小兒麻痹尧中風尧口眼
歪斜尧偏癱遥

二尧風寒感冒尧手腳冰冷尧眩暈尧耳鳴尧眼花遥
三尧心率不齊尧胸翳尧心悸尧胸痛尧胃痛尧糖尿病尧

經痛尧婦科病尧産後瘋遥
四尧骨質增生尧風濕骨痛尧頸椎痛尧肩周炎尧網球

肘尧椎間盤突出尧坐骨神經痛尧膝痛尧足跟痛遥
五尧美容養顔尧肥胖尧失眠尧便秘尧消化不良尧疲倦

等都市常見病遥

民生醫藥中心叶一針堂曳氣針藥蒸療法

一針堂中醫針炙所 陳永函渊香港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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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痛逐瘀湯配合針灸尧牽引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

福建省安溪縣中醫院針灸推拿科 林巧鳳

腰椎間盤突出症是臨床常見疾患袁 是影響患者
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主要病種之一袁 中醫在治療腰椎
間盤突出症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和優勢遥 我院針灸
科是安溪縣中醫院特色專科袁 主攻中醫藥治療腰椎
間盤突出症已有10餘年的歷史袁 具有一定的特色和
較好的臨床療效遥 近10年來袁中藥內服結合針灸尧牽
引系列方法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具有較好的臨床療
效袁得到患者的歡迎遥 我們對2010年1月至2010年12
月住院治療的511例氣滯血瘀型腰椎間盤突出症患
者進行了回顧性的資料整理尧療效統計和總結分析遥
1 資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共511例腰椎間盤突出症病例袁男
性294例袁女性217例曰平均年齡44歲渊18耀60歲冤曰病程
最短1天袁最長1年曰住院時間最短5天袁最長30天袁平
均住院14.5天遥 所有病例均經過詳細的病史和體格
檢查袁經CT或MR證實的腰椎間盤突出症患者遥
1援2 診斷標準 符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頒佈的叶中醫
病症診斷療效標準曳渊ZY 辕 T001援9-94袁 南京大學出版
社援1994冤p1曰 並參見胡有谷 叶腰椎間盤突出症曳渊P援
221袁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冤的診斷標準遥 腰痛伴下肢
放射痛袁腰腿痛如眞誠袁痛有定處袁日輕夜重袁腰部板
硬袁俯仰轉側困難袁痛處拒按袁舌質紫暗袁或有瘀斑袁
脈澀緊或澀曰脊柱無畸形袁如側彎尧挺直尧反張曰定向
性腰部活動受限曰 椎間盤突出部位椎旁局限性壓痛
並向同側下肢放射曰直腿抬高試驗<70毅曰患者下肢膝
跟腱反射減弱或消失曰相應神經根受壓袁分布區有感
覺障礙院x線表現院椎間隙左右寬窄不等袁椎間相對狹
窄CT或MRI證實有椎間盤突出遥
1援3 治療方法 所有病例均進行綜合治療措施如下院
1援3援1 中藥內服院所有病例均服用行氣化瘀尧通絡止
痛製劑袁身痛逐瘀湯加減袁水煎服袁每日1劑遥
1援3援2 針灸治療院取足太陽尧少陽尧少陰尧督脈經穴爲
主遥 具體處方如下院腎兪尧委中尧陽陵泉尧阿是穴尧血
海袁針刺方法院腎兪用平補平泄袁余用瀉法袁局部和委
中穴等可用拔火罐遥
1援3援3 骨盆牽引院以骨盆牽引帶進行骨盆牽引袁牽引
力大小以病人能耐受爲標準袁每次0.5小時左右袁每日
1耀2次遥
2 治療結果

經過統計袁2010年511例患者臨床治愈 渊腰腿痛
症狀消失袁 恢復正常工作和生活能力冤112例 渊佔

21.9豫冤袁顯效渊症狀及體徵明顯改善袁直腿抬高60毅以
上袁能參加一些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袁勞累後可出現腰
腿不適冤192例渊佔37.6豫冤袁有效渊症狀及體徵有所改
善袁直腿抬高50毅耀60毅左右袁可從事較輕的工作袁腰腿
仍有輕微麻痹痛冤182例渊佔35.6豫冤袁無效渊腰腿痛無
好轉冤25例渊佔4.9豫冤袁總有效率486例渊佔95.1豫冤遥 治
療時間最短5天袁最長30天袁平均爲14.5天遥
3 討論

氣滯血瘀型腰椎間盤突出症是由於外傷或勞累
使經脈損傷袁血瘀氣滯袁經脈不通袁不通則痛所致遥 身
痛逐瘀湯出自清-王清任所著叶醫林改錯曳袁以川芎尧
當歸尧桃仁尧紅花尧沒藥尧五靈脂等活血化瘀之品爲基
礎用藥遥 其中川芎辛香行散袁活通血脈袁旣能活血祛
瘀以調經袁又能行氣開瘀而止痛袁前人稱之爲血中氣
藥具通達氣血之功曰當歸尧桃仁素有潤腸通便之功袁
可以預防該病臥床導致的便秘曰沒藥尧五靈脂活血兼
有止痛之功曰輔以通絡宣痹止痛之秦艽尧羌活尧地龍曰
佐以香附調理氣機曰牛膝引血下行曰甘草調和諸藥遥
使藥到病所袁最大限度地發揮活血行氣尧祛瘀通絡尧
通痹止痛之功效袁 以治療氣滯血瘀腰椎間盤突出症
所致的腰腿疼痛遥

針灸治療是在中醫基本理論指導下袁 運用針和
灸的方法袁對人體腧穴進行針刺和艾灸袁通過經絡的
作用袁達到治病的目的遥 針灸具有調和陰陽尧疏通經
絡尧扶正法邪的作用遥 而現代硏究針刺具有明顯的鎮
痛功能袁其原理總結起來主要有下列方面院淤中樞神
經系統的鎮痛作用遥 通過針刺特區部組織的提揷捻
轉袁刺激了很多感受器尧神經末梢和神經干袁加強了
傳長的粗神經纖維渊琢尧茁尧酌類冤活動袁減弱了傳入的細
神經纖維渊C類冤活動遥這兩種鎮痛與疼痛刺激信息在
經過脊髓背角時袁于脊髓水平發生相互作用袁在經過
脊髓以上的中樞核群以及人體的大腦皮層時袁 均會
發生一系列的相互制約與影響遥最後達鎮痛效應遥于
疏通經絡及其調整作用遥 根據祖國醫學不通則痛的
理論袁經絡循行不暢是引起疼痛的原因袁針刺後疏通
經絡是治療疼痛的重要法則遥 經絡還與植物神經系
統有密切聯繫袁針刺後植物神經功能可以得到穩定袁
從而達到調整機體內環境的作用遥 盂院樞神經遞質和
體液因素在針刺鎮痛中的作用遥 針刺後中樞性5-羥
色胺和乙酰膽碱增多袁可能對針刺鎮痛起加強作用遥
針刺後血中嗎啡類物質含量增高袁 增高程度與針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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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n 治療前 治療後

穴位注射組 24 18.69依2.32 10.43依3.27*
普通針刺組 20 19.15依2.46 13.54依2.92*吟

藥物組 24 18.46依2.13 13.96依3.34*吟

注院治療前後袁組內對比袁* P<0援05曰治療後袁穴位組與其他

兩組對比袁吟P<0援05遥

鎮痛效果呈平行關係遥 在人和動物針刺實驗時從腦
脊液中提出一種肽類物質袁稱爲腦啡肽袁是一種內源
性鎮痛物質遥 針刺鎮痛方法將毫針刺入穴位後給予
適量的刺激袁能于相應部位出現鎮痛效果遥

腰椎骨盆牽引袁以仰臥袁雙髖尧膝關節微屈袁符合
腰椎生理弧度袁使牽引時作用力在同一直線上袁有利
于減少椎間隙內壓袁 迫使凸起椎間盤變平或促進椎
問盤回縮袁拉緊黃韌帶及關節囊袁擴大椎管容量袁從
而減輕或消除對脊髓和神經根所産生的刺激和壓
迫袁改善微循環袁促進無菌性炎性修復遥 中央型突出

者牽引力量不宜過大袁 以防突出之髓核變爲游離型
而加重症狀遥

本硏究結果表明袁身痛逐瘀湯配合針灸尧牽引治
療腰椎間盤突出症能明顯改善患者的臨床症狀和體
徵袁臨床療效滿意遥 綜合療法對部分患者袁尤其是椎
間盤突出及症狀並不是十分嚴重者效果頗佳遥

渊作者簡介院林巧鳳袁女性袁1982年2月出生袁2005年畢業于

福 建中 醫學 院針 灸 推拿 系 袁 電 話院13799240977曰 郵 箱 院
530344625@qq.com冤

失眠症袁以不易入睡袁睡後易醒袁醒後不能再寐袁
時寐時醒袁或徹夜不寐爲其臨床特點袁並常伴有日間
精神不振袁反應遲鈍袁體倦乏力袁甚則心煩懊惱袁嚴重
影響身心健康及工作尧學習和生活遥 筆者採用神門穴
位注射治療失眠症68例袁並與普通針刺治療尧口服復
方棗仁膠囊進行對照觀察袁療效滿意袁現報道如下遥
1 臨床資料
1援1 一般資料院觀察病例共68例袁均爲2009年8月至
2011年8月惠安縣中醫院內科住院病例袁按完全隨機
法分3組遥 穴位注射組治療組24例袁男13例袁女11例曰
年齡最小爲35歲袁最大爲78歲袁平均年齡爲56.3歲曰病
程最短半年袁最長爲3年遥 普通針刺組20例袁男9例袁女
11例曰最小爲38歲袁最大爲76歲袁平均年齡爲54.7歲曰
病程最短5個月袁最長爲4年遥 藥物組24例袁男10例袁女
14例曰年齡最小爲40歲袁最大爲75歲袁平均年齡爲52.8
歲曰病程最短3個月袁最長爲2.5年遥 3組患者性別尧年
齡尧病程經統計學處理袁無統計學意義渊P>0援05冤遥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院根據叶中國精神疾病分類與診
斷標準渊第三版冤CCDR-3曳中失眠症渊ICDF51.0冤診斷
標準制定院渊1冤幾乎以失眠爲唯一症狀袁包括難以入
睡袁睡眠不深袁多夢尧早醒袁或醒後不易再睡袁醒後不
適感尧疲乏袁或白天睏倦等遥 渊2冤具有失眠和極度關注
失眠結果的優勢觀念遥 渊3冤對失眠數量尧質量不滿引
起明顯的苦惱或社會功能受損遥 渊4冤至少每周發生3
次袁並至少已1月遥 渊5冤排除軀體疾病如疼痛尧發熱尧咳
嗽尧手術等袁以及外界環境干擾因素引起者或精神障
礙症狀導致的繼乏性失眠遥
2 治療方法

穴位注射組院 雙側神門穴局部常規消毒袁用

2.5mL注射器抽取生理鹽水2mL袁于雙側神門穴垂直
進針袁深度1.2-1.5cm袁有酸麻重感後回抽無血即注入
藥物袁每側各注射1mL袁拔針後在神門穴局部揉按3-
5min袁每晩9時左右注射1次袁連續30天遥 普通針刺組院
穴位局部消毒後袁選用0援35mm伊40mm毫針袁採用捻轉
進針法袁平補平瀉袁進針1-1.5寸得氣後留針30min袁
期間行針2耀3次袁每晩9時左右注射1次袁連續30天遥口
服藥物組院口服復方棗仁膠囊渊遇而安冤袁規格0.4g/
粒袁每晩9點左右口服1粒袁每天1次袁連續服用30天遥
3 療效觀察尧結果

每組于治療前分別行匹兹堡睡眠質量指數評
定袁兩兩對比袁組間無差異性遥 治療30天後袁再行匹兹
堡睡眠質量指數測算袁各組治療前後組內對比袁均有
統計學意義渊P<0援05冤曰治療後各組組間對比袁穴位注
射組與其它兩組均有統計學意義渊P<0援05冤袁普通針
刺組與藥物治療組對比袁 組間無統計學意義 渊P>
0援05冤袁詳見表1遥

表1 各組匹兹堡睡眠質量指數對比渊依s冤

每組于治療前後分別計算夜間睡眠時間袁 治療
前各組組間對比無統計學意義渊P>0援05冤曰治療後穴
位注射組與其他兩組行組間對比均有統計學意義

神門穴位注射治療失眠症的臨床療效觀察

李偉鴻1 張燕娥

渊惠安縣中醫院曰3621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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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治療後袁穴位組與其他兩組對比袁*P<0援05遥

組別 n 治療前 治療後

穴位注射組 24 2.34依1.23 6.22依1.42
普通針刺組 20 2.87依1.16 4.38依1.97*

藥物組 24 2.56依1.31 4.96依1.63*

渊P<0援05冤袁 普通針刺組與藥物治療組對比無統計學
意義渊P>0援05冤袁詳見表2遥

表2 各組睡眠時間對比渊依s冤

4 討論
失眠症袁屬於中醫野不寐冶範疇袁根據中醫理論袁

失眠由外邪擾動袁或正虛失養袁導致神不安捨遥 因心
膽氣虛尧肝郁化火尧痰熱內擾尧陰虛火旺尧心脾兩虛尧
心腎不交以及胃氣不和等因素引起遥 現代醫學認爲院
失眠爲大腦皮層興奮抑制功能平衡失調所引起遥 因
國內外對此尙無特效藥袁 西醫主要以鎮靜尧 調節神
經尧心理治療等方法來改善症狀袁中醫則採用針灸尧
按摩尧口服安神定志藥物等不同的治療方法袁都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遥 本文采用穴位注射療法袁並與普通針
刺及口服中成藥製劑治療進行臨床療效觀察對比袁
得出結果如下院治療前後對比袁三組患者匹兹堡睡眠
質量指數有顯著差異性曰治療後組間對比袁穴位注射
組與其他兩組患者的匹兹堡睡眠質量指數有顯著差
異性袁 穴位注射組與其他兩組患者的夜間睡眠時間

有顯著差異性遥
本文所選治療之穴位野神門冶袁爲手少陰心經之

輸穴尧原穴袁因心主神明袁野心者袁君主之官袁神明出
焉冶袁精神意識尧思維等高級中樞活動袁是由心所主宰
的袁叶靈樞窑邪客曳所説院野心者袁五臟六腑之大主也袁精
神之所捨也冶遥 故失眠尧心煩尧健忘尧心悸尧癲尧狂等與
心的功能失常有關的精神異常表現袁 均可針取神門
穴袁其具有寧心安神尧開郁散結之效遥 本文中採取中
西醫結合方式袁使用穴位注射療法袁其不僅有注射藥
物本身的物理尧化學刺激産生的作用袁並有經絡腧穴
作用的參與袁 使針刺和藥物對穴位的刺激作用有機
結合袁延長對經絡腧穴的刺激時間袁從而達到事半功
倍的療效遥

綜上所述袁 本文通過臨床試驗表明神門穴位注
射治療失眠症患者較普通針刺尧 口服復方棗仁膠囊
可以明顯的匹兹堡睡眠質量指數及延長夜間睡眠時
間袁對於失眠症有較佳的治療效果遥 該療法安全尧經
濟尧無副作用袁旣幫助患者改善睡眠袁提高生活質量袁
且不改變睡眠的正常模式袁 其不失爲一種臨床適用
療法遥

渊作者簡介院李偉鴻袁男袁1983年8月出生袁2009年7月畢業

于福建中醫學院中西醫結合臨床專業袁 碩士袁 聯繫電話

13774826497遥 張燕娥袁女袁1974年8月出生袁1992年7月畢業于

福建衛生學校中醫護理專業袁現福醫大護理本科函授在學袁惠
安縣中醫院內科護士長袁主管護師袁聯繫電話院13015853132冤

筆者祖輩六代從事武醫跌打傷科術袁 其中關節
韌帶傷風濕痛等是傷科治療中最棘手的問題遥 如果
長期內服易傷及脾胃袁 所以採用外治療法可以免傷
脾胃功能且有事半功倍之效袁 於是天灸療法是治療
痹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遥 時値初夏袁大多醫院正在迎
接三伏天野萬人天灸潮冶的到來袁因爲三伏天每年僅
三天袁 一些頑疾或冬病夏治患者就期待這三天去醫
院貼天灸遥 筆者闡述的是長期隨時都可外敷治療的
天灸袁並無季節限制袁因爲我爲改變天灸起泡的局限
性以及起泡後的處理用了十二年時間袁 放棄了很多
掙錢的機會袁 陸續拜訪過120多位民間的草醫名家袁
精心選配過300多種中草藥袁潜心配制500多個型號袁
經過上萬例的外敷治療才篩選出4個治療有效而且
不起泡的配方及其工藝方法袁 現把體會和辛酸與廣
大同仁共饗和討論遥

1 天灸療法

1.1 中醫灸治療法分爲兩大類袁 一類爲火熱灸法袁另
一類爲非火熱灸法遥 天灸療法是非火熱灸法中的一
種主要方法袁又稱發泡療法袁它是利用中草藥中某一
些有刺激性的藥物粉碎調糊外敷或用少量鮮草直接
外敷患處或穴位袁 致使敷藥處皮膚發泡從而達到防
病治療的目的遥
1.2 天灸的藥物遥這種療法一般多選用有強烈刺激性
能使敷藥處皮膚充血尧 發熱及表皮下滲液形成水泡
的藥物遥 該藥物在使皮膚發泡的同時具有擴張血管袁
促進血液循環袁改善周圍組織袁使其有效成分滲透到
病竈部位的作用遥 常用的藥物有院白芥子尧斑蝥尧毛
茛尧大蒜泥尧威靈仙尧白花丹尧茅膏菜尧黃花蟻尧博落
回尧隔山見尧雪里開尧白芷一尧水芹菜尧商陸尧花椒尧鍛
貝蛤尧一枝香尧山木蟹皮尧鐵腳鷄等幾十種遥

改變天灸療法局限性的硏究

浙江 瑞安 邱定武

針灸推拿 279



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1.3 天灸的功效渊優越性冤遥 因爲天灸是用最少的藥
物野定點打擊冶病竈袁不用內服尧燻洗袁不用按療程使
用袁不用像抓薩達姆那樣去轟炸整個伊拉克袁使有效
的藥物通過發熱來滲透病竈袁溝通表里袁貫穿上下袁
從而達到治療的目的袁具有野用量少尧見效快尧費用
低尧治愈率高尧復發性少冶的優點遥 例如關節韌帶傷尧
脊柱骨痛尧腰椎突出尧急性彎曲或活動受限袁只要天
灸一次袁24小時後明顯減輕或改善袁氣泡後處理2至5
天即可袁10天後痊癒率爲80%袁 治療2次痊癒率爲
96%袁復發率僅爲2.7%曰初中生體育中考前治療5天
就可如常參與考試遥
2 天灸的局限性
2.1 因爲所帖的皮膚往往要氣泡袁氣泡後一般要3至7
天痛袁處理不當易留疤痕袁特別是一些愛美的女性所
不能接受袁如果事先交代不周或沒有説明清楚袁會改
變醫患之間的感情袁甚至會造成醫患糾紛袁所以袁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該療法的更廣泛應用遥 又如在治
療腰骶部時袁若大面積的同時使用袁有少量婦女會改
變月經周期和絶經後女性有極少量的出血現象袁所
以要分多塊間隔使用爲佳袁 或者在內服藥中加入安
腎止血的仙鶴草來解除心理上的恐慌遥
2.2 氣泡後的處理遥 我曾在2006年2月的叶民族醫藥
報曳上刋登天灸氣泡後的救援信息袁後來收到全國十
幾位熱心同仁的獻策袁 都説用他們的燙傷藥處理很
好袁我相繼買了安徽尧貴州尧湖南尧廣西尧江蘇尧新疆尧
杭州尧廣州等地的國藥和散藥袁因爲天灸起泡和水火
燙傷起泡的性質不同袁有些藥撒渊抹冤上後起反作用遥
現在用新疆呼壁圖市中醫院王新華的藥粉袁 療效頗
佳袁只要鉸破水泡抹些香油袁再撒些該藥粉袁換個2到
4次就愈曰如果不小心水泡脫皮了袁上藥後要鑽痛1分
鐘袁然後沒事袁這樣治療一些重症患者都容易接受袁
且治愈率高袁費用低遥 普通的處理是在去藥後馬上抹
上鷄蛋清來防止過敏和發紅袁大忌用熱水泡洗遥
3 天灸藥不起泡的硏究
3.1 在使用過程中袁存在上述的局限性袁我爲此長期
悶悶不樂袁平時查詢書籍和四處打聽民間高人袁經常
關門歇業袁籌款拜訪資深醫者袁據曾經使用過的大部
分醫者都説院野想改變其起泡是不可能的袁 要么起泡
才有效果袁要么降低含量而無效袁他們的祖輩都是這
樣用的遥 冶這是民間的一大特藝袁但是袁現實中國有幾
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慢性損傷袁如項背肌筋膜炎尧腰
肌勞損尧肩袖損傷尧腱鞘炎等等袁如果用天灸起泡治
療患者不易接受袁用其它膏藥渊因爲它是爲大衆化而
配制的袁 使用藥性比較緩和冤 一般達不到快速的療
效袁或者要用野療程使用冶袁用熱敷尧拔罐尧針灸尧按摩
等都有效卻不持久或不方便袁 患部索條狀的筋膜軟
不掉袁所以袁我就如痴如醉地去硏究遥 十餘年的汗水

和滄桑終于有了回報袁 先後用降低含量和相互牽制
毒性的方法與具有治療水火燙傷和涼血消腫活血功
能的中草藥打碎加入配伍使用袁如院木通尧生大黃尧黃
柏尧黃芩尧黃連尧生地尧釣魚竿尧水龍骨尧甘草尧芒萁尧地
衣尧蕉根尧地漿尧海螵蛸尧白糖尧蜂蜜尧香油尧糯米尧緑
豆尧崩大碗尧蘆薈尧愼火草尧石塔尧雙皮尧虎杖等300多
種製成500多個型號袁眞是野要么起泡袁要么無效冶啊浴
3.2 2003年在粉碎藥餅時因其粉濾網過細而在粉碎
過程中發熱袁影響了該性能袁從中啓發袁又想到斑蝥尧
川烏炮製等袁幾經改進成爲郁號袁現已用至今遥
3.3 2004年在用生桐油炒拌十八額治療鷄眼和湘西
絶技野空手炒油鍋冶中得到靈感袁後又查了大量有關
桐油的資料袁配制了吁號袁有效袁不起泡袁但使用不方
便遥
3.4 2006年冬袁在上海叶第三屆國際中醫藥工程學術
會議曳上提出野延長敷藥時間降低其毒性冶的一種設
想袁得到香港梁秉中敎授的贊同袁後又反復200余次袁
終于在2007年冬加入民間草藥天名精和白地靑天等
而成功袁現已大量使用袁只是所貼處皮膚有些黑袁極
少有過敏袁基本成功袁編爲X號遥
3.5 2007年春在用白芥子時把它加熱尧細粉和降低含
量的過程中有所成功袁但敷藥時間不宜過長遥 後用草
藥海皮水拌糊卻不熱了袁24小時後去藥才有些紅感遥
3.6 2007年秋袁在治療熱性風濕渊痛風冤時加入地漿等
有明顯的涼血作用袁 後來又在最痛處撒入極少量天
灸干粉再外敷袁一般2到4天就痊癒袁編爲御號遥
4 天灸療法要因人群和皮膚而異用遥就像喝酒和吃
辣椒一樣袁有些人一斤白酒下肚不醉袁有些人沾酒便
臉紅袁有些人可以干嚼半斤小辣椒袁有些人一沾生薑
就合不上嘴袁人的皮膚也一樣袁所以同樣配方的天灸
藥物要逢人逢時逢部位隨時而變袁 從而達到最理想
的療效袁一般存在以下幾點差異遥
4.1 一般來説袁小孩尧年輕女性的皮膚較嫩袁男性次
之袁干農活的老年人最老遥
4.2 皮膚白皙尧平時日照少者較薄袁長期裸外日曬者
渊處冤較厚遥
4.3 冬天敷藥時間比夏天要長遥
4.4 北方人比南方人耐寒性能長袁敷藥時間相對要加
久遥
4.5 經常做按摩尧外敷各種藥物者其耐藥性較強袁但
剛去掉藥渊膏藥冤或剛過久按摩過的部位皮膚耐藥性
較弱遥
4.6 喜食辛辣尧厚味者比飲食清淡者耐過敏性強遥
4.7 強壯尧肥厚者藥物滲透性過慢袁瘦弱者滲透性快遥
4.8 皮膚多體毛者和人體的陽面比皮膚少體毛者和
人體的陰面貼藥時間要長遥
4.9 人體的手心部位耐藥性是其手背的3倍袁腳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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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背的5倍遥
4.10 天灸藥在粉碎過程中受過熱和製作過細會降低
其刺激性能遥
4.11 孕婦禁用曰大病過後和體質過弱者不用曰 皮膚
過敏者和額頭部位愼用遥
5 總結

天灸療法是中華民族民間療法中的一朶奇葩袁
跟其它科學一樣也是一把雙刃劍袁 只要認眞辨證分
析患者的病况袁合理配伍以及掌握住其製作工藝袁適
時適人而用袁可以達到神奇的療效遥 用中草藥治療頑
痹頑疾袁 本身就是借取其中的某種偏性去攻剋人體
某部的偏性 渊中醫認識人體陰陽不平衡才生病冤袁來
調節人體的相對平衡袁也就是俗説的野以毒攻毒冶遥 現
在袁砒石和樸硝都開發成爲治大病的良藥了袁也應當
加以開發利用天灸藥的優越點來解除當前野看病貴袁
看病難冶的困境袁便其野量少尧外敷尧價廉尧使用方便尧
療效肯定冶 的優點來爲人類的衛生保健事業做出更

大的貢獻遥
附院 在寫完上述的第二晩很想再説幾句十餘年

來最沉痛的心得院1冤 當我向患者推薦該療法和起泡
後需要3至7天痛的事先説明時袁 患者都説院野只要能
治好起泡和皮膚痛幾天沒問題遥 冶可是在起泡的過程
中或治愈後疤痕還沒有完全褪掉時經常有人來吵
鬧袁但是過個一年幾載後又介紹親朋來説野其實起泡
出黃水效果最好的冶曰2冤給親朋好友的使用過後大多
受過責怨曰3冤 費用收得低廉時遭到埋怨的情况反而
更多袁 但我還是以道德爲準繩和事先説明其局限性
來緩解野看病貴冶曰4冤我的過程是在十餘年連續的夫
妻爭吵和顧客的責怨中走過來的袁 曾多次向上級推
薦其功效後得到的答復都是野踢皮球冶袁猶如野卞和獻
玉冶袁還是她的療效堅定了我的意志袁在失挫和痛郁
的時候有時很想抛棄妻女搬到山上像巫醫一樣去賺
錢袁而且有聲望袁但是袁我不是爲了金錢才去硏究天
灸藥的局限性的遥

厥脫是中醫臨床常見的危急重症之一遥 其因爲
邪毒內陷或內傷臟氣袁亡津失血引致氣血逆亂遥 正氣
耗脫的一類病證遥 臨床表現以神志淡漠袁煩躁不安或
神志不清袁面色蒼白或潮紅袁或發紺袁四肢冰冷袁脈象
細數無力或脈微欲絶袁呼吸淺促袁血壓下降爲特徵遥
因此袁本病症發病急袁變化快袁迅即逆轉在須臾之間遥
醫生不能輕視大意遥 而從現代醫學方面觀點分析袁該
病症是以急性循環障礙爲特徵袁 而導致生命器官變
化袁代謝發生嚴重障礙的臨床綜合徵遥 所以也是西醫
院急診室的常見病症之一遥

然而不論在中醫院或西醫院對於厥脫渊昏迷冤病
症都有一套較爲成熟的搶救治療措施遥 但前提都要
一個各科比較齊全尧 設備比較完善的醫療單位才具
備接收這類病人的條件遥 承然袁在醫院之外袁如發生
在家中袁野外袁旅途渊包括高山袁空中袁海上袁汽車袁火
車袁輪船袁飛機上冤等場所遥 這種病人要在極短的時間
內能得到及時救治袁就難以實現遥 爲此袁本人在從醫
四十餘年的臨床醫療實踐中逐漸探索了一些簡便而
有效地急救方法遥 這就是今天介紹給大家袁關於野徒
手急救法在急症臨床中的應用冶遥 這個方法僅用醫者
的手指就能在任何時間袁任何地點袁以最及時袁最簡
便方法施以搶救遥 爲病人早期治療爭得極其寶貴的
治療時間袁爲後期病人通過120送到有條件的醫療單

位袁進一步系統搶救創造條件遥
當今袁就臨床急診而言袁最常見是各種病因引起

的厥脫渊昏迷尧休克冤病人遥 現在我們在電影或電視
中袁經常可以看到袁即使一般人而不是醫務人員遥 對
於身邊突然發生厥脫或昏迷的病人袁 都會用手指按
壓病人的人中穴遥就能很快使病人清醒過來遥説明這
個方法已被廣大公衆所掌握遥當然這是演戲遥眞正要
使病人能覺醒過來袁不但要有準確的穴位袁更重要的
是操作手法遥

下面就詳細介紹關於徒手急救方法在臨床中的
應用院
1 人中穴

淤 操作手法院醫者用拇指指甲點切穴位袁並向
上推向鼻中隔袁使酸尧麻尧脹直至鼻根部袁使病人眼淚
溢出遥

于 作用院醒腦開竅袁可用于各類厥脫渊昏迷冤或
休克病人
2 承漿穴

淤 操作手法院醫者用食指尧中末節屈曲成鈎狀
樣抵在下頜袁拇指指尖帶指腹點壓該穴袁使酸尧脹尧麻
向齒槽及向兩側面頰放散遥

于 作用院醒腦開竅袁提陞血壓作用遥 適用于厥脫
病人袁同時血壓下降者遥

徒手急救法在野厥脫冶中的應用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省二醫院康復分院袁針灸科 吳炳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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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素髎穴
a冤 操作方法院 醫者用拇指指腹抵在鼻尖下方袁

再以食指及中指偏峰夾住鼻翼兩側袁 三指合力把鼻
尖向上方推壓遥 使酸尧脹尧麻直至鼻根部遥

b冤 作用院醒腦開竅的同時又有提陞血壓袁興奮
呼吸中樞和止鼻出血袁 故適用于失血性休克或呼吸
源性休克病人遥
4 機關穴要在下頜骨升支中點後緣

a冤 操作方法院醫者以拇指袁食指抓住耳廓中部
作爲支撑點袁同時用中指指尖點按穴位渊注意兩側同
時進行冤使酸尧麻脹擴散至顳下頜關節遥 病人將不自
主張口遥

b冤 作用院醒腦開竅袁開口噤袁適用于厥脫渊昏
迷冤袁同時出現牙關緊閉的病人遥
5 中冲穴

a冤 操作手法院醫者以中指及食指握住病人中指
渊注意兩側同時進行冤遥後用拇指指甲交叉切穴位遥使
酸尧脹尧麻直至手心渊勞宮穴冤

b冤 作用院醒腦開竅袁強心作用遥 故適用於心源性
休克或厥脫病人遥
6 虎邊穴要在第二掌骨橈側緣中點

a冤 操作手法院醫者用拇指指尖帶指腹點按該穴
直達骨面上遥 其他四指並攏抓住病人手掌遥 渊注意兩
側同時進行冤遥 使酸尧脹尧麻直至手掌心的勞宮穴或後
溪穴遥

b冤 作用院 醒腦開竅的同時又能鬆散五指作用遥

故適用于厥脫或昏迷病人袁同時出現兩手固握者遥
7 中魁穴要在中指中節中點

a冤 操作手法院 醫者用中指鈎住病人中指中節袁
後用拇指指甲交叉點切穴位遥 使脹尧痛尧麻達到中指
尖或指根部

b冤 作用院強心袁止嘔遥 適用于虛脫病人又出現噁
心尧嘔吐者遥
8 魚際穴

a冤 操作手法院醫者用拇指指尖點按該穴至第一
掌骨骨面上遥渊注意兩側同時進行冤遥其他四指並攏緊
緊抓住病人的拇指袁使酸尧脹尧麻直至手太陰肺經的
孔最穴或尺澤穴遥

b冤 作用院宣通肺氣袁定喘息遥 故適用于支氣管哮
喘急性發作期病人袁或心源性喘息病人遥

以上介紹幾個穴位的特殊作用遥 用于徒手急救
部分危急重症的病人遥 希望通道們在臨床醫療中加
以應用袁並不斷改進尧完善袁不斷發現新的穴位和新
的方法遥 爲中醫對急症治療增添了新的內容袁更好地
爲病人服務遥

渊作者簡介院吳炳煌院男袁1938年12月出生遥 中西醫結合主

任醫師尧敎授尧碩士生導師尧全國名老中醫遥歷任福建中醫學院

針推系主任尧中國針灸學會常務理事尧福建省針灸學會會長等

職遥 現任叶中國針灸曳編委袁叶中國臨床康復曳專家委員會成員遥
1964年畢業于福建醫學院醫療系遥先後在福建中醫學院尧國醫

堂尧福建省人民醫院尧福建省第二人民醫院從事敎學和臨床工

作遥通訊地址院福州市五四路282號福建中醫藥大學老干處袁郵
編院350003冤

推拿按摩新手法治軟組織損傷遥 包括彈拔 渊分
筋冤尧舒順渊理筋冤尧定痛渊鎮定冤三個主要步驟遥

渊1冤彈拔院在患部找準具體病變之肌腱尧肌腹或
神經乾等袁術者用單/雙拇指將病理組織沿纖維垂直
方向向左右彈拔袁每次10分鐘左右袁力度以患者能耐
受及病程長短決定袁病程長尧局部粘連重宜重拔袁反
之宜輕袁否則加重損傷遥 彈拔目的是分離病變組織粘
連袁使其回復到正常位置袁並促進局部血循環袁炎症
消散遥

渊2冤舒順院以單/雙拇指將位移渊或稱爲野脫槽冶冤
之肌腱尧肌肉尧神經等扶正歸位袁恢復正常解剖位置
和生理功能遥 其操作以適度力量順纖維方向來回推
按約10次袁然後稍加壓渊又稱野壓平冶冤此法適用于慢
性損傷而經彈拔之後袁粘連已分解之病變遥 如是新損

傷袁可不經彈拔法而直接進行此法遥
渊3冤定痛院以拇指指腹按壓疼痛較劇之病變組織

約半分鐘袁可解除損傷後肌肉痙攀袁使疼痛緩解或消
失遥 此法亦可用于彈拔手法之先遥

輔助療法院部份病情重尧病程長尧局部粘連嚴重
者袁應加用局部封閉袁或以中藥理氣止痛尧活血化瘀袁
以提高療效尧縮短療程遥 局部封閉方法是以0.25%普
魯卡因10钥 0毫升袁渊用量視病變範圍深淺而定冤內加
醋酸強的松龍混合液1毫升袁 作局部放射狀封閉袁其
深度應按病變組織解剖深淺及患者胖瘦而定遥 每2耀3
天一次袁1耀10次一般可愈遥 中藥治療常用活絡效靈丹
或桃紅四物湯加味袁痛劇加乳香尧沒藥袁功能障礙提
示粘連較重袁常用炒黃蒲尧五靈脂尧三棱尧莪術等活血
破血化瘀之品遥

推拿按摩新手法治軟組織損傷

台灣中醫藥研究委員會 吳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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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穴推拿法治急性腰扭傷
特色醫術院 點穴推拿法治療急性腰扭傷取得了

較爲滿意的效果遥 操作方法院首先用拔火罐治療10耀
15分鐘遥 罐取下再用點穴法袁點按患側下肢環跳尧承
扶尧殷門尧委中尧承山尧崑崙等穴遥 使腰部疼痛有所緩
解袁再施推拿法遥 淤推扶法院病人取俯臥位袁醫者用兩
拇指自頸部向臂部均匀快速反復向下推5分鐘後袁腰
背部産生溫熱感袁使肌肉放鬆遥 于揉法院以病人痛點
爲中心袁採用指揉法或掌揉法5分鐘後疼痛緩解遥 盂
按壓法院用拇指呀拐肘按壓袁重按阿是穴遥 榆拿法院在
腰眼處用五指拿法袁由輕到重遥 虞扭腰法院病人側臥
位袁上方大腿自然屈曲袁下方大腿伸直袁一手扶病人
肩部袁一手扶住病人的臂部袁左推右拉來回扭動袁手
法要輕鬆柔軟尧協調連貫遥 本療法具有疏通經絡尧舒
筋活血等功能遥 就活動自如袁不留任何遺症遥 據患者
不同體質及而受力調節溫度袁一般溫度控制在40耀50
度之間袁治療時將藥與水裝入機內藥鍋中袁加熱使藥
物之氣瀰漫于機倉中遥 升至指定溫度後袁讓病人裸身
或穿短褲背心袁除頭外袁全身進入機倉中遥 升至指定
溫度後袁讓病人裸身或穿短褲背心袁除頭外袁全身進
入機倉中袁每次薰蒸時間15耀20分鐘袁7天爲1療程袁休
息2耀3天後袁 行第二療程治療遥 對寒證者加艾葉尧干
姜尧桂枝各15克曰濕重者加羌活袁獨活各15克袁重用蒼
術至30克曰血瘀者加紅花10克袁三棱15克袁蘇木15克曰
證屬濕熱者加茵陳15克袁虎杖15克袁秦艽尧地膚子袁葛

根各15耀20克曰痛甚者加鳥頭15克袁細辛10克袁郁金15
克曰寒熱夾離者袁則酌情選用散寒清熱之品同治遥 禁
忌證院凡嚴重心血管疾病袁懷孕袁體質過于虛弱者袁均
不宜用該法治療袁以免發生意外遥 配合推拿按摩頭尧
肩尧腰腿皮下施治1次袁每次3耀5分鐘袁7日爲1療程遥

注意院
1.本療法之産熱量與摩動速度成正比袁與壓強成

反比遥 如果感到太燙袁可減慢摩速或壓緊錫箔袁其溫
度自降遥

2.皮膚有破損或潰瘍處不宜施術遥
3.眼部尧惡性腫瘤及出血素質禁用遥
4.術後治療部位避風寒忌冷水遥
手法治脊柱相關病院脊柱相關病手法療法袁即可

指力手法治療袁採取旋轉尧掌推尧斜搬等方法袁與一般
推按摩手法不同遥 臨床應用以主體定位袁綜合協力尧
辨證施法等爲原則袁對頸椎病袁腰腿痛及由脊柱相關
原因引起的內科雜證有顯著的效果遥 如頸與棘突偏
左爲例袁此病可引起眩暈袁視力下降尧心動過速或過
緩尧上臂疼痛尧下肢癱瘓等遥 治療方法院患者者取低端
坐位袁頸部前屈30毅袁右側偏30毅袁左側旋轉45毅,術者站
于患者後側袁右手扶持下鴿部袁使頭轉向右側45毅,並
向上輕輕提牽袁患者頭稍向前屈曲袁同時左手迅速向
右用力輕推袁聽到野咯冶一聲尧拇指下有輕移動感袁觸
之平復或改善袁手法吿畢遥

胸椎後關節紊亂症袁又稱胸椎小關節紊亂症袁中
醫過去稱野骨錯縫冶袁在康復科門診中相當常見遥 筆者
自2004年至2007年远月以來袁採用小針刀結合整脊手
法治療該病35例袁取得了顯著的療效袁現報道如下遥
员 一般資料

本組患者35例袁其中男16例袁女19例;最小15歲袁
最大60歲袁 年齡15-25歲8例袁26-45歲15例袁45-60歲
11例;錯位椎體T1-2院5例袁T3-6院22例袁T7-12院8例;病
程最短者30天袁最長8年遥
2 臨床表現
2援1 症狀院35例患者均有單側或雙側的胸背疼痛袁煩
躁胸悶袁並有不同程度的轉側不利袁深呼吸或咳嗽時
疼痛加重遥 其中伴心悸者13例袁氣短者5例袁痛甚不敢
咳嗽者3例袁不能平臥者2例遥
2援2 臨床體徵院35例患者背部均有肌肉緊張尧痙攣尧腫

脹尧觸痛袁可觸及野點狀冶或野條索狀冶陽性反應物遥 脊
柱檢查院胸椎相應棘突偏歪或凹陷或後凸隆起袁或棘
上韌帶鈍厚尧 剝離遥 其中錯位椎體T1-2院5例袁佔
14.3%曰T3-4院9例袁佔25.7%曰T5-6院14例袁佔40%曰T7-
9院5例袁佔14.3%曰T7-12院3例袁佔8.6%遥
2援3 影像學檢查院载線片示胸椎棘突偏歪不在一條直
線上袁或錯位胸椎體前後緣連線不連續遥
3 治療方法

3.1 小針刀治療院
找準最敏感的壓痛點或點狀尧 條索狀陽性反應

物作爲治療點袁用龍膽紫點上作爲進針點標記袁常規
消毒皮膚袁 取漢章牌源號小針刀在進針點上進針袁刀
口線和脊柱縱軸平行袁深度爲员糟皂左右袁當針刀下有
堅韌感袁 並且患者訴有酸脹感時袁 即爲找到病竈部
位袁與肌纖維的方向平行縱行剝離3-4下袁出針袁外敷

小針刀結合整脊手法治療胸椎後關節紊亂症35例

晉江市中醫院針灸科 洪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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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可貼
3援2 整脊手法院

患者俯臥于床上遥 醫者在其脊柱兩旁尋找壓痛
點袁在壓痛點上下椎體處可以找到側彎的棘突袁在該
處以手肘部按壓袁同時讓患者吸氣後呼氣袁在其呼氣
的同時袁 術者以肘部用力按壓側彎的棘突袁 使之復
位遥 這時往往可以聽到或感覺到復位時的彈響袁提示
手法成功遥 然後讓病人直坐在方凳上袁雙手交叉放在
腦後遥 術者站在患者身後袁雙手握住患者雙上臂袁膝
關節緊抵患椎棘突處袁再使患者行呼吸配合袁在患者
呼氣時施以暴發性彈力袁 此時可聽到小關節的復位
彈響聲遥 一般經以上兩步手法袁復位即可成功遥
4 治療結果

4援1 療效標準參照叶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曳制定渊圆冤遥
痊癒院症狀體徵完全消失袁活動自如袁胸椎偏歪糾正袁
棘突壓痛消失袁隨訪半年無復發曰好轉院症狀體徵基
本消失袁胸椎偏歪棘突糾正袁但深呼吸及咳嗽時仍有
輕微疼痛曰無效院症狀及體徵無改善遥
4援3 治療結果

痊癒27例袁好轉8例袁無效园例袁治愈率77%袁總有
效率员园园%遥
6 討論與體會

胸椎後關節紊亂其病因病機可由外傷或慢性勞
損或不良生活習慣尧姿勢積累性損傷而來袁致局部肌

腱出現水腫尧出血尧肌體通過修復代償袁出現肌腱變
性尧粘連尧攣縮袁最後出現單個或多個椎體及其相應
小關節發生輕度移位袁甚至滑膜嵌頓袁從而刺激或壓
迫脊神經袁 導致相應脊神經和交感神經所支配的組
織和器官産生功能障礙而引起的一系列症狀遥 有的
甚至形成肌腱攣縮要要要小關節移位要要要加重攣
縮要要要加重小關節移位的惡性循環遥 臨床上常表現
爲反復性尧 頑固性背痛和深呼吸或者咳嗽時疼痛加
重遥 小針刀是中醫針灸的野針冶和西醫外科的野刀冶兩
者融爲一體的産物袁 一方面可以發揮中醫針灸學説
的特點袁利用小針刀野針冶的作用袁刺激督脈之阿是
穴袁能疏通經絡袁運行氣血遥 另一方面袁又可發揮外科
手術野刀冶的作用袁對局部組織粘連及瘢痕進行松解尧
剝離尧切割袁改善血管收舒功能袁促使血液循環增加袁
加快了局部組織的新陳代謝遥 手法治療可糾正胸椎
解剖位置失常袁 通經活絡化瘀止痛袁 使紊亂關節復
位袁解除肌肉痙攣袁恢復胸椎內外平衡袁改善局部血
循環袁消除局部腫脹及炎症袁從而消除病變部位對血
管尧神經的壓迫和刺激而達到治療目的遥 二者合用可
互相補充袁即治標袁又治本袁防止出現惡性循環袁達到
較好的治療效果遥

渊作者簡介院洪天生袁男性袁1974.9出生袁學士袁主治醫師袁
畢業于福建中醫學院曰電話院0595-85060516袁13600717178曰電
郵院hongtiansheng@sohu.com冤

藥物穴位敷貼是一種外治療法遥 冬病夏治是以
叶內經窑四氣調神大論曳野聖人春夏養陽袁秋冬養陰袁以
從其根冶爲理論依據的一種治療方法遥 伏天自然界陽
氣最旺盛袁人體皮毛開泄袁這時如順時就勢袁攝取陽
氣進行中藥穴位敷貼治療袁可以起到扶正固本袁提高
機體非特異性免疫力袁 降低人體過敏狀態以及改善
丘腦要要要垂體要要要腎上腺系統的功能遥 我院2004-
2009年應用穴位敷貼治療慢性支氣管炎尧 哮喘500
例袁療效滿意遥 現就其治療尧護理體會介紹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500例患者中袁男315例袁女185例袁年齡4-81歲袁

支氣管哮喘196例袁慢性支氣管炎304例遥
1.2 方法

白芥子30g尧玄胡30g尧甘遂15g尧細辛15g共硏細
末袁與生薑調成稠膏狀袁敷于雙側肺兪尧心兪尧膈兪袁

敷貼時間爲2h/次袁自覺發癢尧灼熱即可取下遥 兒童用
量爲成人的1/2袁時間爲30-60分鐘/次袁于夏季每伏第
1天貼1次袁連續3天遥
1.3 結果

治愈渊症狀控制袁1a以上無復發冤180例渊36%冤曰
好轉渊症狀減輕袁急性發作次數減少冤260例渊52%冤曰
無效渊症狀未見減輕冤60例渊12%冤遥
2 護理
2.1 用藥前護理

用藥前必須仔細詢問病史袁 警惕皮膚過敏反應
發生袁如有發生袁予以口服撲爾敏袁4mg/次袁3次/天遥
2.2 敷貼藥的使用

敷貼藥物應現配現用袁不要久置袁以免氣候炎熱
使用藥物變質失效遥 囑咐病人嚴禁藥物入口遥
2.3 水泡的護理

由於藥物的發泡作用袁 患者的敷貼部位經常出

穴位敷貼治療慢性支氣管炎尧哮喘的護理體會

永春中醫院 林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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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水泡遥 囑患者勿用手搔抓袁洗滌時應避開患處袁以
免引起感染袁並根據水泡大小採取不同的護理措施遥
2.3.1 大水泡可在無菌操作下袁 用注射器從水泡的
低部抽取滲出液袁再用緑藥膏4次/天塗擦患處袁3-5
天即可痊癒遥 破潰者袁 加用艾灸袁2次/天袁20分鍾/
次遥
2.3.2 患處小水泡用緑藥膏塗擦袁4次/天袁2-3天可痊
癒遥
2.4 飲食護理

治療期間袁病人應禁食生冷尧辛辣刺激物袁勿冒
雨涉水袁飲食宜清淡富含營養袁以增強機體的防病抗
病能力遥
2.5 心理護理

患者敷貼處多起水泡袁對下一次敷貼存有顧慮袁
擔心感染袁 故應向患者耐心解釋袁 只要處理及時得
當袁不會造成感染袁况且這種療法發泡後效果最佳遥
我們隨訪100例袁經卡方檢驗P约0.005袁有非常顯著差

異袁見表1遥
2.6 典型病例

患者袁男袁56歲袁幹部遥 哮喘反復發作4年余袁每遇
風寒或冬季加劇袁2008年7月25日于我科要求穴位敷
貼治療遥 查作院神志清袁血壓130/85mmHg袁脈搏85次/
min袁呼吸19次/min袁雙側瞳孔等大等圓直徑約3mm袁
心音尧呼吸音未見異常遥心肺部攝片袁肺紋理增粗遥經
穴位敷貼治療3次後袁症狀明顯緩解曰在治療期間袁患
者敷貼處出現大面積水泡袁經上述方法處理後痊癒遥
隨訪1次袁未見復發遥
3 體會

水泡的多寡與療效的好壞密切相關遥 發泡者較
未發泡者療效好曰發泡多者較發泡少者療效好遥 本療
法在三伏天袁氣候炎熱袁發泡後易感染袁故發泡後的
護理工作尤爲重要遥 幾年來袁我們按上述方法妥善護
理袁療效良好袁至今尙無1例患者感染遥

級別 顯效 有效 無效 合計

發泡 53 23 6 82
未發泡 1 10 7 18
合計 54 33 13 100

表1 發泡組與未發泡組療效比較

X2=24.24袁X20.005渊2冤=10.60袁P约0.005袁發泡組與未發泡組療效有極顯著性差異遥

椎動脈型頸椎病是臨床常見的頸椎病之一袁主
要以眩暈尧頭痛爲主的一組綜合症狀遥 目前我們對96
例椎動脈型頸椎病 渊CSA冤 患者分別採用針刺加牽
引尧中頻加牽引治療袁取得了滿意的療效袁通過療效
的進一步比較袁 找出了較理想的治療方案袁 報道如
下遥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院96例患者按就診先後隨機分爲觀察組
與對照組袁其中觀察組50例袁男29例袁女21例袁年齡
20要65歲袁平均38歲袁病程25天要15年袁平均3.5年遥
對照組院46例袁男26例袁女20例袁年齡22要68歲袁平均
40歲袁病程15天要11年袁平均3年遥
1.2 診斷標準院96例患者確診均符合第二屆頸椎病專
題座談會的診斷標準遥 臨床症狀院眩暈尧頭痛94例袁頸

部僵硬有神經根症狀56例袁噁心尧嘔吐者21例袁體位
性猝倒4例袁所有患者均攝X線片遥 臨床表現主要有院
淤頸椎生理彎曲度改變40例袁于椎間隙變窄51例袁以
C5要6多見袁盂椎體緣或鈎椎關節增生袁齒狀突兩側
間隙不等寬袁椎間孔C2.3.5變小36例袁榆項韌帶鈣化
25例遥體徵院頸椎棘突間或棘突旁壓痛渊垣冤袁椎間孔擠
壓試驗渊垣冤袁枕大神經出口處壓痛袁本組病例排除外
源性尧耳源性眩暈等其他疾病遥
1.3 治療方法院觀察組採用先針刺後牽引袁即針刺結
束後進行牽引治療遥

淤針刺取穴院頸夾脊穴尧風池渊雙冤尧肩外腧渊雙冤尧
百會遥 穴位常規消毒後袁取28號15寸毫針遥 頸夾脊穴
針尖向脊椎斜刺0.5要1寸袁 並使針感向頸肩背部放
射曰風池穴針尖向對側眼球方向斜刺0.5寸袁使局部産

針刺加牽引治療椎動脈型頸椎病療效觀察

渊350011冤福建省金鷄山溫泉療養院 兪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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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酸脹感並向頭頂顳部擴散曰肩外腧穴直刺0.5寸袁使
局部産生酸脹感並向肩部擴散曰 百會穴平刺0.5寸遥
均用平補平瀉法袁捻轉得氣後袁連接G6805-2型電針
治療儀袁 連續波袁 強度以病人能耐受爲度袁 留針
20min袁每日1次袁12次一療程遥 于頸椎牽引院採用牡丹
江産ZQ4型頸椎牽引機進行牽引袁患者取坐位袁頜枕
帶固定袁頸椎前屈15要25袁20分鐘 辕次袁每日一次袁12
次爲一個療程遥 牽引力設定値依年齡尧病情尧體質情
况而定袁首次最大牽引力3要4Kg遥

對照組採用先中頻後牽引袁 即中頻治療結束後
進行牽引遥 牽引方法同觀察組袁爲持續牽引遥 電腦中
頻療法院北京翔雲電子設備厰85要G型多功能電腦治
療儀袁用2伊50cm電極置于頸部兩側袁1#處方袁20分鐘 辕
次袁每日一次袁12次爲儀療程遥 劑量耐受限遥
2 結果
2.1 療效評定院療效評定標準參照叶中醫病證診斷療
數標準曳院臨床痊癒院眩暈等症狀消失袁頸椎功能正
常遥 顯效院眩暈等症狀明顯減輕袁頸椎功能正常遥 有
效院眩暈等症狀減輕遥 無效院眩暈等症狀未改善遥
2.2 兩組療效比較渊表1冤

表1 兩組療效比較

從表1可以看出兩組總有效率比較差異有統計
學意義渊P<0.01冤袁觀察組療效優于對照組遥 平均治愈
天數院觀察組16.6天較對照組22.1天爲短袁渊P<0.05冤袁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遥
3 討論

椎動脈型頸椎病渊CSA冤是多種因素作用于椎動
脈袁以椎動脈扭曲尧狹窄尧痙攣造成椎動脈供血不足
而引起的一系列臨床綜合徵袁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
頸椎內源性穩定或外源性穩定的失衡導致椎體力學
平衡和肌肉平衡的破壞袁其次鈎椎關節增生袁增大關
節突壓迫交感神經受刺激也成誘發本病的重要因
素袁一切影響肌肉改變的因素渊創傷尧退變尧病理尧先
天等冤均可使頸椎動力平衡失調袁引起頸椎失穩袁使
頸部引起異常牽張和局部創傷性炎症袁 刺激了頸椎
管內外的交感神經而引起椎基底動脈及其分支攣
縮袁導致椎基底動脈供血不足遥

CSA是一種易反復的退行性病變袁 恢復頸椎內
源性尧 外源性的動力平衡是治療本病的重要基礎和
關鍵袁對椎動脈型頸椎病臨床上多采用非手術方法袁

爲提高療效及降低復發率袁 應適用綜合療法進行治
療遥 頸椎牽引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袁它藉助椎間韌
帶和關節囊的彈力和牽引時的拉力袁使椎間隙增寬袁
擴大椎間孔袁關節對位正常袁消除因椎間盤變性袁骨
質增生對神經血管的縱形壓迫和刺激袁 達到治療作
用袁電腦中頻具有良好的消炎鎮痛袁改善局部血液循
環作用袁可有效地解除頸局部痙攣袁緩解和減輕了對
神經根及椎動脈的刺激袁增強外源性穩定作用袁因此
中頻加牽引方法對於治療椎動脈型頸椎病具有一定
的作用遥

本病屬中醫學野眩暈冶範疇袁由於人體上部經氣
不足袁督脈氣血不能上榮袁腦失所養而致遥 頸夾脊穴
內靠督脈袁督脈爲陽脈之海袁上達清陽之竅遥 風池穴
爲足少陽膽經在頸部的要穴袁 爲手足少陽與陽維脈
的交會穴袁 陽維又可維係諸陽經脈袁 使氣血上注于
腦遥 百會穴爲百脈彙聚處袁能通調全身氣血運行袁醒
腦利竅遥 肩外腧具有舒筋活絡尧解痙止痛作用遥 對頸
夾脊尧風池尧百會尧肩外腧施以電針可解除局部軟組
織痙攣袁擴張血管袁調節交感神經興奮性袁恢復頸椎
內外平衡袁從而改善腦部的供血袁緩解眩暈遥 有學者
通過栽悦阅檢測硏究表明袁針刺後椎-基底動脈血流速
度明顯改善袁血管彈性和有效血流量增加遥 因此袁針
刺治療椎動脈型頸椎病具有較好療效遥 臨床治療中袁
我們觀察體會到針刺加牽引方法對於治療椎動脈型
頸椎病具有協同作用袁 能夠共同改善頸部肌群的緊
張狀態袁 緩解頸椎退變對血管的機械壓迫和對頸神
經根的刺激袁增大椎動脈內徑和血流速度袁改善顱腦
供血供氧袁達到緩解臨床症狀尧提高療效的較理想的
目的遥 本文通過兩組治療方法的比較袁發現針刺加牽
引方法是一種治療椎動脈型頸椎病的理想方法袁臨
床上値得推廣遥

渊作者簡介院兪國文袁男袁1968年8月出生遥 1991年7月畢業

于福建中醫學院袁 本科學歷遥 現任福建省金鷄山溫泉療養院

渊福建省第一康復中心冤副院長尧副主任醫師袁同時兼任福建醫

科大學康復治療系敎硏室成員遥 長期從事康復醫療尧 敎學工

作袁積累了比較豐富的康復臨床和敎學經驗遥在治療頸肩腰腿

痛尧椎間盤突出症尧面癱以及癱瘓康復治療方面具有專長遥 發

表論文10余篇遥學術兼職包括院福建省醫學會物理醫學與康復

學分會副主任委員袁福建省康復醫學會理事尧中國保健協會常

委曰叶中國療養醫學曳雜誌編委尧叶中國保健曳雜誌編委尧叶療休養

手冊曳編委尧叶中國療休養網曳編委會專家顧問尧全國工傷保險

輔助器具評審專家遥 冤
聯繫方式院350011福建省金鷄山溫泉 療養院 兪國 文

13509377408

組別 總例數 痊癒 顯效 有效 無效 有效率豫 顯效率豫
觀察組 50 41 7 1 1 98 96
對照組 46 14 14 11 7 84.8 60.8
X2=24.24袁X20.005(2)=10.60袁P约0.005袁發泡組與未發泡組療

效有極顯著性差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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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 我國的高血壓患者佔人口數的18.8%袁按
現有人口估算袁全國高血壓現患病人數多達2億遥 其
中約1%~2%的高血壓患者會發生高血壓危象遥 高血
壓危象時袁除血壓處在極高水平外袁其引起靶器官的
損害具有更大的危害性遥 因此治療高血壓危象的當
務之急袁是採取迅速有效的方法袁在數分鐘至數小時
內將血壓降至安全範圍袁 使受損害的靶器官功能得
到改善或恢復遥 我們通過本院內科的臨床應用和觀
察證實在對高血壓危象常規治療下袁 通過針刺太冲
穴配合耳尖穴放血對血壓的調控袁 不僅比單純用常
規治療方法袁能迅速在安全範圍控制血壓袁而且能有
效減輕甚至控制症狀袁 使受損害的靶器官功能得到
改善或恢復袁阻止靶器官進一步損害遥
1 臨床資料
1.1 高血壓危象的定義

學界有關高血壓危象的定義並不完全一致袁有
學者將高血壓危象定義爲急性血壓升高遥 根據叶中國
高血壓指南渊2005年修訂版冤曳高血壓危象是一種極
其危急的症候袁指在不良誘因影響下袁高血壓危象是
一種極其危急的症候袁常在不良誘因影響下袁血壓驟
然升到200/120毫米汞柱以上袁出現心尧腦尧腎的急性
損害危急症候遥 高血壓危象包括高血壓急症渊HE冤和
高血壓亞急症渊HU冤袁其中高血壓急症的特點是血壓
嚴重升高渊BP>180/120mmHg冤並伴發進行性靶器官
功能不全的表現曰 高血壓亞急症是血壓嚴重升高但
不伴靶器官損害遥
1.2 高血壓危象的表現

在高血壓病程中袁 由於周圍血管阻力的突然上
昇袁血壓明顯升高袁出現頭痛尧煩躁尧眩暈尧噁心尧嘔
吐尧心悸尧氣急及視力模糊等症狀遥 血壓以收縮壓顯
著升高爲主可達200mmHg以上袁 嚴重時舒張壓也顯
著增高可達120mmHg以上遥發病一般歷史短暫袁控制
血壓後病情可迅速好轉遥
1.3 中醫辨證標準

參照 叶中醫臨床診療術語證候部分曳渊國家技術
監督局1997年發佈冤袁主要證候爲眩暈尧頭暈尧面紅耳
赤或面部熾熱尧煩躁易怒袁口苦而渴袁脈弦等遥 具有以
上4項主症者袁即可辨爲肝陽上亢症遥
1.4 一般資料

96例確診爲高血壓危象的患者均爲2008年7月~
2010年9月廣東省陽江市中醫醫院的門急診和住院

的患者遥 按隨機數字法將患者分爲針刺放血組和對
照組袁各組48例遥 針刺放血組中男27例袁女21例袁平均
年齡渊57.27依12.74冤歲曰對照組中男25例袁女23例袁平
均年齡渊58.56依10.46冤遥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差異無統
計學意義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2 方法

1.1 治療方法
針刺放血組院1.常規使用治療藥物曰2.針刺太冲

穴方法院用28號1寸或1.5寸毫針快速進針兩側太冲穴
渊太冲穴院第1尧2跖骨結合部之前凹陷中冤袁向上斜刺
約0.8寸袁深度以取得針感爲度袁用輕揷重提之瀉法行
針袁連續行針2分鐘袁留針20-30分鐘遥 留針期間可每
隔5-8分鐘行針1次袁 出針時可運用開合補瀉手法之
瀉法袁即出針時搖大針孔曰3.耳尖穴放血院淤器械準
備院一次性無菌採血針尧2豫的碘酊尧75豫的酒精尧消毒
干棉球尧無菌手套遥 于取穴院取患者兩側耳輪頂端的
耳尖穴遥 耳尖穴在耳郭的上方袁當折耳向前袁耳郭上
方的尖端處遥 盂消毒院醫者雙手消毒後戴上手套後袁
先用棉球蘸取碘酊擦拭穴位及其四周袁 再用酒精棉
球擦拭以嚴格消毒遥 榆針刺手法院操作者左手固定耳
郭袁 右手持一次性採血針對準穴位迅速刺入約1耀
2mm深袁隨即出針遥 虞放血院先輕輕擠壓針孔周圍的
耳郭袁使其自然出血袁然後用酒精棉球吸取血滴遥 出
血量一般根據患者病情尧體質而定遥每次放血約5耀10
滴袁每滴如黃豆大小袁約5毫米直徑大小遥

對照組院常規使用治療藥物遥
1.2 觀察指標及方法

按兩組治療的方法進行治療袁並做好詳細登記袁
記録從接診治療起袁到血壓降至安全範圍袁在24~48h
轉爲口服降壓藥物維持療效袁 這段時間的血壓變化
情况遥 擬定時間點爲院10分鐘袁20分鐘袁30分鐘袁60分
鐘袁90分鐘袁120分鐘袁3小時袁4小時袁6小時袁24小時袁
36小時袁48小時遥 記録12個時間點血壓及臨床病情變
化情况遥 對比針刺放血組和對照組袁各時間點的血壓
情况袁看那組效果更好遥
1.3 效果評價標準

視臨床情况的不同袁高血壓急症渊HE冤步驟爲院
第一步是在數min~2h內使平均動脈壓 渊舒張壓垣1/3
脈壓冤下降不超過25豫袁第二步是在2~6h使血壓降至
160/100mmHg袁24~48h轉爲口服降壓藥物維持療效曰
高血壓亞急症渊HU冤的目標袁應予口服快速降壓藥

針刺太冲穴配合耳尖穴放血對治療高血壓危象的血壓調控

廣東省陽江市中醫醫院 馮而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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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在新加坡以針刺醫療肩痹證的新體驗
要要要一針見效院針灸醫療肩痹症臨床交流

新加坡衆弘醫藥中心 吳榮貴 主任醫師

一尧定義院
1 肩痹症是中醫臨床常見的肩膀疾病袁病人肩膀患
側出現酸麻腫痛袁肩關節痛袁活動不利的現象袁屬於
野肩周炎冶尧野肩凝冶尧野五十肩冶尧野漏肩風冶野凍結肩冶遥
2 臨床特點院病人女性多于男性袁以40要60歲以上爲
多袁起病時可能有輕度的扭傷和局部受寒袁但大多是
自發的遥 常見的症狀是肩膀彌散性疼痛袁可向頸項和

臂部放散袁並伴有壓痛點袁腫脹尧動作如院伸手尧舉高尧
屈肘尧彎背尧摸頭尧梳頭髮尧摸背尧搥腰等袁活動不利遥
二尧西醫學病理院
员 這是肩關節周圍組織退行性病變袁 引起岡上肌健
炎尧弘骨二頭肌肌健炎尧肩峰下滑囊炎尧關節囊炎和
肌腱損傷等袁 引起肩關節囊和周圍的軟組織慢性炎
症和粘連袁甚至凍結遥

物袁偶用靜脈降壓藥袁在24~48h內將血壓逐漸降低安
全範圍遥
1.4 統計學方法

採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處理遥 計量資
料用t檢驗袁計數資料用檢驗遥
3 結果

針刺放血組48例袁其中高血壓急症20例袁除了1
例合併主動脈夾層的急轉外院外袁1例在48h後降至
安全範圍袁其餘都能在48h內達到目標降壓曰高血壓
亞急症28例袁其中25例在24h內降至安全範圍袁余下
均能在48h內降至安全範圍遥 對照組48例袁高血壓急
症17例袁 其中15例能達到目標降壓袁1例血壓控制不
好合併腦干出血死亡袁1例合併心衰在48h後血壓降
至目標範圍曰高血壓亞急診症31例袁其中25例在24h
內降至安全範圍袁5例在48h內降至安全範圍袁2例在
48h後將至安全範圍遥

兩組患者療效比較
針刺放血組47例袁在48h內血壓降至目標値有46

例袁總有效達97.87%曰對照組48例袁在48內血壓降至
目標値有44例袁總有效率91.67曰針刺放血組優于對照
組渊P<0.05冤遥
4 討論

祖國醫學認爲該病由於精神緊張或憂思郁怒袁
是肝失調達袁肝氣鬱結袁氣郁化火傷陰袁肝陰耗傷袁風
陽易動袁形成肝陽上亢症曰久病過勞袁耗傷腎精或素
體陽盛陰衰之人袁陰虧于下袁陽亢于上袁形成陰虛陽
亢症遥 出現頭痛尧頭暈尧視物不清或失明曰噁心尧嘔吐尧
心慌尧氣短 尧面色蒼白或潮紅曰兩手抖動尧煩躁不安遥
太冲穴是足厥陰之脈所注爲輸袁本穴爲肝經之原穴遥
叶靈樞曳有雲院野五臟有疾袁取之十二原冶袁原穴與三焦
有密切關係袁三焦是原氣之別使袁它導源于臍下腎間
動氣袁而輸布于全身袁和內調外袁宣上導下袁關係着整

個人體的氣化功能袁 特別是能促進五臟六腑的生理
活動遥 針刺原穴袁能通達三焦原氣袁調整內臟功能遥
渊南京中醫學院主編袁針灸學講義[M]上海院上海科技
出版社冤可見針刺太冲穴袁運用行針瀉法袁能起到條
達肝氣尧平肝潜陽袁從而收到降壓之療效遥 耳尖穴的
周圍袁散在着手太陽小腸經尧手少陽三焦經尧足少陽
膽經尧手陽明大腸經尧足陽明胃經等經脈的支脈尧支
別曰足太陽膀胱經則至野耳上角冶袁與耳尖穴有着更直
接的關係遥 耳尖放血具有祛風清熱尧鎮肝潜陽尧清腦
明目之功遥 硏究證明袁耳尖放血可以影響血中一氧化
氮的濃度袁抑制交感神經活動袁降低血中兒茶酚胺的
濃度袁進而降低血壓袁達到降低高血壓的目的遥 針刺
太冲穴配合耳尖穴放血能調控高血壓危象的高血壓
降至安全範圍袁而且血壓不反彈袁也不會降得太低袁
引起重要器官的血流灌注減少遥

文 摘

高血壓是導致心臟病尧腦血管病尧腎臟病發生和
死亡的最主要的危險因素袁 是全球人類最常見的慢
性病遥 而高血壓危象的發生會出現並加重心尧腦尧腎
等靶器官的急性損害遥 因此在安全範圍內迅速有效
控制高血壓危象時的高血壓袁十分重要遥 西醫主要選
擇靜脈降壓的藥物來控制袁 但有時選用的藥物降壓
效果無效或血壓下降得太低袁 引起重要器官的血流
灌注減少曰在對高血壓危象常規治療下袁通過針刺太
冲穴配合耳尖穴放血對血壓的調控袁 不僅比單純用
常規治療方法袁能迅速在安全範圍控制血壓袁而且能
有效減輕甚至控制症狀袁 使受損害的靶器官功能得
到改善或恢復袁阻止靶器官進一步損害遥

渊作者簡介院馮而標袁中醫主治醫師袁男袁1977年12月出生袁
2002年畢業于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學專業本科遥聯繫方式院手
機 13719862866袁電子郵箱院ferbiao@163.com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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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一般病人在西醫治療院员服用鎮痛劑尧休息尧功能鍛
練遥 圆注射療法醫療遥 猿快速推板療法遥 源微波尧頻波理
療遥 缘手術療法遥
三尧中醫學病理院
员 中醫臨床認爲是外感風寒濕邪或外傷勞損袁 導致
筋脈閉阻袁氣血運行不暢袁或肝腎不足尧正氣虧虛袁而
導致肩膀筋脈和肌肉失于氣血的滋養袁 發生姿勢改
變袁功能失常等病變浴
2 在新加坡袁由於地處赤道袁終年天氣炎熱多雨袁島
國四面環海袁濕度特別高袁因此患有肩痹證的病人尤
其多袁病人因爲長年天氣炎熱多雨袁風寒尧濕熱病因
引起發生患病袁同時復發病痛非常頻密袁是臨床最常
見中老年人病種之一遥
3 臨床治療以內服中藥尧外敷藥膏尧針灸穴位尧局部
拔罐尧 肩膀推拿等遥 常規針灸以局部和循經取穴爲
主袁還有取阿是穴袁雖有療效袁但是需要幾個療程袁甚
至經年累月袁 不少病黎袁 都要經過不少歲月才能治
愈袁那些較不幸的袁十多年都要別人代勞袁梳發更衣浴
確實是臨床常見疑難袁多發病浴
四尧針灸醫療肩痹證在臨床一般的應用

员 從中醫臨床醫療袁針灸治療被認爲在消腫止痛袁功
能改進方面是比較有效的途徑遥 針灸取穴有以下常
用而有效的方法院

A遠端透穴要要要用3/4.5寸28號毫針袁取條口透承
山尧陽陵泉透陰陵泉袁強刺激圆 辕 猿分遥

B局部透穴要要要用4.5寸28號毫針袁 取肩髃透極
泉尧肩髎透臂路尧肩貞透臑兪袁在得氣後袁行雀啄法2/
3分鐘袁不留針袁期間病人活動肩關節遥

C局部圍針刺袁 沿着三角肌呈倒三角形圍刺袁以
1.5寸30號毫針袁刺入0.5 辕 1寸袁不行針袁但留針20分
鐘遥

D局部取穴院取肩三針渊肩髃尧肩前尧肩後冤袁三肩
穴渊肩髎尧肩髃尧肩貞冤袁肩三陽穴渊肩髃原手陽明大腸
經袁肩髎原手少陽小腸經袁臑兪原手太陽膀胱經冤遥
五尧我在針刺肩痹證的新體驗

從2010年8月到2011年2月袁 我在衆弘善堂主辦
的衆弘福利協會屬下的慈善中醫診所袁 進行長時間
的中醫義診工作袁 從事大量硏究肩痹證針灸臨床的
效應遥

在衆弘福利協會衆屬下的三個診所要要要友諾士
彎的衆弘醫藥中心尧 牛車水中醫診所和裕廊中愛心
衆弘衛星中醫診所袁爲肩痹病人進行新的針刺法袁爲
病人醫療肩痹疾病袁共6個月袁統計超過1000病人次袁
證實要要要我採用的新針刺醫療法對醫療肩痹證有
效袁而且獲得非常良好的療效遥

這種新的針灸法袁 就是通過針灸健側單穴要曲
池穴治療患側的肩痹證袁在醫療臨床有了嶄新體驗袁

新突破浴浴 這里提出論文希望能跟諸位先進同道交流
討論遥

本針刺法的理論根據基礎院要要要
员 健側是指病人沒有肩痛尧活動比較自然的一側袁或
疼痛比較輕的一邊遥 單穴是少針針灸療法袁根據辯證
的精神下袁選擇最合適的一個穴位在臨床施針遥
圆 從神經學説看袁腦神經走對側袁針刺健側刺激患者
患側的神經袁在腦里起調整的作用袁是有所根據袁確
實是可能和可行性的療法遥
3 根據福建省針灸學會尧泉州針灸學會出版的叶針灸
界曳第52期2010年4月20日袁文匯2010年第28頁報導院
英國約克大學等機構的硏究人員袁 在美國學術期刋
叶腦硏究曳 上報吿説袁17名受試者接受手上合谷穴針
灸袁並同時接受大腦掃描遥 硏究人員發現在那些認爲
有野得氣 辕氣感冶的受試者中袁與處理疼痛有關的大腦
部位神經出現活動降低的情况遥 硏究人員這次利用
現代科學手段檢查中國傳統針灸的效果袁 發現它可
以引起大腦相應部位神經的變化袁 這有助于分析針
灸複雜的作用原理遥
六尧第一階段臨床實踐統計院針刺健側單穴治療患側

醫療臨床統計療效體會袁經驗交流

從8月20日到10月16日袁我根據在衆弘愛心衛星
渊裕廊中冤中醫診所尧牛車水中醫診所尧衆弘醫藥中心
渊友諾士冤三間診所統計50位肩痹症病人做第一次的
叶針灸健側單穴曲池穴治療肩痹症臨床療效統計曳分
析袁報吿如下遥

A實驗過程院
员 選擇穴位院以曲池單穴進行實驗袁確定它的醫療功
效遥
圆 操作手法院以1.5/2寸筒針袁在穴位上快速進針袁得
氣後袁要病人活動患側的手臂袁自然走動遥
3 病人的感覺院病人先感覺患側肩膀有比較松尧舒服
的感覺袁然後嘗試做各種手臂動作袁如伸曲尧上舉尧轉
動尧後屈尧按摩頭部尧頸項尧背部遥 病人在不知不覺中袁
很快在3要5分鐘里就發現肩膀的活動明顯改善袁甚
至正常了浴

B療效標準院
1 治愈院現場病人肩膀的活動跟正常人相同袁或像他
正常時的狀况遥
2 顯效院 現場病人肩膀的活動比較治療前明顯的輕
鬆袁或接近正常遥
3 有效院現場病人肩膀的活動比較治療前舒服袁或感
覺動作比較輕鬆遥
4 無效院現場病人肩膀的活動沒有改進袁也沒有感覺
輕鬆遥

C實驗時期院
我從愿月20日到10月16日袁 在三間門診單位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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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數
男生
女生

40/50
5
2

51/60
1
8

61/70
4
8

71/80
5
9

81/90
4
4

總數
19
31

巴仙
38%
62%

統計
女多
于男

療效
治愈

圆 圆 猿 猿 圆 12 24% 療效
100%

顯效 3 4 5 6 4 22 44%
有效 2 3 4 5 2 16 32%

表1

歲數
男次
女次

40/49
0
15

50/59
15
50

60/69
30
48

70/79
22
34

80/89
10
9

90/99
10
0

人次
87
156

巴仙
35.8%
64.2%

總 數
治愈

15
5

65
15

78
20

56
13

19
4

10
2

243
59

療效
24.3%

顯效 7 40 42 30 9 7 135 55.5%
有效 3 10 16 13 6 1 49 20.2%

表2針灸治療超過150人次袁把其中有50位是患肩痹症病
人袁進行統計分析遥

D統計報吿院第一次叶針灸健側曲池穴治療肩痹
症臨床療效統計曳 見表1

E尧從臨床治療觀察統計分析發現院
员 肩痹證病例臨床以女多于男袁每10人病人約是6對
4遥
2 確定針刺健側單穴曲池療法有療效遥
3 比較少用針袁病人感覺舒服袁減少了恐懼感遥
4 病人配合活動手臂袁帶動肩膀袁能改善症狀袁加快
療效遥
5 病人對這種醫療肩膀疾病的新針灸法感覺很新
鮮浴
七尧第二階段臨床實踐統計院針刺健側單穴曲池穴治
療肩痹證臨床統計療效體會

從2010年12月20日到2011年2月14日袁我進一步
在衆弘愛心衛星渊裕廊中冤中醫診所尧牛車水中醫診
所尧衆弘醫藥中心渊友諾士冤三間診所再做了865人次
的針灸醫療肩痹證第二階段的臨床實踐遥 外加統計
80位肩痹症病人袁 他們在經過243次的健側曲池針
刺袁做了第二次的叶針刺健側單穴曲池穴治療肩痹症
臨床療效統計曳分析袁報吿如下遥

A實驗過程院
员 選擇穴位院以曲池單穴進行袁進一步確定它的醫療
功效遥
圆 操作手法院以1.5/2寸筒針袁在穴位上快速進針袁得
氣後袁根據針灸動氣學説的理論袁叫病人活動患側的
手臂袁自然走動遥

B療效標準院療效標準基本跟第一次的臨床療效
統計相同遥

C統計報吿院第二次叶針灸健側曲池穴治療肩痹
症臨床療效統計曳 見表2

D尧從臨床治療觀察統計分析發現院
员 肩痹證的臨床病人確定女多于男袁每10病例中袁6.5
比3.6遥
2 臨床針刺健側曲池單穴療法比其他針灸手法袁療
效更快遥
圆 比較少用針袁即節約針器袁不須電針袁減少電流袁具

有環保意識遥
猿 新的針灸法特點是袁它能使病人配合醫師袁活動手
臂袁 身體走動袁 主動地喚起病人調整治療疾病的思
想袁這是其他針灸療法所忽略的地方遥
4 這種針刺法配合叶針灸動氣療法曳的理論袁認爲病
人身體運動是非常重要袁可以推動經絡的氣的運行袁
促進醫療效果遥 針灸配合活動局部尧手腕尧手肘尧肩
膀尧目的在于緩解疼痛和局部關節粘連遥 不過袁在做
肩膀活動時袁要注意避免速度太快尧動作太劇烈袁損
傷肌腱遥

E尧總結治療後病人一般反應的談話
1 黃寶慧 女56歲院太奇妙浴 過去給我針灸的中醫師
每次都要用好幾針遥 我以爲這次針灸肩膀也一定要
用很多針遥 不過袁這次袁只用一支針袁竟然醫好了我好
幾個月右肩不能舉高尧後轉摸背的毛病浴
2 呂瑞蓉 女 73歲 我右手十多年不能舉高袁 想不
到袁今天才一支針袁我的肩膀活動好了這么快浴
3 林寶珠 女 54歲 我因爲右肩膀酸疼袁痛苦了半年
多袁看了不少中醫師袁今天這一針酸疼減輕了袁最少
好了50%袁謝謝醫師浴
源 鄭維籓 男 70歲 我的朋友ALBERT介紹我來看
你袁 只針灸一次袁 現在我的右肩膀眞的能正常活動
了浴
5 白本 男 68歲 我想不到好幾年的左肩膀疼痛袁今
天明顯好了浴 連頸項的酸疼也不見了袁太好了浴
6 卓桂華 女 77歲 我的肩膀酸疼超過十年袁不能舉
高袁洗頭一向要靠女兒幫忙遥 想不到才幾分鐘後袁我
竟然能模到頭遥她摸了又摸袁這一針袁好神奇啊浴連醫
藥中心的書記劉小姐看了袁都替她高興呀浴
7 陳鳳玲 女 75歲 患了多年的肩痹症袁肩膀不能舉
高袁後屈摸背袁雙膝關節難屈遥 她常常從宏茂橋到處
到各個慈善診所針灸袁這次來牛車水診所看病遥 在針
灸數分鐘後袁她開始覺得手尧肩膀尧比較輕鬆袁跟着比
較有力袁腳也松了袁越來越有力遥 然後袁她的手尧肩膀
能屈尧能伸袁漸漸恢復正常遥 她繼續活動手腳尧身體袁
沒多久袁連膝關節也能屈袁能上下蹲浴 她剛進來診所
時是彎曲着身姿袁 在醫師的鼓勵下袁 也嘗試挺起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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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民間臨床經驗不可輕視

歷代醫家的臨床經驗袁由於太保守袁沒有好好繼
承而流失民間遥 所以袁在民間流傳着野單方獨穴氣死
名醫冶這句話袁這説明臨床經驗的重要性遥

回憶四十餘年前袁 治一少女袁 經血淋灕已有一
年袁經中西藥袁針灸等療法袁無明顯改善遥 後有一名三
輪車夫毛遂自薦用祖傳經驗方院草根籽加黑糖袁三劑
痊癒遥 又有一例院腰肌扭傷患者袁疼痛難忍袁經一位國
術師只用指壓人中袁腰部斜扳一下袁疼痛即消袁活動
自如遥

民間經驗中袁刮痧尧按摩尧對急慢性疾病都有特
出療效遥 如刮痧對肌肉僵硬尧發熱尧強過于針灸療法遥
自我按摩除保健之外袁對慢性病有效袁如耳鳴症院用
鳴天鼓按摩法遥 前列腺腫大院用兜腎囊尧提肛按摩法袁
明顯減輕尿頻遥

所以袁作爲一名醫師袁應該把臨床經驗提陞袁把
中醫臨床療法創新遥
二尧針灸療法臨床體會

針灸臨床中我深深體會到中醫特有的理論要要要

野氣冶功能作用的重要性袁無論應用在進針法尧辯證法
或養生法遥
1 針刺之要袁使病人不知痛苦袁樂于接受治療

多年硏究針刺減痛法袁關鍵在于旋轉之力袁可大
大減輕痛苦遥 操作如下院首先放鬆身心袁沉肩垂肘袁蓄
力于腕袁發力于指遥 當姆尧食與中指持針柄之時袁姆指
用力向前旋轉袁然後用力返回時袁快速往下刺袁若能
熟練袁勝過管針遥 渊示範刺人中冤
2 針灸療效袁取決補瀉

歷代醫家補瀉法缺少明確指示袁 難以適從遥 其
實袁 補與瀉是調整氣機 渊氣機是氣的運動而形成氣
機袁氣機是生命活動的能量袁主要維持氣血和暢冤遥 當
氣機逆亂或不暢袁導致氣血澀滯瘀阻袁就會出現陰陽
偏衰袁針灸補瀉法渊調氣法冤是調和虛實症狀袁所以凡
能直接祛除體內之病邪或抑制組織器官亢進功能的
方法爲野瀉冶遥 如院咽喉腫痛尧是肺經藴熱院取少商穴出
血祛除病邪遥 指屈腱鞘炎院三棱針渊火針冤燒除病理産
物遥腹痛院取脊柱相關疾病夾脊穴T6~T12用緊提慢按
法渊瀉氣手法冤袁有抑制神經反射袁自我調整作用遥

針灸臨床經驗

新加坡中醫師公會 謝齋培

膛袁最後眞的直立起來袁眞是奇迹浴 她説袁來了牛車水
診所很多次看病袁這次最好浴
8 吳永康 男 92 他説院我90歲以前袁身體還很健康袁
沒有病痛遥 這兩年來袁兩邊的肩膀酸痛袁看過很多中
醫師袁做了很多次的針灸袁每次都揷了很多支針袁卻
都沒有像今天的一支針袁確實讓我馬上減輕了很多袁
感覺關節鬆動袁我相信多幾次針灸袁就會治好浴
八尧體會和願景院
1 在我閲讀過針灸學醫書里袁 前人沒有記載單獨應
用曲池穴來醫療肩痹疾病的記載遥
2 不過袁我通過超過1000病次的臨床針刺實踐統計袁
我有新體會要要要採用野健側單穴原曲池針灸醫療法冶袁
在針灸醫療肩膀疾病袁 肩痹症效果比較其他針刺法
還明顯遥 在臨床上的確可以得到更快的療效袁治好了
更多的病人遥
3 我曾經跟其他同道進行交流袁 他們或嘗試應用在
自己臨床上遥 就以陳元章醫師袁他在衆弘福利協會屬
下牛車水中醫診所里袁 目睹了我醫療好多個成功病
例後袁自己嘗試應用在診所臨床醫療上袁也成功治療
好了好肩膀疾病的病人袁取得他從前沒有的療效遥
4 此外袁 參與我進行這項課題硏究的四位中醫

師要要要新加坡中醫學院的陳桂珍醫師尧方麗燕醫師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醫系的傅思佳醫師尧 梁敏娟
醫師遥 她們在硏究期間和結束後袁都一直常用這種新
針灸法袁在臨床上爲肩膀疾病的病人施針袁療效也很
肯定浴
5 新加坡著名針灸界前輩要要要謝齋培主任醫師袁他
也是我在中醫學院學習針灸學的導師袁 在閲讀過我
的論文後袁在他的診所應用于肩痹疾病病人後袁吿訴
我袁他也認爲這種針刺法的確好用浴
6 我想要要要如果跟世界更多同道交流袁 把醫療肩痹
證的新針灸法叶針刺健側曲池醫療患側的肩痹證曳介
紹出去推廣袁將可能造福更多肩痹疾病的病人浴

渊作者簡介院 吳榮貴袁 主任醫師 MR.NGOH LIAN
KWEE袁男袁1949年8月17日出生袁1976年畢業于新加坡中醫學

院專業文憑袁現就任于新加坡衆弘醫藥中心主任醫師袁新加坡

中醫學院高級臨床導師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醫系臨床導

師袁兼任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第三期渊2009冤評審主任醫師曰
主要硏究方向院1.治未病學術的推廣和實踐硏究袁2.中醫藥結

合氣功在臨床硏究袁3. 氣功在針灸臨床的應用硏究遥 聯繫方

式院地址院BLK.216袁JURONG EAST袁STREET 21袁#02要523袁
SINGAPORE渊600216冤曰電話院65693905袁手機院96317929袁郵

箱院ngohlk99@yahoo.com.sg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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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2011年2月筆者採用針灸配合隔姜
灸治療股外側皮神經炎40例袁現報道如下遥
1 一般資料

40例均爲我院門診患者袁其中男26例袁女14例曰
年齡最小20歲袁最大61歲袁平均47.3歲曰病程最短1年袁
最長5年袁平均2.7年曰主要表現爲一側或雙側大腿外
側皮膚疼痛及感覺異常袁有蟻走感尧麻木僵硬袁站立
或步行過久可加重曰局部皮膚感覺減退或過敏袁但無
肌萎縮或運動障礙遥 患者就診前均接受過針灸尧藥物
燻蒸等方法治療袁 無明顯療效遥 所有患者均明確診
斷袁並排除其他病變遥
2 治療方法

取穴院 選患側大腿股外側感覺障礙區中心處爲
一進針點袁同時在該中心處上尧下尧左尧右各2cm處選
取4個進針點袁另在該感覺障礙區的上尧下尧左尧右邊
緣處選取4個進針點遥

[1]針灸治療院患者側臥位袁取患側腰椎2袁3夾脊

穴及以上幾個進針點作爲穴位袁 局部皮膚進行常規
消毒袁選擇適宜的針具袁針刺所取穴位袁得氣後每次
針刺留針三十分鐘袁配合局部TDP神燈照射袁每日一
次7次後評估療效遥

[2]隔姜灸院針灸治療後在患側局部疼痛較明顯
的部位選1-2個阿是穴袁將鮮姜切成直徑1.5-2cm袁厚
0.3cm薄片數個備用遥 將薑片放在已選用的穴位上袁
上置底面直徑爲1cm的艾炷袁每穴灸3-5壯袁至皮膚潮
紅爲度袁7次一療程袁療程間休息兩天遥
3 治療效果

治愈院 患側大腿股外側處感覺障礙消失袁 計28
例袁佔70豫曰有效院大腿股外側處麻木尧燒灼尧蟻行感尧
磚心的刺癢感明顯減輕袁計10例袁佔25豫曰無效院症狀
無改善袁計2例袁佔5豫遥 總有效率爲95豫遥
4 典型病例

患者袁男袁42歲袁已婚遥 就診日期院2009年11月27
日遥 主訴院左側大腿前外側麻木尧感覺減退3年袁加重2

針灸配合隔姜灸治療股外側皮神經炎

泉州市泉港醫院 黃炳文

而補法用于補充氣血或增強人體組織器官興奮
的方法袁以灸爲主配合針法尧氣功法渊補法冤遥 在臨床
應用中袁如頭眩渊內耳眩暈症冤院用艾條灸百會尧神庭尧
率谷袁 中脘配合按摩袁 促進氣血流暢有提陞清陽之
氣遥 又如功能性陽萎症院取氣海尧關元穴袁用緊按慢提
渊補氣法冤加溫針灸法袁有興奮陽氣作用遥 足跟痛院有
明顯壓痛點袁直接灸三壯袁有溫腎祛寒作用遥

無論補尧瀉法袁若要發揮更好療效袁醫者要懂得
如何培養病人有良好的心理狀態袁 樹立信心消除恐
懼感遥否則袁治之無效袁並易致預後不良遥這就是符合
中醫治病核心院治病先治人袁治人先治神的道理袁也
是調氣法之一遥
三尧針灸尧推拿配合應用

多年臨床經驗中袁 針灸配合推拿療法有事半功
倍之功袁値得推廣浴 例如針灸處方中院野髎刺法冶一般
取穴方法爲曰上病取下穴袁右病取左穴袁胸部壓痛取
背後穴位遥 是一種調和陰陽療法袁當針刺之後袁活動
病痛部位時袁有立竿見影之效果遥

例院1.頭痛院取太冲穴尧足臨泣穴袁配合頭部按摩遥
2.胸椎錯位院取膈兪穴袁配合胸椎扳法遥
3.踝關節扭傷院取陽池穴袁配合搖尧牽引尧扳

法遥
4.肩關節軟組織損傷院取上巨虛穴袁配合牽引

法遥
5.頸椎病院可取頸肩點尧懸鍾穴袁配合松尧通尧

順尧動手法遥
松尧通尧順尧動法是我多年來硏究的推拿手法

的規律院
1冤 松法院捏尧拿尧揉尧按袁有舒筋活絡尧保健作用遥
2冤 通法院點尧撥尧摳尧推袁有消除粘連尧結節尧止痛

作用遥
3冤 順法院牽引尧搖尧扳袁可理筋整骨袁糾正錯位遥
4冤 動法院即功能鍛煉法袁如頸椎功法尧腰椎功

法袁讓病人自我鍛煉袁有根治病變作用遥 渊示範頸椎病
的動功法冤
附院

1援 鳴天鼓按摩法院用手掌勞宮穴按壓耳道袁食指叠在中

指上袁壓在後腦袁然後食指叩下袁聽到咚咚聲袁共十次袁再翹起

掌根袁一起一落壓耳朶十次袁有預防耳鳴耳聾的作用遥
2援 兜腎囊院雙手搓熱袁一手兜陰囊中指按壓會陰穴袁另一

手掌面擦小腹袁來回八十一次遥
3援 提肛院吸氣時袁肛口部向上收縮袁呼氣時肛口部放鬆袁

一呼一吸共十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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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遥 病史院3年前不明原因出現左側大腿前外側麻
木袁蟻行感明顯袁自覺左側大腿外側皮膚感覺異常袁
掐之感覺不知疼痛袁曾在外院經中西醫及藥物治療袁
症狀有所緩解袁 停止治療後症狀又復發袁 無明顯改
善遥 西醫診斷爲左大腿股外側皮神經炎袁中醫診斷爲
痹症遥 經以上方法治療3個療程後袁患者左側大腿前
外側蟻行感消失袁麻木感明顯減輕袁又治療1療程後袁
左大腿前異常感覺消失袁隨訪3個月未見復發遥
5 體會

股外側皮神經炎又稱股外側皮神經卡壓綜合
徵袁是指自腰椎L2袁L3神經根後支的外側支的股外側
皮神經在通過髂前上棘外的骨纖維管時受到卡壓引
起的一組症候群遥 由於該病的感覺障礙與大多數神
經卡壓綜合徵的症狀不同袁 是病變區域肌膚表層一

種特殊的異樣感覺袁大多數爲慢性遷延過程袁症狀頑
固袁時輕時重袁一般方法難以奏效遥

祖國醫學認爲袁本病是因痰濕阻滯袁經氣不暢袁
氣血虧虛袁筋失濡養或局部受壓袁跌僕閃挫袁導致氣
血瘀滯袁經脈閉阻不通而成袁屬中醫野痹症冶範疇遥 股
外側皮神經前後支都分布于大腿前外側袁 此處爲足
陽明經所循行部位袁針刺局部穴位符合野經脈所過袁
主治所及冶的中醫原則遥 本法通過針刺局部穴位及腰
椎2袁3夾脊穴袁以刺激袁提高神經根的興奮性袁緩解或
解除神經被卡壓狀態同時配合隔姜灸可暢通經脈袁
調和陰陽袁行氣理血袁祛邪扶正袁促進氣血運行袁祛除
瘀滯袁有效恢復股外側皮神經的功能遥

渊作者簡介院黃炳文袁男性袁1966年1月出生袁現于泉州市泉

港醫院主治醫師袁電話院13506017890冤

針灸推拿

胸廓是由脊柱的胸椎袁 脅骨及胸骨和軟骨組織
所構成環狀形袁而有穩定性結構遥 胸廓具有保護心尧
肺的作用遥

脅骨及胸骨間袁由於軀體扭轉或受暴力挫傷遥 使
脅間肌或靭帶拉損傷袁造成胸痛袁在呼吸或咳嗽時均
會疼痛袁是其共同的徵候遥

治療原則院胸脅損傷曰以活血化瘀袁消腫理氣爲
原則遥

基本手法用院推尧按尧揉尧摩尧滾尧提尧扳法等遥
按摩部位爲胸大肌尧胸小肌及損傷處遥
胸腹部之推拿保健院
胸腹部之推拿有益於寬胸理氣袁 調和功能與保

健遥
揉摩胸脅院雙手按揉對側缺盆袁及膻中袁再沿乳

房周圍圓形按摩至脇脅袁沿脇肋向下斜揉擦至臍部袁
再用手虛掌輕輕拍打胸部遥

肩關節院 是由肩胛骨的關節孟和肱骨上端所構
成袁屬球窩關節遥

肩關節功能活動範圍院 前屈150毅要170毅袁 外伸
40毅尧外展180毅尧外旋45毅要60毅內收20毅要40毅遥

渊1冤肩關節受傷袁肩前緣疼痛和肩外展尧後伸功
能受限袁擬是肱二頭肌長頭肌腱鞘損傷袁如用力屈肘
則疼痛更明顯遥

渊2冤綱上肌肌腱炎者袁肩外側疼痛和肩外展活動
受限遥

渊3冤肩峰上滑囊炎院在肱骨大結節上方處袁肩峰
和喙肩韌帶下方疼痛遥 肩外側面疼痛袁上臂外展尧內
旋活動時袁更加疼痛遥

渊4冤五十肩院是指肩關節周圍軟組織的退化性病
變袁亦稱野肩關節周圍炎冶遥 肩關節活動包括前屈尧後
伸尧外展尧外旋尧內收及環轉功能均受限遥 肩前緣尧後
緣尧外側和三角肌止點尧臂臑穴等處袁有不同程度的
壓痛遥

渊5冤肩關節移位院肱骨上端前脫袁則肩後側凹陷遥
前方肌肉突出變形袁肘臂不能屈伸遥

肘關節院由肱骨下端與橈骨和尺骨上端所構成遥
若脫位肘關節明顯突出變形袁肘臂不能屈伸遥

肘關節功能活動範圍院 屈肘135毅要150毅尧 超伸
10毅尧前臂旋前80毅要90毅前臂旋後80毅要90毅遥

肱骨上髁炎院包括
1.肱骨外上髁炎袁又稱野網球肘冶疼痛在肱骨外上

髁處遥
2.肱骨內上髁炎袁又稱野高爾夫球肘冶疼痛在肱骨

內上髁處遥
3. 尺骨鷹嘴滑囊炎袁 肘關節後方鷹嘴突損傷疼

痛袁屈伸功能障礙袁又稱野礦工肘冶遥
腕及手關節院腕關節爲滑膜性的踝狀關節袁包括

橈骨尧尺骨下端尧八塊腕骨尧五塊掌骨所構成遥
手關節院有橈腕尧腕骨間尧腕中尧掌骨間尧手指間

關節及周圍肌腱袁韌帶等軟組織遥

治療胸脅損傷

台灣中醫藥研究委員會 陳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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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關節三角盤破裂發病機制是令人
質疑袁 而宣蟄人老師在總結尺骨莖突部軟組織鬆懈
手術療效基礎上袁 提出尺骨莖突部腕關節滑膜損害
診斷應更符合客觀實際遥 銀質針針身長15耀18cm袁粗
11mm袁由80%白銀加20%銅尧鋅尧鎳溶化的合金拉絲
製成遥 銀質針針身長袁能正確地刺到深層軟組織病變
區域袁並可深達骨面的軟組織附着處袁這些部位正是
軟組織的原發損害部位袁 以深層壓痛點群作爲針刺
區域袁起到類似軟組織松解野以針代刀冶的作用袁有效
地治療原發性疼痛遥 再則針身稍粗袁可有效導熱且不
易彎折變形遥 針身有適度柔軟性袁可隨着骨膜的骨凹
面彎曲繼續推進至主要的發病部位以擴大治療面袁

能進一步提高療效遥 針刺手法上針尖作小幅度提揷
探刺袁 找到骨面病變軟組織附着處特強針感的壓痛
點袁也就是治療到病變最嚴重的原發部位曰針尖在操
作中有壓毀尧壓傷末稍神經袁起到消除疼痛袁阻斷疼
痛傳導的作用曰當艾球燃燒袁銀質針良好的導熱性可
致針尖升溫達40益左右袁 熱能傳導深入到痛點並擴
散到周圍疼痛病變部位袁 可使微循環血流量逐步增
強袁改進代謝袁消除或減輕肌肉和筋膜等骨胳附着處
的原發性無菌性炎症病變袁 促使放鬆相關痙攣的肌
肉袁起到野去痛致松尧以松治痛冶的作用遥 我們認爲袁採
用本法治療腕關節三角軟骨損傷袁操作簡便袁費用低
廉袁療效滿意袁適合基層推廣應用遥

1997年美國國立衛生硏究院在馬里蘭州伯賽斯
達市舉行針灸聽證會袁近千名專家學者與會袁會後聽
證會的敎授團對此中國古代治療袁針灸的有效性袁安
全性加以肯定袁背書袁其中有明顯療效的就是手術後
的止痛曰另外對於多種疼痛包括軟組織的疼痛袁關節
痛袁月經痛袁網球肘袁偏頭痛等的療效也是確切的遥
1 一般資料袁方法與結果

針對61例急診病患袁男37例袁女24例袁年齡最高
76歲袁最小13歲袁病程最短1小時袁最長10年袁其中急
性腸胃炎15例袁急性扭傷導致腰腿痛袁肩背痛13例袁
癌症疼痛7例袁 胸悶心絞痛7例袁 咽喉炎5例袁 胃痛4
例袁暈眩3例袁 牙痛2例袁 經痛袁踝關節扭傷袁坐骨神
經痛袁帶狀疱疹袁乳腺炎各1例.進行硏究袁這些病患
在進入急診室挂號之前都有相當程度的疼痛和不
適.入住急診室之後患者可採坐位或臥位袁醫者以病
患第二掌骨側袁 從遠心端頭穴開始逐一向近心端進
行均衡的按揉觸摸袁 尋找其疼痛敏感反應點即爲全
息療法進針穴位點進針袁一般都會配合耳穴壓丸渊神
門袁皮質下及疼痛部位的對應點冤按壓.結果61例病

患中治愈22例袁佔36%袁顯效20例袁佔32.8%袁好轉15
例袁佔24.6%袁無效源例袁佔6.5%袁總有效率93.5%遥
2 體會

患者的極度不適與急症病痛是急診醫務工作者
所要處理的問題袁 簡便及時的有效止痛和消除不適
是醫者和病患最期待的要求袁 等到病患接受針灸耳
穴壓丸配合生物全息療法袁在症狀改善後袁再進行進
一步的仔細體檢此乃醫者與病患的共同企望遥

生物全息療法理論與操作簡單袁 透過第二掌骨
側的針刺配合耳穴壓丸進一步讓針刺部位相對應的
組織器官得到修護袁調整以達到治愈的目的遥

耳穴壓丸痛苦小無副作用袁患者大多會接受袁方
法簡便易行袁 臨床療效滿意袁 更適合在急診醫學推
廣遥

渊作者簡介院黃正一袁台北耶國軍爷松山總醫院敎授袁台北

耶國防爷醫學院兼任敎授袁台北耶國立爷護理學院中西醫結合護

理硏究所敎授袁耶敎育部爷部定敎授袁前台北空軍總醫院病理部

主任袁南非開普敦大學醫學博士曰通訊地址院台北市忠孝東路

三段218號13樓之1遥 Tel院886227511852袁886922074796曰
郵箱院h600517@seed.net.tw冤

針灸在急診醫學的應用

台北耶國軍爷松山總醫院 黃正一 曾國利 陳俊芳

腕與指關節功能活動範圍院背屈35毅要60毅尧掌屈
50毅要60毅尧尺骨偏25毅要30毅尧橈屈偏30毅要40尧拇指開
40毅遥

腕及手韌帶周圍軟組織損傷袁則疼痛腫脹袁關節

活動功能受限遥
常見症狀有橈骨莖突處狹窄性腱鞘炎及手指屈

肌腱狹窄性腱鞘炎遥 或筋拉傷尧關節移位等遥

渊下轉296頁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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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發性聾是指突然發生的尧 不明原因的感音神
經性聽力障礙袁 聽力一般在數分鐘或數小時內下降
至最低點袁少數患者可在3天內曰可伴耳鳴及眩暈遥 屬
中醫野暴聾冶遥 其發病原因尙未完全明瞭袁通常認爲與
病毒感染尧內耳供血障礙尧代謝障礙等因素有關袁其
中認爲與內耳循環有直接關係遥 臨床治療較爲棘手遥
筆者自2008年1月耀2011年6月袁採用中西藥結合穴位
注射治療袁取得良好的效果遥 現報吿如下院

渊一冤 資料與方法
1 臨床資料

本文收集整理和分析我科自2008年1月耀2011年
6月收治的30例患者遥 診斷標準符合中華醫學會耳鼻
咽喉科學會1997年制定的突發性耳聾標準遥 30例患
者渊30耳冤袁男性22例渊22耳冤袁女性8例渊8耳冤曰年齡30耀
70歲曰病程约7天20例袁8耀30天8例袁跃30天2例曰中度耳
聾20例袁中重度耳聾7例袁重度耳聾2例袁極重度耳聾1
例遥
2 治療方法

淤中藥以益氣聰明湯爲主方渊黃芪尧升麻尧白芍尧
黨參尧黃柏尧葛根尧蔓荆子尧甘草冤袁隨症加減院耳鳴甚袁
加強重鎮之品如珍珠母尧磁石尧石決明曰肝火上擾頭
痛煩躁不安袁加強清肝瀉火如夏枯草尧懷牛膝尧白芍曰
陰虛火旺袁失眠加夜交藤尧五味子曰氣血瘀阻袁重用丹
參尧川芎尧三七曰頭暈明顯袁重用黨參尧黃芪袁並加天
麻尧鈎藤曰兼腎陽虛袁加杜仲尧菟絲子尧巴戟天曰兼腎陰
虛袁加服六味地黃丸曰兼痰濁袁加菖蒲尧半夏尧白芥子曰
病久者袁加川芎尧香附尧紅花遥

于5%葡萄糖液250ml尧ATP40mg尧 銀杏葉提取物
注射液20ml靜脈滴注袁每日1次袁共5天袁5%葡萄糖液
250ml尧馬來酸桂哌齊特0.32靜脈滴注一袁每日1次袁共
5天遥 渊如爲糖尿病患者用0.9%氯化鈉注射液代替5%
葡萄糖注射液冤遥

盂穴位注射院取聽宮穴袁用2ml滅菌注射器配6號
針頭袁將彌可保與輔酶A混合液袁進行穴位注射袁每次
2ml袁隔天1次袁10天爲一療程遥
3 療效評定標準

按1997年中華醫學會耳鼻咽喉科學會制定的突
發性耳聾療效評定標準遥 治愈院平均語言聽閾範圍各
頻率聽閾恢復至正常或達健耳水平曰顯效院各頻率聽
力提高30dB曰有效院各頻率聽力提高15耀30dB曰無效院

各頻率聽力改善不足l5dB遥
渊二冤結果院30例中袁治愈10例袁顯效12例袁有效6

例袁無效2例袁總有效率93.3%遥
渊三冤討論院
1尧突發性耳聾爲耳鼻咽喉科的常見病尧多發病遥

對突聾病因西醫尙不完全明瞭袁 普遍認爲內耳微循
環障礙袁導致內耳缺血袁引起組織水腫尧缺氧及代謝
紊亂遥 缺血缺氧的組織再灌注時袁Ca2內流增多袁産生
氧自由基遥 本病的治療缺乏特效藥物袁在臨床治療中
發現多種藥物尧 多種方法合用往往能取得較好的效
果遥 銀杏葉提取物與鈣離子通道阻滯劑合用有協同
作用袁且無明顯副作用袁特別適用于對激素有禁忌症
的老年人遥 探其機理袁銀杏葉提取物主要成分爲銀杏
黃酮苷和銀杏內酯遥 具有增加血流量及清除自由基
的作用袁其擴張血管功能可直接作用于全身血管袁去
除內耳瘀阻袁改善內耳供血遥 而馬來酸桂哌齊特爲鈣
離子通道阻滯劑袁通過阻止Ca2跨膜進入血管平滑肌
細胞內袁使血管平滑肌松馳袁從而緩解血管痙孿袁降
低血管阻力袁增加血流量遥 兩者合用切中突聾病機袁
協同作用起到改善內耳循環的作用遥 臨床使用效果
明顯優于單獨使用遥

2尧突發性耳聾屬於中醫暴聾的範疇遥 叶醫貫窑耳
論曳院五臟不和袁則七竅不通袁故凡一經一絡有虛尧實
之氣入于耳者袁皆足以亂其聰明袁而致于聾聵遥 叶素
問曳中雲院野脾爲孤臟袁噎噎其不及袁則令九竅不通遥 冶
故取益氣聰明湯爲主方袁方中黃芪尧黨參健脾益氣爲
主藥袁佐以升麻升清陽氣袁配伍白芍養血袁蔓荆子及
葛根疏解經氣袁清利頭目遥 諸藥合用達到益氣升陽尧
聰耳明目之功遥 另據現代藥理學硏究袁葛根尧蔓荆子
有改善耳內循環的作用曰配合取聽宮穴藥物注射袁聽
宮穴在耳屛前袁張口凹陷處袁主聽力遥 系手太陽小腸
經尧手少陽三焦經和足少陽膽經之會穴袁有活絡通竅
的作用袁 耳周穴位藥物注射又能起到藥物直達病所
的效果遥 如此綜合治療而能起到較好的療效遥

中西藥結合穴位注射治療突聾30例療效觀察

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五官科 蘇珊渊3620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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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腕關節三角軟骨損傷損傷是腕關節尺側疼痛的
常見原因袁 骨科門診比較常見袁 X線常常呈陰性表
現袁容易忽視遥 詳細詢問病史和認眞細緻的體格檢查
非常重要袁 典型的腕關節三角軟骨損傷的症狀是腕
關節尺側疼痛袁或伴有彈響遥 受傷機制爲前臂旋前伸
直袁並受到旋轉和縱向損傷遥 有時腕關節尺側牽拉也
會引起損傷袁但較少見遥 筆者有幸于2006年底師從宣
蟄人老師袁系統學習軟組織外科學遥 自2006年11月至
2010年12月袁先後收治腕關節三角軟骨損傷69例袁現
將近期療效報吿如下遥
1 一般資料

本組69例腕關節三角軟骨損傷病人袁 病程爲半
月耀2年袁銀質針治療前均接受過多次尧多種方法的保
守治療袁症狀仍很重袁病變區域多呈慢性疼痛袁經過
一段時間中西藥物治療或傳統針灸尧 推拿治療而未
見好轉遥 其中男性27例袁女性42例曰年齡最小22歲袁最
大67歲遥 筆者地處工業較爲發達的城鎮袁需要腕部用
力的工種較多袁工厰女工較多袁所以女性患者多于男
性遥 病程半月至半年33例袁半年至1年18例袁1年至2年
15例袁2年以上3例遥
2 治療方法

採用宣氏密集型壓痛點銀質針針刺療法袁 針刺
前詢問病史袁嚴格掌握適應症袁向患者吿知治療過程
中可能會出現的針感及反應袁取得患者的配合袁以便
醫生完成操作袁令病人平臥位袁依據患者查體情况確
定尺骨莖突的腕關節囊內滑膜損害疼痛區域的壓痛
點袁 用甲紫標出針距爲1cm成弧形開口向上的5耀6個
密集進針點袁在無菌操作下袁對每個進針點用0125%
利多卡因皮內注射一個皮丘袁而後選擇4號無菌銀質
針對準尺骨莖突附着的滑膜方向直刺或斜刺袁 直達
肌肉尧筋膜附着的骨面袁通過針尖探刺引出強烈的酸
脹尧麻或痛的針感遥 針刺完畢後袁在針與針的皮膚空
隙鋪墊足夠緊實的純棉布條袁 再在每根銀質針的針
柄上套上用桑皮紙裹的艾球袁 用適量95%酒精滴濕
半個艾球表面袁燃燒至完全熄滅袁待針自然冷卻後就
可取針袁偶有針眼滲血者按壓1耀2min袁便可止血袁這
是由於針尖刺破淺表毛細血管所致遥 針眼用安爾碘
消毒袁創口貼包紮遥 稍作休息後鼓勵患者行腕關節功
能鍛煉袁至恢復正常功能遥 囑3天內針眼勿接觸水袁禁

用手摸或指搔遥 治療後部分病人會出現腕部反而更
酸痛的情况袁 這是治療過程中系例補償調節的正常
反應袁需向患者説明遥每次針刺數量在5耀6枚間袁可根
據患者情况一般治療1耀2 次遥
3 治療結果

治愈院自覺症狀及體徵完全消失袁恢復原工作和
勞動遥 檢查無敏感的壓痛點遥 計36例遥 顯效院自覺症
狀及體徵完全消失袁恢復原工作和勞動袁僅在氣候變
化或過度勞累後感腕部酸脹不適遥 檢查有敏感的壓
痛點殘留遥 計23例遥 有效院自覺症狀及體徵自覺症狀
部分改善袁 但仍有某些徵象小發作或時有較重的徵
象突發袁能從事一般工作和勞動遥 檢查有敏感的壓痛
點遥計9例遥無效院症狀及體徵無明顯改善或與治療前
相同遥 計1例遥 所選病例中有1例無效袁該例爲合併有
風濕性關節炎袁需要綜合其他方法治療遥 其它各例隨
訪3月至2年袁療效穩固袁治愈顯效率86.9%遥
4 體會

腕關節三角軟骨損傷傳統發病機制是建立在腕
關節三角盤破裂單純機械性壓迫致痛的理論基礎
上袁這一理論深刻的影響着衆多醫生和患者袁這69例
病例中就有曾被建議作腕關節三角盤摘除術者遥 而
軟組織外科學的理論和實踐證實腕關節三角盤退變
屬生理性改變的自然規律不是疼痛因素曰 只有當尺
骨莖突附着的滑膜患無菌性炎症病變時袁 才會出現
腕關節尺側疼痛遥 據著名解剖學經典著作叶格氏解剖
學曳渊第36版袁1980年處冤記載院肌腱尧韌帶尧關節盤尧半
月板等均由滑膜間充質産生遥 Kauer通過組織連續切
片袁硏究了胚胎和胎兒的腕關節袁驗證了這一結論遥
這就不難理解形成後的三角盤仍有滑膜覆蓋遥 人類
在生長髮育過程中袁隨着年齡變化的增長袁各器官均
出現程度不同的退行性改變袁關節軟骨也不例外遥 Z.
DJ.MIKIC就作了野三角軟骨盤年齡變化的調查冶遥 結
果爲院人類的三角盤在30歲之前較完整曰30歲之後逐
漸出現退行性改變袁即細胞減少袁變性袁彈性纖維減
少袁顔色變黃袁光澤度差袁膠原纖維撕傷和疤痕等;50
歲之後退變更爲明顯袁三角盤上有侵蝕尧潰瘍尧變薄尧
穿孔袁甚至有鈣化點出現遥 他還認爲袁20歲之前三角
盤若穿孔多爲病變所致袁 但30歲之後出現穿孔則屬
於正常生理退變遥 由此可見袁建立在

銀質針療法治療腕關節三角軟骨損傷69例

蔣碧明1 陳豐實2

渊1 福建省泉州市正骨醫院袁泉州袁362000曰 2 福建省南安市陳豐實頸肩腰腿痛專科袁南安袁36230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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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名 例數 痊癒 顯效 總有效率

頭痛 23 18 2 91.3%
急性胃痙攣 62 47 10 95.2%

好轉

1
2

無效

2
3

頸肩綜合症 104 65 31 98.1%6 2
病 名 例數 痊癒 顯效 好轉 無效 總有效率

頭痛 5 3 1 0 1 80%
痛經 25 16 4 3 2 92%

痛症是臨床常見病袁 我們採用點穴治療各類急
性痛症240例袁取得了較好療效袁現報吿如下遥
1 臨床資料院

240例中袁男138例袁女102例曰年齡最小10歲曰最
大92歲曰病程最短5分鐘袁最長7天遥 其中頭痛23例曰急
性胃痙攣62例曰急性腰扭傷104例曰頸肩綜合症21例曰
牙痛5例曰痛經25例遥
2 治療方法院

淤取穴袁頭痛取穴院前頭痛取上星尧頭維尧至陰尧
足三里袁平衡穴的頭痛穴袁胸痛穴尧頸痛穴曰偏頭痛取
太陽尧率谷尧風池尧陽陵泉尧足臨泣尧平衡的頭痛穴尧胸
痛穴尧頸痛穴曰急性胃痙攣取足三里尧內關尧中脘尧厲
兌公孫尧平衡穴的胃痛穴曰頸肩綜合症取阿是穴尧肩
髃尧手三里尧合谷尧平衡的肩痛穴尧頸痛穴尧膝痛穴曰急
性腰扭傷取阿是穴尧承扶尧委中尧殷門尧承山尧環跳尧印
堂尧平衡的腰痛穴尧臀痛穴尧膝痛穴渊曰牙痛取合谷尧商
陽尧下關尧頰車尧平衡的牙痛穴曰痛經取十七椎下尧三
陰交尧中極尧陽陵泉尧足三里尧平衡的痛經穴遥

于操作方法院找準穴位袁以右手拇指指腹袁按壓
穴位袁以患者可耐受爲度袁一般按壓10秒到1分不等袁
可根據疼痛輕重靈活掌握按壓時間與力度遥
3 療效觀察遥

淤 療效標準
痊癒院點穴3天以內疼痛完全消失遥 顯效院點穴7

天以內疼痛基本消失遥 好轉院 點穴10天以內疼痛減
輕遥 無效院點穴10天之內疼痛仍未明顯減輕遥

于 治療結果 見表

4 典型病例

李XX袁 女袁11歲袁2007年3月20日初診遥 胃鏡提
示院野慢性淺表性胃炎冶袁病史1年遥 現受寒後胃隱隱作
痛袁陣發性疼痛加重1天袁服西藥嗎叮林尧奧美拉唑等
少效遥 近3日袁納谷不香袁納少尧乏力尧面色蒼白袁不華尧
舌苔白尧脈弦滑遥 證屬寒邪困脾尧胃失和降遥 診斷院急
性胃痙攣渊胃脘痛冤遥治以溫化寒邪袁和降氣機遥取穴院
足三里尧公孫尧歷兌尧胃兪袁平衡穴的胃痛穴遥 1日1次袁
1次1分鐘遥 當即疼痛明顯好轉袁共點穴3次袁疼痛消
失遥
5 體會

淤點穴因其簡便有效袁常用于臨床遥 取穴一般按
傳統理論取穴袁 本組患者採用的是傳統體穴加王文
遠創新的平衡針穴位袁這樣構成了一個新型組合遥 遵
古而不泥古袁汲取新興的平衡針穴位袁故取得較好的
療效遥

于點穴止痛的取穴原則基本上與傳統針刺取穴
一樣袁須在辯證指導下袁以局部尧鄰近尧遠道取穴相結
合袁而五輸穴袁十二井穴是十二經氣出入之所袁對五
臟六腑病變具有良好的治療作用袁應爲首選穴位袁這
對提高療效是個關鍵袁再加上平衡針取穴袁故相得益
彰遥

盂點穴止痛袁只要把握好不同年齡尧男女尧胖瘦尧
體質強弱尧治療對象的用力度袁一般沒有什么痛苦遥
値得一提的是袁 若遇血液系統疾病患者袁 本法要愼
用袁 否則可至局部或大面積皮膚瘀斑遥 本法操作簡
便袁療效可靠袁易爲患者接受袁故値得臨床推廣應用遥

點穴止痛240例

李揚縝1 鍾國泉2 翁章榮3 金麗玲4

皖南醫學院附屬二院中醫科曰福建省漳州市天寶醫院曰福建省建陽市漳墩鎮衛生院曰
中山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針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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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 腰椎間盤突出症是怎樣造成的钥
腰椎尧椎間盤的組成及其作用
人體有五個腰椎袁 每一個腰椎由前方的椎體和

後方的附件組成遥 椎板內緣成弓形袁椎弓與椎體後緣
圍成椎孔袁上下椎孔相連袁形成椎管袁內有脊髓和神
經通過袁兩個椎體之間的聯合部分椎間盤遥 椎間盤位
于中央的髓核四周包繞的纖維環構成遥 髓核位于椎
間盤的中央袁 它是一種富含水分袁 呈膠凍狀彈性蛋
白遥 在髓核的周圍是纖維環袁一層層的纖維環把兩個
椎體連接在一起袁並把髓核牢牢地固定在中央遥 當椎
體承受縱向負載時袁 髓核用纖維環借其良好的彈性
向外周膨脹袁以緩衝壓力袁有減震作用袁在行走尧彈
跳尧跑步時防止震蕩顱腦遥 還可以使脊柱有最大的活
動度袁使人能進行腰部的各方向活動遥 椎間盤的這種
結構袁 允許椎體間藉助髓核的彈性和移動以及纖維
環的張力做運動遥

腰椎間盤突出的歷史根源

人類的前身本來是爬行動物袁 自從人猿從地上
站起進化到至今袁 其腰椎的負荷産生了根本性的變
化袁由不承擔體重到長期承擔着上身重量冤相當于全
身體重1/2以上渊的壓迫和各種外力的負擔袁因此人
的腰椎終日都處在超負荷尧非正常的工作狀態袁這樣
日久天長袁腰椎同人體的其它器官相比袁必然産生爲
老先衰袁即提前退變袁它集中反映在腰椎間盤上遥 再
者袁由於長期受壓腰椎間盤的血液循環袁一般從童年
12歲就開始閉塞了袁這樣營養自然就供應不上了冤只
靠周圍軟組織滲透少許 渊從而就更進一步加速了腰
椎間盤的退變袁使其變脆變薄/遥 在不良外力的作用
下造成纖維環破裂袁髓核突出後壓迫神經根或脊髓袁
出現腰痛尧下肢疼痛尧麻木等症狀袁重者造成性功能
障礙尧大小便失禁袁甚至於導致下肢癱瘓遥 即爲腰椎
間盤突出症遥 因此袁腰椎病多發是人類的必然産物袁
其根源歸根結底是出于壓迫遥
二尧 腰椎間盤突症的發病內因

內因之一尧腰椎間盤本身退變
中外骨科硏究發現院 腰椎間盤突出症最基本的

病因是腰椎間盤在人體上身重量的長期壓迫下而産
生的退行性改變遥 正常椎間盤富有彈性和韌性袁具有
強大抗壓力袁可承擔450千克的壓力而無損傷袁但在
20歲以後椎間盤即開始逐漸退變袁 髓核含水量逐漸

減少袁椎間盤的彈性和抗負荷能力也隨之減退袁由於
腰部是人體活動樞紐袁 長期承受了很大的壓迫和扭
轉應力袁 故腰部的退變的椎間盤最容易發生病性破
裂遥

因此袁 髓核在長期受到壓迫的情况下發生不同
程度的退行性改變袁 是發病根源又在縱向壓迫和各
種外力作用下袁椎間盤的纖維環或壓迫袁從而産生腰
痛袁一側或雙側下肢疼痛尧麻木等症狀袁重者造成性
功能障礙尧大小便失禁袁甚至於導致下肢癱瘓遥
三尧 腰椎間盤突出症的發病外因

腰椎間盤突出症多發于中老年人及其長期保持
固定姿勢人群袁如辦公室職員尧電腦操作員尧會計尧打
字員尧敎師尧司機袁這些人們由於長期缺乏體育鍛煉袁
體質相對薄弱袁而且他們的腰椎長時間承受着靜壓遥
人體在向前傾20度座位時袁其腰椎間盤的壓力最大袁
或長期在寒冷潮濕環境的工作人員的腰椎也極易發
生病變遥

腰椎間盤突出症臨床見于20-50歲的人群袁約佔
患者人數的80%男性明顯多于女性袁農村多于城市遥
女性多發于孕産後袁 往往是突然發生的腰痛異常劇
烈袁活動障礙袁腰椎間盤突出症在靑壯中常見袁尤以
體力勞動者或長時間坐立工作者多發袁 發病率男女
無明顯差別遥

中靑年人群中除了少數由外傷引起外袁 絶大多
數是因爲人們缺少保健知識袁不注意休息袁由肌體勞
損而引發的遥 特別是一些駕駛員和文案工作者由於
坐姿不正確或久坐袁經常出現勁肩不適尧腰痛尧腿痛尧
肢體麻木等症狀袁最終導致腰椎疾病的發生遥

腰椎間盤突出的誘發因素有院
1尧 腹壓增高袁如劇烈咳嗽尧便秘時用力排便等曰
2尧 腰姿不當袁當腰部處于屈曲位時袁如突然加

以旋轉則易誘發髓核突出遥
3尧 突然負重袁在未有充分準備時袁突然使腰部

負荷增加袁易引起髓核突出
4尧 腰部外傷袁急性外傷可波及纖維環軟骨板等

結構袁而促使已退變的髓核突出
5尧 職業因素袁如汽車駕駛員長期處于座位和顛

簸狀態袁易誘發椎間盤突出
總之袁解除壓迫尧髓核復位尧纖維環癒合是徹底

治愈腰椎間盤突出症的關鍵遥

針灸推拿是如何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

福建中醫藥大學國醫堂 羅潔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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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 腰椎間盤突出症的臨床表現

腰椎間盤突出症患者主要是下腰痛和坐骨神經
痛袁由於腰部都是人體活動的樞紐袁承受了很大的擠
壓和扭轉應力袁故腰部的椎間盤最易發生變性破裂袁
在輕微的腰扭傷或承受風寒濕邪等外因的作用下袁
發生間盤突出袁 約有一半的病人表現爲先腰痛後腿
痛袁約有1/3的病人爲腰背疼和腿疼同時發生袁其他
一少部分病人則先出現腿疼後出現腰背疼遥 先有腰
背部痛的患者袁疼痛時間短者數天袁長者可達數年遥
部位多在下腰背和腰骶部遥 這類疼痛的感覺部位較
深袁表現爲起病緩慢袁且定位不準確的腰背部局限或
廣泛的鈍痛袁活動時加重袁臥床休息後減輕遥

約有98%的腰椎間盤突出症患者出現在腿疼的
症狀遥 其疼痛的部位與性質袁因間盤突出的部位不同
而不同遥 95%的腰椎間盤突出症發生在腰部4尧5或腰
5骶1間盤袁故這一類患者多主要表現爲袁一側或雙側
下肢的沿坐骨神經走向的放射痛袁 多數病人疼痛沿
臀部到大腿後面或外側及小腿外側至足跟或足趾袁
個別病人疼痛可始于小腿或外裸遥 疼痛的範圍與神
經根接觸突出的椎間盤多少有關遥 半數病人可因咳
嗽尧打噴嚏或腹部用力而下肢疼痛加重遥 病人在早期
可有下肢疼痛過敏袁病程較久或神經根受壓較重者袁
有下肢麻木或感覺遲鈍遥 對於高位的腰椎間盤突出
症患者袁 其症狀多表現于下腹部腹股溝區或大腿內
側疼痛遥
五尧 腰椎間盤突出症的症狀要點

腰椎間盤突出症在靑壯年中常見袁 尤以體力勞
動或長時間坐立工作者多發遥 當出現這些症狀時可
懷疑出現腰椎間盤突出遥

1尧 腰部以外傷後出現腰部疼痛或單側下肢疼
痛遥

2尧 腰疼痛部位多位于下腰部偏一側袁腿疼多爲
一側由臀部向遠端的放射性疼袁可伴有麻木感遥

3尧 單側鞍區冤騎自行車與車座接觸的部位渊或
一側冤雙側渊小腿外側袁足背外側或內側疼痛或麻木袁
或疼痛袁麻木同時存在遥

4尧 腰或腿疼痛加重袁 在臥床休息後多可緩解袁
下床活動一段時間後又出現疼痛

5尧 行走時疼痛加重袁不能完全站直行走袁多數
病人需用手扶腰部疼痛一側袁咳嗽袁打噴嚏或提重物
時疼痛突然加重遥
八尧影像學檢查

普通X線平片提示腰椎生理前凸變小袁病變椎間
隙變窄後寬渊側位冤袁腰椎出現側彎袁兩側椎間隙不等
寬袁病變側變窄渊正位冤

腰椎CT提示病變階段椎間盤脫水變性袁 向後突
出壓迫硬膜囊尧神經根袁可基本確診爲腰椎間盤突出

症遥 但是MRI也有它的不足之處袁如果用它對病人的
骨組織進行檢查袁 其結果則不如X光片與CT的檢查
效果好袁 並且體內有金屬異物與假體的患者不能進
行該項檢查袁 尤其是用于腰椎間盤突出合併腰椎骨
刺形成袁或合併骨質破壞袁骨折的患者袁應該全面進
行X光片尧CT與MRI平片檢查遥
九尧腰椎間盤突出症治療的四大誤區

誤區一尧姑息遷就袁得過且過
腰椎病是常見病尧多發病袁很多20-50歲的高發

人群自認爲年富力強袁根本不重視自己腰椎的野小病
小災冶袁因爲人是直立狀態下活動或運動的袁上身體
重長期壓在腰上袁一旦腰椎受損袁就等於使帶病或受
傷的椎間盤繼續強行受壓尧受損袁若不及時治療必然
會迅速加重袁等到影響工作尧生活時才拍CT/做檢查尧
找專家尧這時醫治就已經很難了遥

誤區 二大量吃藥 注射治療
目前袁 腰椎間盤突出症的患者中不少選擇了藥

物或按摩治療遥 但就腰椎間盤突出的發病機理而言袁
他無法解決人體上身對受傷椎間盤的長期壓迫和髓
核對神經根的壓迫袁因此並非治本之法袁只能暫時緩
解病人的痛苦遥 其結果是終身投入袁沒完沒了袁藥斷
病犯袁 見輕不見好袁 但藥物均有不同程度的毒副作
用袁不宜長期服用遥

野溶核術冶採用注射蛋白酶類的藥物袁它是以加
快退變爲代價的袁使椎間盤失去彈性袁上下椎體硬性
壓在一起袁增加磨損袁容易産生骨質增生袁另外其他
椎體就能承受更大的壓力袁 加快其它椎間盤退變的
速度袁時間長了袁還容易導致其它椎間盤發生勞損或
病變遥

誤區三曰一旦疼痛 推拿就好
患有腰椎間盤突出症的病人袁 開始階段病症較

輕袁許多人希望藉助推拿按摩來舒緩疼痛袁但不能除
根治本遥因爲人體表明距腰椎間盤尙有4-5公分的距
離袁中間還有棘突和橫突骨的阻隔袁手指無法觸到腰
間盤上袁不可能使它恢復到原位袁即使它回了位袁也
會被體重力的壓迫給重新擠出來袁根本無法治愈袁况
且推拿和按摩的人缺乏對腰椎間盤突出症足夠的認
識袁往往會加重病情袁甚至造成事故遥

誤區四院動手術 就會徹底治療
手術治療屬於創傷性療法袁 並非首選袁 一般説

來袁只有因治療無效袁病人疼痛無法解決尧嚴重影響
到工作和生活的時候才需要進行手術遥 90%的人不
需要手術袁况且手術風險性很大袁並發症也多遥 腰椎
是人一生中活動較多的部位袁經過手術後袁這些部位
變得相對脆弱袁容易發生退變和傷害遥

案例
高季智寐欠佳袁下肢疼楚袁上肢偶麻袁胸悶舌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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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白袁脈緩遥
三仁湯+蒼術10懷牛膝10黃柏10粉甘草6忍冬藤

30丹參20薤白10葛根10 煎水口服7劑量

目前的針灸敎學形式大大落後于時代的發展與
要求袁落後于唐宋時期針灸敎學的模式袁甚至落後于
手把手的師帶徒敎學形式遥 因此本文就中醫針灸敎
學存在的問題作一分析袁 並試圖找出解決這一問題
的對策遥
员 針灸敎學存在的主要問題
1.1 敎材注重了源尧忽略了流遥

針灸敎學課程主要有經絡尧腧穴尧刺灸方法與臨
床治療四個方面遥 敎材主要綜合了古典醫著精華是
必須的袁 學生在中醫針灸醫學海洋中汲取理論知識
是必要的袁 但是如何彙集在古典醫學基礎上所派生
的袁發揮的袁創新的現代針灸大家的豐富醫療經驗袁
這些敎材中沒有具體體現的遥 這就是重視了本源而
忽略了現代流派的問題遥
1.2 理論敎學多袁臨床實踐少遥

源年的理論敎學袁主要學習中醫針灸基礎理論課
程袁及西醫基礎理論和臨床課程遥 而臨床實踐時間僅
爲员年袁當然還包括短暫見習時間遥 但這一年里每個
學生在不同的情况下袁 去找工作就用了2要4個月不
等袁可想而知袁其實際臨床時間只有8個月左右遥 這么
少的臨床時間袁 怎么能面對畢業和畢業後的臨床工
作遥
1.3 敎學方法傳統袁敎師臨床專業素質缺乏遥

所謂的敎學方法即目前的方法是敎師從書本到
書本講輸穴尧講刺灸尧講治療袁基本上紙上談兵袁影
視尧 多媒體敎學等方法是現代科技引進中醫課堂敎
學的一種先進形式袁它不能代替臨床實踐遥 從深層次
挖掘就是敎師的臨床專業素質缺乏遥 這種情况可從
二個方面分析袁 一種是旣無臨床知識又無臨床成功
經驗袁基本不臨床袁以書説書遥 另外一種情况是希望
有臨床時間袁但課堂敎學任務重袁去臨床機會少袁淺
嘗輒止袁根本沒有深入臨床獲得第一手經驗與敎訓遥
用這樣空中樓閣式的知識去釋疑解惑袁敎育學生袁要
想培養適應臨床的合格醫生袁談何容易遥
1.4 考試方法僵化袁實際能力無法體現遥

基礎理論前期課程的考試十分重要袁 打好中醫
針灸理論基礎袁是未來從事針灸臨床的基石袁這里指

的考試僵化是指所有臨床課程考試應該在醫院袁而
不是在學校的課堂上袁 課堂上基礎理論每門課程90
分以上的學生袁不能就認爲臨床考試90分以上袁所以
臨床各門課程的考試必須改革遥
2 針灸敎學問題的對策

2.1 切實解決針灸敎學中現代硏究成果的利用遥
無論是理論硏究袁實驗硏究袁還是臨床硏究袁這

方面的成果很多袁目前卻散在于各種論文尧書籍和科
硏總結之中袁要編寫近現代硏究成果袁充實中醫院校
針灸敎材袁尤其是臨床硏究成果要系統歸類與整理遥
從臨床角度來説袁師懷堂的火針袁周楣聲的灸法袁王
秀珍的刺絡放血袁王文遠的平衡針刺等行之有效的袁
優秀的臨床經驗一定要儘早充實臨床敎學遥
2.2 改成二年基礎理論敎學袁 促成三年臨床實踐敎
學遥

古人云院熟讀王叔和袁不如臨證多遥 臨床實踐是
理論學習的繼續袁 是把理論知識應用于臨床的實驗
田遥 一個農民光在家中學習種稻子袁如何如何播種尧
育苗尧栽秧尧施肥直至收割袁時時不肯下稻田袁這是永
遠沒有收穫的遥 所以袁一個針灸醫生必須儘早走向病
人袁走向實踐袁走向臨床遥 建議用二年時間學習基礎
理論袁用三年時間臨床實踐袁把所有臨床課程放到臨
床上去上遥 這樣並不是削弱基礎理論的學習袁而是集
中精力袁抓緊時間袁在二年內完成基礎理論的學習遥
2.3 敎學方法革新袁勢在必行遥

傳統的針灸敎學方式袁大多爲塡鴨式袁滿堂灌袁
所謂要完成敎學計劃袁它嚴重脫離實際袁脫離臨床袁
尤其是針灸各科臨床敎學袁 要發揚師帶徒的學習方
式和經驗遥 師帶徒是每天上臨床袁白天是實踐袁晩上
是理論袁 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學習中醫針灸的最佳
途徑遥
2.4 理論考試在學校袁臨床考試在臨床遥

檢驗一個可以合格走出校門的針灸專業畢業
生袁重心應該在臨床遥 要時時想到臨床袁處處關注臨
床袁時刻不能脫離臨床袁只有把二年的基礎理論學好
學透學紮實袁進入臨床後就能在老師指導下袁學好臨
床各科課程袁不懂就問老師袁各科臨床老師必須結合

目前針灸敎學存在的問題與對策

皖南醫學院附屬二院中醫科 李揚縝

渊郵編2410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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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是個熱帶潮濕的國家袁是軟組織病變尧痺症
的多發地區遥 在行醫三十年用火針的十八年里筆者
累計了兩萬多例病例遥 師承山西省針灸硏究所祁越
敎授袁火針的應用非常的廣泛袁不單只適用于痺症袁
同時對於中風後遺症尧內科尧婦科尧外科尧腸胃科尧神
經科都有很好的療效遥 筆者秉承祁老的學術思想袁致
力擴大火針在大馬的運用並使火針得以繼續傳承袁
擴展針灸的治療範疇與提高針灸技術遥 把逐漸落寞
的技術重新振興于現代遥

筆者隨機抽取239例病例觀察袁將治療結果分爲
顯效尧有效袁無效遥 每星期施針1至2次袁一星期爲一個
療程曰一個療程內疾病痊癒爲顯效曰二至四個療程內
疾病痊癒爲有效曰針後無改善反更甚者爲無效遥 12種
軟組織損傷按照正規診斷辯證袁火針常規操作遥 疾病
分類尧治療穴位及治療結果如下院
1 頸型頸椎病尧神經根型頸椎病尧椎動脈頸椎病

火針治療穴位選擇院
主穴院頸三針尧阿是穴遥
配穴院風池遥
針法院頸三針尧阿是穴速刺1冶至1.2冶遥 風池野0.5冶遥
毫針配穴選擇院患側曲池尧養老遥
顯效4例袁有效4例袁無效0例遥

2 肩周炎
火針治療穴位選擇院
主穴院大椎尧肩三針尧阿是穴遥
配穴院健側曲池遥
針法院大椎速刺1冶遥 肩三針尧阿是穴尧曲池深而速

刺1冶至1.5冶遥
毫針配穴選擇院健側豐隆遥
顯效9例袁有效18例袁無效2例遥

3 肱骨外上髁炎渊網球肘冤
火針治療穴位選擇院
主穴院肱骨外上髁袁阿是穴遥

配穴院-
針法院肱骨外上髁點刺遥 阿是穴速刺0.5冶至1.2冶遥
毫針配穴選擇院-
顯效12例袁有效12例袁無效0例遥

4 橈骨莖突狹窄性腱鞘炎

火針治療穴位選擇院
主穴院橈骨莖突處袁阿是穴遥
配穴院-
針法院橈骨莖突處袁阿是穴點刺遥
毫針配穴選擇院-
顯效12例袁有效8例袁無效0例遥

5 屈指肌腱腱鞘炎尧手指腱鞘炎

火針治療穴位選擇院
主穴院阿是穴遥
配穴院-
針法院阿是穴點刺2~3次遥
毫針配穴選擇院-
顯效12例袁有效19例袁無效3例遥

6 慢性腰肌勞損尧臀上皮神經損傷

火針治療穴位選擇院
主穴院腎兪尧命門尧大腸兪尧阿是穴遥
配穴院次髎尧委中尧陽陵泉遥
針法院腎兪尧命門尧大腸兪尧次髎尧委中尧陽陵泉尧

阿是穴速刺0.5冶至1.2冶遥
毫針配穴選擇院代秩邊遥
顯效8例袁有效15例袁無效0例遥

7 坐骨神經痛

火針治療穴位選擇院
主穴院腎兪尧次髎尧阿是穴遥
配穴院風市尧委中尧陽陵泉尧足三里尧豐隆尧絶骨尧

崑崙遥
針法院腎兪尧次髎尧風市尧委中尧陽陵泉尧足三里尧

豐隆尧絶骨尧崑崙尧阿是穴速刺0.5冶至1.2冶遥

書本袁聯繫臨床實際進行不同要求的考試遥 在把理論
運用到臨床的過程中袁能否做好這種轉化工作袁知識
的啣接工作袁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袁每個人的領悟
不一樣袁所取得的臨床效果也不一樣袁因此要把所有
的臨床課程拿到臨床上去上袁 任課老師可以始終跟
着上臨床袁這樣在臨床這種廣闊的實驗田里袁老師和

學生眞正做到了敎學相長袁相得益彰遥 在臨床上考臨
床各科課程袁 才能眞正體現一個學生的實際臨床能
力遥 我們就是需要培養這樣具有實際工作能力的中
醫院校合格的畢業生遥 這對學生的能力的培養袁畢業
的分配袁自我對專業信心的提高都是十分有益的遥

火針治療軟組織損傷239例臨床觀察

馬來西亞柔佛州中醫學院院長 陳期發敎授臨床帶敎

廖詒雯醫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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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頸椎病是指頸椎間盤組織退行性改變及其繼發
病理改變累及其周圍組織結構渊神經根尧脊髓尧椎動
脈尧交感神經及脊髓前中央動脈等冤袁並出現與影像

學改變相應的臨床表現遥 頸型頸椎病多見于靑壯年袁
是各類型頸椎病的早期袁因其症狀輕微尧短暫尧時好
時壞袁容易被病人所忽視袁及時有效地進行防治袁避

推拿拔罐加手法治療頸型頸椎病30例

泉州預備役高炮團衛生隊渊362000冤 莊偉斌

毫針配穴選擇院代秩邊遥
顯效7例袁有效5例袁無效1例遥

8 膝關節側副韌帶損傷
脛側副韌帶損傷火針治療穴位選擇院
主穴院脛側副韌帶尧阿是穴遥
配穴院-
針法院脛側副韌帶尧阿是穴速刺0.5冶至1.2冶遥
毫針配穴選擇院-
腓側副韌帶損傷火針治療穴位選擇院
主穴院腓側副韌帶尧阿是穴遥
配穴院-
針法院腓側副韌帶尧阿是穴速刺0.5冶至1.2冶遥
毫針配穴選擇院-
顯效7例袁有效9例袁無效0例遥

9 足跟痛
火針治療穴位選擇院
主穴院女膝尧照海尧阿是穴遥
配穴院太溪遥
針法院女膝尧照海尧太溪尧阿是穴速刺0.3冶至0.5冶遥
毫針配穴選擇院-
顯效10例袁有效9例袁無效1例遥

10 急性扭挫傷
火針治療穴位選擇院
主穴院阿是穴遥
配穴院-
針法院阿是穴速刺遥
毫針配穴選擇院-
顯效7例袁有效5例袁無效0例遥

11 慢性風濕性關節炎

火針治療穴位選擇院 膝部
主穴院雙膝眼尧阿是穴遥
配穴院梁丘尧陰陵泉尧陽陵泉尧足三里遥
針法院雙膝眼尧梁丘尧陰陵泉尧陽陵泉尧足三里尧阿

是穴速刺0.5冶至1.2冶遥
毫針配穴選擇院-
火針治療穴位選擇院髖部

主穴院大轉子五針尧阿是穴遥
配穴院-
針法院大轉子五針尧阿是穴速刺1冶至1.5冶遥
毫針配穴選擇院-
火針治療穴位選擇院肩部
主穴院大椎尧肩三針尧阿是穴遥
配穴院健側曲池尧健側豐隆遥
針法院大椎速刺1冶遥 肩三針尧阿是穴尧曲池速刺

0.5冶至1.2冶遥
毫針配穴選擇院-
顯效4例袁有效20例袁無效0例遥

12 關節積液尧軟組織瘀血尧靜脈曲張

火針治療穴位選擇院
主穴院阿是穴遥
配穴院-
針法院阿是穴速刺遥 針後即用拔罐將積液尧瘀血

拔出遥
毫針配穴選擇院-
顯效8例袁有效8例袁無效0例遥
結果院臨床症狀顯效100例袁有效132例袁無效7

例袁有效率97.1%遥
結論院 臨床結果顯示火針治療軟組織損傷效果

卓越袁對頑固性尧急慢性疾病皆能快速取得療效袁火
針是値得被推崇的治療方法遥

渊作者簡介院陳期發袁男袁出生於1948年03月袁1979年畢業

于新加坡同濟醫院硏究院袁 現就讀于南京中醫藥大學碩士硏

究生曰現任馬來西亞柔佛州中醫學院院長袁兼任馬來西亞衛生

部中醫部執委尧馬來西亞華人醫藥總會渊43間屬會冤中醫部主

委尧 馬來西亞中醫師公會名譽會長尧 馬來西亞柔佛州中醫師

公會現任顧問尧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醫系顧問尧馬來西亞南方

學院中醫系顧問尧 廈門大學醫學院中醫系顧問尧 馬來西亞柔

佛州中醫師公會原會長尧 馬來西亞專業中醫及針灸師聯合總

會原會長遥 發表學術論文15遍遥 聯繫方式院手機院+6012-766
1912袁 電子郵箱院tan_keehuat@yahoo.com曰 傳眞院+607-687
2479曰 通 訊 地 址 院510袁Jalan Kukup, Taman Suraya, 82000
Pontian, Johor, Malaysia.冤

302



針灸推拿

免椎間盤進一步退變向其他類型演變有積極作用遥
筆者臨床運用推拿尧拔罐尧正骨手法和頸椎操鍛煉綜
合治療頸型頸椎病30例袁 取得滿意療效袁 現報吿如
下院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病例60例袁 源于2008年12月耀
2010年12月門診患者袁隨機分爲2組遥 其中治療組30
例袁男18例袁女12例袁年齡22耀46歲袁平均34歲袁病程最
短2月袁最長3a遥 對照組30例袁男子16例袁女14例袁年齡
23耀47歲袁平均35歲袁病程最短3月袁最長4a遥 2組年齡尧
性別尧 病程長短及病情嚴重程度等方面均無顯著性
差異袁具有可比性渊P跃0.05冤遥
1.2 診斷標準 參照2008年在上海舉行的確良第三屆
全國頸椎病專題會議制定的頸型頸椎病診斷標準淤
主訴枕尧顳尧耳廓等下頭部袁頸尧肩疼痛等異常感覺袁
並伴有相應的壓痛點曰于X線片上頸椎顯示曲度改變
及椎間關節不穩等表現曰 盂側位X線片或MR片顯示
椎節不穩或梯形變遥
1.3 排除標準院淤有頸部其他疾患如落枕尧肩周炎尧風
濕性肌纖維組織炎尧神經衰弱尧憂鬱症及其他非椎間
盤退行性變所致的肩背部疼痛遥 于頸椎有骨折尧結
核尧腫瘤尧畸形尧感染等遥 盂合併有心腦血管尧肝尧腎或
造血系統等嚴重原發性疾病袁孕尧産婦尧精神病患者遥
1.2 治療方法
1.2.1 治療組
1.2.1.1 推拿院第一步袁肌肉放鬆遥 患者裸背袁俯臥于
治療床上袁囑其放鬆伸長頸項袁醫者立于側後方袁先
在患者項背尧 肩胛骨脊柱旁兩側肌肉塗上少許液體
石蠟油袁用拇指指腹或掌根進行推揉尧點按頸項部雙
側尧斜方肌尧肩胛區的肌群袁使肌肉逐層放鬆袁手法滲
透有力袁至肌肉溫熱袁約10min遥 第二步袁反應點松解遥
用一指禪推法尧拿法和彈拔法袁在痛點陽性反應點袁
則重點彈拔或按揉袁 手法輕重適宜以患者能忍受爲
度袁約10min遥 第三步袁穴位點按遥 點按風池尧天柱尧大
椎尧肩井尧大杼尧天宗等穴袁疏通經絡遥
1.2.1.2 拔罐院術者選擇適號玻璃罐進行走罐法袁刮拭
經絡督脈風府要身柱袁 膽經風池要肩井袁 膀胱經天
柱要膈兪遥 頸部自上而下袁肩部由內向外袁用力均匀袁
反復刮走10耀15次袁至皮膚潮紅袁大部分患者會呈現
鮮紅色尧 暗紅色或紫色的痧斑袁 再于壓痛點處拔火

罐袁其它部位沿經絡走向在背肌拔罐並留罐袁時間爲
5min袁起罐後袁以滾法放鬆肌肉遥
1.2.1.3 正骨復位院 採用龍氏手法復位院 淤仰頭搖正
法院患者仰臥于治療床上袁頭頂和床頭邊緣平齊袁醫
者立于床頭側袁以右手拇指頂住樞椎右側橫突袁食指
勾位樞椎棘突袁 掌部緊貼枕部袁 左手托住患者下頜
部袁囑患者放輕慢慢轉動頸部袁術者在緩慢拔伸頸椎
的同時袁雙手協同動作反向野閃動力冶袁當聽到關節復
位時彈響野咯嗒冶聲即吿整復遥 于低頭搖正法院患者取
坐位袁術者一手輕托後頸袁拇指按于錯位橫突隆起處
下方作爲定點袁另一手托其面頰部作爲動點袁以枕部
作支點將頭前後搖動2耀3下袁囑患者放鬆袁再用力加
壓閃動袁復位時可聽到關節復位時彈響野咯嗒冶聲遥 此
手法動作要穩尧準尧巧袁用力要適當袁要用巧力尧閃動
力袁忌用蠻力暴力遥 以上治法每隔3d1次袁6次爲1個療
程遥
1.2.1.4 米字操院兩腳與肩同寬袁兩手叉腰袁以頭部帶
動頸部做寫野米冶字的活動袁按筆畫順序進行遥 做8個
方位的旋轉時袁並默數8拍袁一橫爲2拍袁一竪爲2拍袁
其餘4筆爲一拍遥 做野米冶字操時動作要自如尧緩慢尧柔
和袁有節奏袁此動作重複10次遥每天2次袁早晩各1次遥3
周爲1個療程遥
1.2.2 對照組院採取單純的推拿手法袁如上1.2.1.1袁療
程同治療組遥
療效評定標準 治愈院原有各型症狀消失袁肌力正常袁
頸尧肢體功能恢復正常袁能參加正常工作和勞動曰好
轉院原有各型症狀減輕袁頸肩背疼痛減輕袁頸尧肢體功
能改善曰無效院症狀無改善遥
2 結 果 所有病例均在1個療程結束3個月後判定
療效袁見表1
3 討論

頸型頸椎病又稱爲韌帶關節囊型頸椎病袁 可因
姿勢不良尧外傷尧勞損尧寒冷刺激等各種因素導致頸
肌慢性勞損袁使韌帶和關節囊松馳袁頸椎生理弧度或
發生錯位等生物力學異常袁應力失衡袁從而危及頸椎
的平衡穩定系統袁頸椎失穩而導致頸椎病的發生遥

本症的中醫治療以 野松則通冶野正則通冶野通則不
痛冶爲原則袁重在通血活絡袁理氣止痛遥 筆者採取常規
推拿手法放鬆頸背部肌肉袁 重點用彈拔等手法解除
壓痛點或條索狀的陽性反應點袁 減輕頸項部的板滯
感袁從而達到野松則通冶遥 採用走罐刮拭療法通過火罐
的負壓吸附與溫熱按摩作用袁可使局部皮膚充血尧毛
細血管擴張袁血液循環加快袁並通過神經要內分泌調
節血管舒尧縮功能和血管壁的通透性袁增強局部血液
供應袁促進經絡通暢尧氣血通達尧瘀血化散的作用遥 龍
氏正骨手法是我國著名骨外科專家魏徵尧 龍層花敎
授綜合中醫各家手法之長袁 並結合解剖學和生物學

組別 例數 治愈 好轉 無效 有效率

治療組 30 24 6 0 100
對照組 30 9 11 5 83.3

治療組有效率明顯高於對照組袁經統計學處理袁P约0.01

表1 2組療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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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間盤突出症渊簡稱腰突症袁LIDH冤是人體腰
椎間盤由於年齡增長尧勞損和外力的作用袁導致纖維
環破裂袁髓核從破裂處突出或脫出袁壓迫神經根或馬
尾神經袁而出現腰腿疼痛尧麻木等一系列神經症狀遥
腰突症是高強度訓練中軍人的常見病袁 筆者採用推
拿尧拔罐尧手法整脊加委中放血療等綜合治療30例腰
突症患者袁療效滿意袁現報吿如下遥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院本組病例源于2007年10月耀2010年10
月來我隊門診患者袁隨機分爲2組遥 其中男46例袁女14
例袁年齡18耀65歲袁病程最短2d耀5a袁發病部位院L4- 5
突出43例袁L5-S1突出48例袁L4/5尧L5/S1同時突出12
例袁L2/3尧L4/5同時突出的10例遥所有患者均大小便正
常,無單側或雙側下肢癱瘓,以上患者均根據臨床症
狀與體徵,物理檢查,影象學檢查等綜合判斷確診遥 根
據患者就治時間順序隨機分爲治療組和對照組各40
例遥 2組年齡尧性別尧病程長短及病情嚴重程度等方面
均無顯著性差異袁具有可比性渊P跃0.05冤遥
1.2 診斷標準院所有病例均符合叶中醫病症療效診斷
標準曳中腰椎間盤突出症的診斷標準淤腰部外傷尧慢
性勞損或受寒濕史袁 大部分患者在發病前有慢性腰
痛史遥 于常發生於靑壯年遥 盂腰痛向臀部及下肢放
射袁腹壓增高渊如咳嗽或嘖嚏冤時疼痛加重遥 榆脊柱側
彎袁腰生理彎曲弧度消失袁病變部位椎旁有壓痛袁並
向下肢放射袁腰部活動受限遥 下肢受累神經支配區有
感覺過敏或遲鈍袁病程長者可出現肌肉萎縮遥 直腿抬
高或加強試驗陽性袁膝尧跟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袁拇趾
背伸力減弱遥虞X線攝片檢查院脊柱側彎袁腰椎生理前
凸消失袁病變椎間盤變窄袁相鄰邊緣有骨質增生遥 CT
或MRI檢查顯示椎間盤突出的部位與程度遥
1.3 納入標準院淤符合腰椎間盤突出診斷標準曰于年

齡18-60歲袁性別不限曰盂X線尧CT或MRI檢查證實爲
LIDH遥
1.4 排除標準院淤腰椎間盤突出症中髓核游離或伴有
椎管嚴重狹窄症的患者 渊患椎的椎間隙高度低於正
常値的61%以上冤曰于合併腰椎結核尧腫瘤尧骨折或其
他嚴重原發疾病袁 臟器衰竭及精神病患者曰 盂妊娠
期尧哺乳期婦女曰榆智障及傷殘者遥
1.2 治療方法
1.2.1 推拿治療院淤患者裸腰背袁俯臥于治療床上袁醫
者立于側後方袁先用掌根塗上少許液體石蠟油袁直擦
兩側膀胱經尧督脈袁橫擦腰骶部袁手法滲透有力袁至肌
肉溫熱袁約5min曰于一指禪推法循經點按尧點揉患者
的腰部華佗夾脊尧三焦腧尧氣海腧尧大腸腧尧關元腧尧
小腸腧及患側下肢的委中尧 承山尧 崑崙等腧穴袁約
5min曰盂在患者腰背部及患側下肢施滾法袁在病變的
棘突旁及患側腰臀及下肢的陽性反應點以點按及彈
撥法進行松解袁約3min遥
1.2.2 走拔留罐院 術者選擇適號玻璃罐進行走罐法袁
自上而下刮拭兩側膀胱經尧 雙承扶要承山袁 用力均
匀袁反復刮走10耀15次袁至皮膚潮紅袁大部分患者會呈
現鮮紅色尧暗紅色或紫色的痧斑袁再用閃火法膀胱經
在穴位上拔罐袁留罐時間爲5-10min遥
1.2.3 整脊復位院淤腰部後伸扳法院患者俯臥位袁術者
一手用力抬起患側下肢袁 同時用一手掌根或大拇指
按壓腰椎袁兩手同時用力做相反方向扳動袁用同樣的
方法操作另一側遥 于腰部斜扳院患者側臥袁在下側的
上肢抱頭袁下肢自然伸直袁在上側的下肢自然屈髖屈
膝袁使脊柱略呈一弧形袁術者一手抵住患者肩前部袁
另一手抵住臀部袁先用前後搖晃使患者軀幹放鬆袁定
點在所要調整的節段袁兩手同時用力反向扳動袁可有
野喀冶聲袁示意手法成功袁此手法動作要穩尧準尧巧袁用

推拿拔罐加委中放血治療輕中度腰椎間盤突出症30例

福建省泉州市預備役高炮團 362000 莊偉斌

硏究袁 集40多年保健和臨床經驗所創造的中西醫結
合正骨手法遥 它具有輕尧巧尧穩尧準的特點袁在治療中
能夠解除痙攣和松解粘連袁改善血液循環袁並恢復頸
椎正常的解剖位置袁恢復關節正常功能袁消除小關節
錯位對神經血管的刺激而引起的頭尧頸部疼痛作用遥
頸椎野米冶字操是頸椎病預防與治療中明顯有效的鍛
煉方案袁它可以在工作生活中任何時候均可進行遥 其
中旋轉方向訓練可以伸展椎體周圍韌帶肌肉袁 潤滑
椎體間關節袁改善頸椎各個方向活動度曰前屈後伸方

向訓練可以牽拉椎體前後方韌帶和肌肉袁 增進頸椎
屈伸肌群肌力袁 增加頸椎前後方向活動度遥 通過推
拿尧拔罐尧手法整復可起到理筋正骨尧糾正錯位尧通利
關節尧疏通脈絡尧解除肌肉痙攣尧改變局部血液循環
及軟組織的營養袁從而恢復頸脊柱的動態平衡遥 野米冶
字操鍛煉符合現代骨科運動康復學的基本原理袁強
調通過自主鍛煉袁增大頸椎活動度及增強頸部肌力袁
以達到提高頸椎功能袁 增強頸椎穩定性及抗疲勞能
力袁改善生活工作質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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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例數 治愈 好轉 無效 有效率

治療組 30 34 6 0 100
對照組 30 13 20 7 82.5

治療組有效率明顯高於對照組袁經統計學處理袁P约0.01

力要適當袁要用巧力尧閃動力袁忌用蠻力暴力遥
1.2.4 刺絡放血院在雙委中穴或腰部壓痛點用梅花針
叩打至出血後拔罐袁時間5mim袁後擦凈瘀血袁消毒後
外敷創可貼遥 以上治法每隔5d1次袁6次爲1個療程遥
1.2.5 功能鍛煉院急性期過後即進行功能鍛煉院淤飛
燕式院俯臥于床上袁雙手臂向身體兩側伸開袁抬頸挺
胸袁腰背肌和腹直肌同時向背側用力袁挺起上身離開
床面遥 早晩各做30次遥 于拱橋式渊包括三點式尧五點
式冤院病人仰臥于床上袁雙腳掌尧雙肘部尧後枕部着床袁
小腿與床垂直用力袁 使身體其它部位離床拱起像拱
橋一樣遥 早晩各做30次遥 盂直腿抬高鍛煉院 取仰臥
位, 做雙腿交替直腿抬高並足背曲10-60次, 此法可
防止神經根粘連每個動作可循環反復練習袁每次3分
鐘, 2-3次/日遥雙手撑腰倒退行走早晩各做1次袁每次
20-30min遥
1.2.6.2 組同時進行健康敎育院 囑患者睡硬板床袁適
當休息曰避免受風尧寒尧濕的侵襲袁氣溫降低時袁要注
意腰部的保暖袁衣服潮濕後應及時更換袁出汗時避免
冷水刺激袁避免劇烈或不協調的活動遥
1.2.2 對照組院採取單純的推拿手法袁如上1.2.1.1-2袁
療程同治療組遥
1.2.6 療效評定 參照1994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叶中
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曳痊癒院腰腿痛消失袁體徵陰性袁
恢復原工作遥 顯效院腰腿痛大部分消失袁體徵陰性袁恢
復原工作遥 好轉院腰腿痛減輕袁仍有部分陽性體徵袁可
做輕便工作遥 無效院主要症狀體徵無改善袁不能參加
工作遥
2 結果 所有病例均在1個療程結束3個月後判定療
效袁見表1

表1 2組療效比較

3 討論院
LIDH屬於中醫野腰痛冶野腰腿痛冶尧野痹證冶範疇遥

中醫認爲該病由於正氣虧虛及腎虛尧氣血衰弱袁不榮
則痛曰風尧寒尧濕邪侵襲袁或閃挫外傷袁氣血凝滯袁經絡
受阻袁不通則痛遥 本病多發于靑壯年袁積累勞傷椎間
盤變性的主要原因袁也是誘因袁而椎間盤退行性變是
發生腰椎間盤突出的基本因素袁 由於椎間盤纖維環
破裂袁致使髓核突出袁刺激和壓迫神經根尧血管等周
圍組織袁使這些組織産生水腫尧充血尧粘連尧纖維組織
增生等無菌性炎症變化袁 繼而引起一系列自身免疫
反應異常及椎間盤本身蛋白多糖尧 膠原蛋白等代謝

障礙袁 這些炎症刺激硬膜或神經鞘膜引起腰椎間盤
突出的臨床症狀遥

近年來隨着影像學的不斷發展, 對該病的診斷
率明顯提高, 採用綜合治療對輕中度腰椎間盤突出
症有明顯的治愈率袁 國外有關學者報吿90%的患者
可通過保守治療而治愈遥 國內也公認有80%耀85%的
LIDH患者經非手術治療而治愈或暫時緩解遥

本症的中醫治療以 野松則通冶野正則通冶野通則不
痛冶爲原則袁重在活血通絡袁理氣止痛遥 手法推拿和整
脊復位主要是解除肌痙攣袁松解周圍性卡壓點袁改善
神經軸流袁 從而使腰椎間盤突出症的症狀體徵逐漸
緩解尧 乃至消失袁 糾正旋轉或病理性傾斜的腰椎椎
體袁 改善腰椎的生理曲度袁 增加腰椎椎管的有效容
積袁松解神經根與突出物的粘連袁恢復腰椎間的內在
平衡袁從而解除或減輕神經根尧血管尧脊髓周圍組織
等刺激和壓迫症狀遥 採用走罐療法通過火罐的負壓
吸附與溫熱按摩作用袁可使局部皮膚充血尧毛細血管
擴張袁血液循環加快袁並通過神經要內分泌調節血管
舒尧縮功能和血管壁的通透性袁增強局部血液供應袁
促進經絡通暢尧氣血通達尧瘀血化散的作用遥 委中穴
及痛點放血符合 叶靈樞窑九針十二原曳野菀陳則除之冶
的治療原則袁楊繼洲也在叶針灸大成曳中指出刺絡放
血的特異功效袁曰院野蓋針砭所以通經脈袁均氣血袁蠲
邪扶正袁故曰捷法最奇者哉遥 冶叶四總穴歌曳院野腰背委
中求冶叶素問窑刺腰痛論曳院野足太陽脈令人腰痛袁 引項
脊尻背如重狀袁刺其郄中遥 冶放血拔罐可以在放血局
部形成負壓吸引袁 直接將富含致痛物質的血液釋放
出袁加速局部瘀滯積血的排出袁促進新鮮血液流動袁
改善局部微循環袁 促進損傷組織修復袁 達到祛瘀生
新袁通經活絡遥 功能鍛煉可加強腰背肌和後縱韌帶的
力量袁增強腰椎的穩定性袁改善腰柔韌性和調整局部
肌肉的張力袁對脊柱內外平衡起到較好的保護作用遥
將這些保守療法優化組合起來可大大提高腰椎間盤
突出症患者的療效袁縮短療程遥

渊作者簡介院莊偉斌袁男袁出生於1972年1月袁畢業于福建醫

學院袁現任職于泉州預備役高炮團衛生隊袁衛生隊長袁主治醫

師袁聯繫方式院電話13365989067袁通信地址院鯉城區南環路173
號遥 冤

針灸推拿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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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筋病与自律神经的关系曳
叶刮筋疗法手册曳
叶人类的病筋曳
叶病筋如何找曳
叶神奇棍针疗法曳
叶一棍走天下曳

马来西亚益民医务所 蔡培春

渊另附冤

渊文著集录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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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 中医概述
本病属于中医 野痹证冶 范畴中的 野肾痹冶尧野 骨

痹冶遥 叶素问窑 痹论曳 曰院野风寒湿三气杂至袁 合而为
痹遥 冶野肾痹者袁善胀袁尻以代踵袁脊以代头遥 冶叶素问窑
长刺节论曳曰院野病在骨袁骨重不可举袁骨髓酸痛袁客气
至袁名曰骨痹遥 冶

其主要临床表现为腰背尧肢体疼痛袁脊柱僵硬尧
强直袁乃至驼背遥 叶金匱要略曳曰院野历节疼袁不可屈伸袁
噎噎诸肢节疼痛袁身体尪赢遥 冶叶诸病源候论窑背偻候曳
曰院野若虚则受风袁风寒搏于脊膂之筋袁冷则挛急袁故
令背偻遥 冶叶辞源曳曰院野骨骼弯曲症袁脛尧背尧胸弯曲都
叫尪遥 冶1981年12月焦树德叶尪痹刍议曳袁将强直性脊
柱炎等有关节变形的骨病称为尪痹遥

中医认为外感六淫是其发病的外部因素曰 肾虚
是其发病的内部原因曰痰尧湿尧瘀尧浊使痹阻于脊柱袁
若迁延失治袁则缠绵难愈 遥

二尧现代医学概念
强直性脊柱炎渊Ankylosing spondylitis袁简称AS冤

是一种以骶髂关节和脊柱关节慢性炎症为主的全身
性自身免疫病袁归属于血清阴性脊柱关节病遥 1691年
Connor最先描述本病曰1893年Beenter首先报道本病曰
1897年Strumpell及1898年Marie详述本病曰20世纪60
年代以前曾命名为类风湿关节炎中枢型曰1976年
Wright根据类风湿因子的阳性尧阴性提出血清阳性和
血清阴性关节炎袁前者主要指类风湿关节炎袁后者主
要指强直性脊柱炎曰1977年Lee和Drek报道强直性脊
柱炎患者多擕带HLA-B27袁1982年中国第一次风湿
病学术大会决定采用此国际统一命名遥

其病因至今尚未完全明了遥 一般认为袁本病的发
生与遗传因素和感染有关遥 本病在青壮年男性中最
常见袁症状为腰背僵硬尧疼痛袁非对称性下肢关节肿
痛袁可伴有眼部尧心血管尧肺部等关节外表现袁晚期可
发生脊柱强直尧畸形或致残遥

三尧流行病学
本病分布世界所有种族和民族袁 白种人发病率

为0﹒05豫袁非洲及美国黑人发病率较低袁中国与日本
人发病率0﹒05%耀0﹒06%袁似与遗传有关遥 男女比例院
10院1遥 好发15耀40岁袁20耀30岁为发病高峰袁40岁以后
发病者少见遥

四尧病因

AS的确切病因至今尚不十分清楚袁 有关的几种
学说可供参考遥

渊一冤自身免疫学说
目前很多学者都将AS划归自身免疫性疾病范

围遥很大部分AS病人的免疫球蛋白升高袁对本病应用
免疫抑制剂渊如糖皮质激素等冤有效袁这些事实支持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学说遥

渊二冤基因相关学说
HLA-B27与强直性脊柱炎密切相关遥 人白细胞

抗原渊human leukcyte antigen冤简称HLA袁现已发现
多种疾病与HLA相关袁尤以B27与强直性脊柱炎的相
关为显著袁90%左右强直性脊柱炎HLA-B27阳性遥
B27阳性的强直性脊柱炎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袁其一
级亲属患病率高达25%左右袁因此人们高度怀疑B27
为本病的遗传易感性基因遥

渊三冤感染学说
人们早就怀疑感染是强直性脊柱炎的触发因

素遥 例如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尧肠道感染尧上呼吸道感
染尧扁桃体炎等袁可能与本病发病有关遥

渊四冤其他学说
如遗传学说尧内分泌学说尧外伤因素等遥
五尧病理
渊一冤关节病变
在关节的病理改变主要是关节囊尧肌腱尧韧带的

骨附着点炎症和滑膜炎袁关节囊/肌腱/韧带的骨附着
点炎症是强直性脊柱炎的主要病理特点袁 其病理过
程为以关节囊/肌腱/韧带的骨附着点为中心的慢性
炎症袁可见于软骨关节或微动关节袁尤其是活动性较
差的关节如骶髂关节和脊柱关节突关节遥 由于韧带
钙化尧骨桥形成而致关节强直遥 强直性脊柱炎的滑膜
炎并非少见遥 典型表现为滑膜细胞肥大和滑膜增生袁
有明显的淋巴细胞和浆细胞浸润遥

渊二冤关节外病变
1尧眼院强直性脊柱炎常发生急性尧非对称性尧自

限性尧非肉芽肿性虹膜炎袁发生率高达25豫遥
2尧 心脏院10%左右强直性脊柱炎可发生主动脉

瓣关闭不全尧主动脉炎尧心脏扩大尧房室传导阻滞及
心包炎等遥

3尧肺院上肺纤维化和空洞形成是强直性脊柱炎
的罕见并发症袁纤维化肺炎多为双侧性袁一般见于发

中医药治疗强直性脊柱炎

福建中医药大学 王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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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多年以后遥 后期可进展为空洞形成袁可继发霉菌感
染袁常为强直性脊柱炎的死因遥

六尧临床表现
渊一冤病史和症状
本病多发生于10耀40岁袁高峰年龄为20耀30岁袁40

岁以后发病者少见遥发病一般比较隐匿遥作为一种全
身性疾病袁早期可有厌食尧低热尧乏力尧消瘦和贫血等
症状袁腰背痛尧晨僵尧腰椎各方向活动受限和胸廓活
动度减少是强直性脊柱炎的典型症状袁 疼痛常位于
骶髂关节袁病人早起觉腰部僵硬袁活动后可以缓解袁
随着病情进展袁整个脊柱可发生自下至上的强直院先
是腰椎前凸曲线消失袁进而胸椎后凸而呈驼背畸形遥
在关节外表现为虹膜炎流泪尧畏光袁淀粉样变肾脏损
害症状等遥

渊二冤实验室检查
急性期半数以上患者血沉升高袁血清C反应蛋白

常升高袁90%左右HLA-B27阳性袁故对诊断有一定参
考价值袁 尤其对于疑似病例遥 因还有10%左右病例
HLA-B27阴性袁故HLA-B27阴性者也不能除外本病遥
另一方面袁正常人群中4耀8%HLA-B27阳性袁因此单
凭HLA- B27阳性不能作为诊断的依据遥

渊三冤X线检查
X线检查是AS临床诊断的重要依据袁 尤其是骶

髂关节的异常改变袁可为早期诊断提供重要资料遥 早
期骶髂关节下部开始为局部脱钙袁 关节间隙模糊不
清袁以后逐渐向上发展袁晚期关节间隙消失袁且有骨
小梁通过关节袁可发生骨性强直遥 脊椎关节由于广泛
的椎旁软组织钙化和椎间骨桥形成袁 脊柱最终可呈
竹节状强直遥

七尧诊断标准
渊一冤罗马标准渊1963年冤
临床标准院淤腰痛尧晨僵3个月以上袁休息不能缓

解曰于胸部疼痛尧僵硬曰盂腰椎活动受限曰榆胸廓扩张
受限曰虞虹膜炎尧现在症尧既往史遥

放射学标准院X线双侧强直性脊柱炎特征性骶髂
关节炎表现渊除外双侧骶髂关节骨性关节炎冤

符合放射学标准和5项临床标准之一项袁或具备
4项临标准者袁可诊断强直性脊柱炎遥

渊二冤纽约标准渊1966年冤
诊断院淤腰椎前屈尧后伸尧侧弯三个方向活动受

限曰于腰背痛史或现在症曰盂第4肋间测量胸廓活动
变<2.5cm遥

分级院肯定强直性脊柱炎院淤双侧3耀4级骶髂关
节炎加1项以上临床标准曰于单侧3耀4级或双侧2级骶
髂关节炎加第1项或2+3项临床标准遥 可能强直性脊
柱炎院双侧3耀4级骶髂关节炎而不伴有临床标准者遥

X线骶髂关节炎分级院0级院正常曰1级院可疑变化曰

2级院轻度异常袁可见局限性侵蚀尧硬化袁但关节间隙
无变化曰3级院 明显异常袁 为中度或进展性骶髂关节
炎袁伴有以下1项或1项以上改变院侵蚀尧硬化尧关节间
隙增宽或狭窄袁或部分强直曰4级院严重异常袁完全性
关节强直遥

渊三冤临床筛选标准
由于罗马标准和纽约标准无论在特异性或敏感

性方面均不尽人意袁 1977年提出的 野强直性脊柱炎
临床筛选标准冶袁其优点在于抓中炎症性腰痛的临床
特点袁至今仍为人们所应用袁为早期诊断提供了重要
线索遥

强直性脊柱炎临床筛选标准的相关内容院 淤40
岁以前发生腰腿痛/不适曰于隐匿发病曰盂病程业3个
月曰榆伴晨僵曰 虞症状活动后改善遥 诊断院符合5项标
准之4项以上者袁临床可诊断强直性脊柱炎遥

八尧鉴别诊断
渊一冤类风湿性关节炎渊RS冤
渊二冤致密性骶髂关节炎
常见女性病人遥骶髂部疼痛不严重袁血沉正常袁X

线片显示骶髂关节骨质致密袁 关节间隙及脊椎小关
节面不模糊遥

渊三冤腰椎椎间盘突出症
常有明显的外伤或扭伤史遥 疼痛局限于腰背部

并向下肢放射袁 活动后疼痛加重遥 直腿抬高试验阳
性袁无全身及眼部等症状遥X线片显示有椎间隙狭窄尧
脊柱侧弯等改变袁而无骶髂关节炎的表现遥

九尧治疗
目前治疗的目标在于院淤控制炎症尧缓解症状曰

于防止脊柱尧髋关节僵直畸形或保留最佳功能位置曰
盂避免治疗所致副作用遥 由于晚期病例病情难以逆
转袁故成功治疗的关键在于早期诊断遥

渊一冤中医药辨证论治
1尧湿热瘀阻型院临床最多见袁见于AS急性活动

期遥治宜院清热解毒袁化湿通络袁活血止痛遥方用院四妙
丸渊黄柏尧苍术尧薏苡仁尧牛膝冤加味遥 随症加减院湿重
者加萆解尧茵陈尧泽泻尧威灵仙尧木瓜曰热盛者加忍冬
藤尧白花蛇舌草尧赤芍尧生地黄尧柴胡尧黄芩曰风气盛者
加防风尧独活尧川芎尧鸡血藤曰疼痛剧烈尧瘀阻明显者
加延胡索尧三七尧丹参尧姜黄尧泽兰尧穿山甲遥

2尧寒热错杂型院多见于AS中期袁呈慢性活动性遥
治宜院温清并用袁祛风除湿袁和血通络遥 方用院桂枝芍
药知母汤渊桂枝尧芍药尧知母尧麻黄尧白术尧防风尧生姜尧
制附子尧甘草冤遥

随症加减院脾胃不和者加砂仁尧陈皮尧法半夏尧山
药尧鸡内金尧麦芽尧谷芽曰瘀痛较甚者加三七尧姜黄尧泽
兰尧丹参尧川牛膝曰肝肾不足表现腰膝酸软者袁加续
断尧桑寄生尧生地黄尧女贞子曰梦遗尧滑精尧夜尿频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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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別點 AS RA
性 別

男多于女袁男女之比
爲9院1

女多于男袁男女之比
爲1院7

發病年齡 高峰20耀30歲 高峰30耀50歲
家族史 有 不明顯

好發部位
以脊柱爲主,其他關
節下肢多于關節多

于小關節

四肢小關節爲主,多
對稱袁上肢, 大上肢

多于下肢

骶髂關節炎 95%以上有 罕見

皮下結節 少見 多見

眼部並發症 結合膜炎尧葡萄膜炎 乾燥綜合徵或鞏膜炎

RF 少數陽性 70%耀90%陽性

HLA-B27 90%陽性 多陰性

X線片 鈣化尧骨化尧骨強直 骨質疏鬆尧骨侵蝕

益智仁尧熟地黄尧金樱子尧桑螵蛸尧茯芩曰女子月经不
调者加益母草尧菟丝子尧鸡血藤遥

3尧风寒湿痹型院治宜院祛风除湿袁散寒止痛遥 方
用院宣痹汤渊防风6g 苍术6g 桂枝6g 制川乌3g 制草
乌3g 络石藤9g 薏苡仁30g 当归9g冤随症加减院风胜
加秦艽尧羌活尧独活曰湿胜加木瓜尧防己曰寒胜加干姜尧
制附子曰上肢加桂枝尧桑枝曰下肢加木瓜尧牛膝曰腰背
痛加桑寄生尧杜仲曰瘀痛加乳香尧没药尧桃仁尧红花曰气
血虚弱加熟地尧何首乌尧黄芪遥

4尧肝肾气血亏虚型院多见于AS中晚期遥 治宜院补
益肝肾袁调和气血遥 方用院独活寄生汤渊桑寄生尧牛膝尧
杜仲尧人参尧茯苓尧甘草尧当归尧川芎尧地黄尧芍药尧独
活尧防风尧秦艽尧细辛尧肉桂冤遥 随症加减院偏于阳虚者
加杜仲尧桂枝尧五加皮曰偏于阴虚者加女贞子尧旱莲
草尧玉竹曰偏气虚者加黄芪尧党参曰偏血虚者加鸡血
藤尧阿胶尧何首乌遥

渊二冤藤类药使用
藤类植物具有旺盛的攀援生长能力袁 如同人体

经脉袁通达四肢百骸遥 取类比象袁藤类药具有通经活
络尧舒筋止痛之功遥 常用藤类药院雷公藤尧黑骨藤尧忍
冬藤尧青风藤尧海风藤尧络石藤尧鸡血藤尧天仙藤尧石南
藤尧黄藤遥

1尧[五藤汤]渊经验方冤院 青风藤15g 忍冬藤15g
海风藤15g 络石藤15g 鸡血藤30g 仙灵脾12g
当归30g 白芥子10g 生黄芪30g遥 用法院水煎袁每
日1剂袁分3次于饭后半小时服袁一个月为一疗程遥

2尧[黄藤药酒]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
和医院经验方 冤院 黄藤 30g 炙甘草 10g 白酒
1000g遥 禁忌院孕妇及心尧肝尧肾功能不良者禁用遥 用
法院上药浸泡白酒中3周遥 口服袁成人每日2次袁每次
10ml遥

3尧[成药]院雷公藤片院1-2片/次袁一日2-3次曰雷公
藤多甙片院 2-3片/次袁一日2-3次曰黑骨藤追风活络
胶囊院2-3片/次袁一日3次曰正清风痛宁片渊青风藤冤院
1-4片/次袁一日3次遥

渊三冤虫类药使用
虫类动物为血肉有情之物袁多有一定毒性遥 以毒

攻毒袁虫类药具有搜风通络尧驱邪解毒之功遥 常用虫
类药院蜂毒尧蚂蚁尧蜈蚣尧全蝎尧地龙尧白花蛇尧乌梢蛇遥

1尧[痹痛胶囊]渊 任凤兰经验方冤院水蛭尧蜈蚣尧马
钱子尧川芎尧延胡索尧白花蛇等遥 用法院水煎袁每日1剂袁
分2次服袁一个月为一疗程

2尧[蜂毒] 蜂毒注射液 0.25mg 肌肉或穴位注
射袁每日1次遥 渊李玉君袁等.蜂毒穴位注射治疗强直性
脊柱炎. 临床荟萃袁1994袁9 渊1冤院326-327冤曰野中华蜜
蜂冶尾部毒刺螫入特定穴位遥渊张志荣. 蜂针治疗强直
性脊柱炎.四川中医袁1992袁渊4冤院50-51冤遥 胡蜂酒袁15-
25mg/次袁一日2次遥 神蜂精渊福建神蜂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冤 3-5ml涂于患处袁用刮板刮擦促进渗透袁一疗
程60ml遥

3尧 蚂蚁制制院[七味通痹口服液]渊江苏南星药业
有限公司冤蚂蚁尧青风藤尧鸡血藤尧鹿衔草尧石楠藤尧千
年健尧威灵仙遥 用法院次支袁一日次袁宜饭后口服遥 [复
方蚂蚁胶囊]2-3粒/次袁每日2-3次遥 [玄驹胶囊]2-3粒/
次袁每日2-3次遥

渊四冤其它中成药
[尪痹颗粒渊片冤]6g渊7-8片冤/次袁一日3次遥
[风湿马钱片]3-4片/次袁一日1次遥
[祖师麻片]3片/次袁一日3次遥
[新癀片]2-4片/次袁一日3次遥 外用院冷开水调化袁

敷患处遥
[金钱白花蛇药酒]4-6ml/次袁每日3次遥
[塞隆风湿酒]30ml/次袁每日3次遥
渊五冤外治法
1尧中药院可采用活络熏蒸方渊羌活30 当归30

炒艾叶30 川乌30 地龙30 木通30 伸筋草30
五加皮30 防风30 土鳖虫30 生姜100冤等中药熏
洗遥

2尧理筋手法院局部肿痛者可选用点穴镇痛及舒
筋手法曰关节活动不利尧功能障碍者袁可选用活节展
筋手法遥

3尧针刀疗法院剌入骶髂关节下2/3袁降低病变关
节内压力袁减轻疼痛袁阻止病情进展遥

十尧预防与调护
渊一冤预防
1尧合理的营养院包括富有蛋白质及维生素的饮

食袁针对贫血可补充铁剂尧维生素D和钙剂遥
2尧适当休息与避免外感院鼓励患者多晒太阳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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脛腓骨骨折是骨傷科臨床常見病尧多發病袁不同
的骨折類型應選擇不同的治療方法袁 選擇不當易發
生各種並發症和後遺症遥 自2009年1月耀2011年1月袁
我院採用經髓腔骨圓針內固定配合孟氏架治療脛腓
骨中下段骨折36例袁療效滿意袁現總結報吿如下遥
1 臨床資料

本組36例袁男25例袁女11例遥 年齡20耀68歲袁平均
35歲遥均爲閉合性骨折遥其中斜形骨折10例 袁螺旋形
骨折22例袁橫斷1例袁粉碎骨折3例遥 左側20例袁右側16
例遥 受傷原因院摔傷19例袁車禍傷15例 袁砸傷2例遥 受
傷至手術時間最長12d袁最短2h遥
2 治療方法
2.1 術前器械準備院選用直徑3.0耀3.5mm尧長度280耀
300mm的骨圓針袁針尖預先磨製成斜面鈍頭袁其前部
80耀100mm彎成約135毅的弧形袁弧形的頂點應位于骨
折區域袁尾部用鋼絲鉗鉗夾一印痕袁用以確定針尖彎
度的方向遥 備大號點狀復位鉗1耀2把曰小腿孟氏支架1
副遥
2.2 手術方法院採用硬腰聯合麻醉袁手術在C型臂X線
機透視下進行遥 常規消毒鋪巾後袁患者平臥位袁膝尧踝
兩關節均置于中立位遥
2.2.1 手法及器械復位院 兩助手分別把持固定膝尧踝
部行對抗牽引袁術者摸清脛骨骨折端情况袁用大號點
狀復位鉗夾持骨折部袁鉗尖點與骨折線保持垂直袁鉗
尖直接穿過皮膚達骨質袁同時通過牽引尧旋轉尧捺正
等手法使之復位袁用力加壓袁使骨折端對合緊密遥在C
型臂X線機透視下證實骨折端已達解剖或近解剖復
位後袁 將鉗柄鎖死以臨時固定遥
2.2.2 固定操作過程院自內踝尖上方1cm爲進針點袁並
與脛骨幹成45毅角袁 經皮旋鑽入一枚直逕3.5mm自製
骨圓針進入脛骨遠端髓腔內袁 並沿髓腔內側壁向近
端滑行袁至骨圓針尖頂于近折端骨質止遥 再次透視證
實骨折端對位好袁髓內骨圓針固定合適袁將針尾扎彎

90度袁剪短袁埋入皮下遥 于脛骨結節平面平行于膝關
節面由外向內貫穿1枚直徑3.0mm骨圓針袁 另于外踝
尖上5cm腓骨下段前緣處平行于踝關節面由外向內
貫穿另1枚直徑3.0mm骨圓針袁安裝小腿孟氏架固定遥
解除經皮鉗夾臨時固定袁檢查固定可靠程度後袁再次
悦型臂X線機透視確認骨折端對位對線良好遥 松解針
眼傷口袁用無菌敷料包紮針眼傷口遥
2.3 術後管理院術後抬高患肢10cm袁進行股四頭肌主
動舒縮練習尧膝關節及踝關節屈伸活動訓練渊以骨折
端無痛主度冤袁每天100次遥 2周左右可扶雙拐下地練
習行走袁患肢逐漸負重曰術後1周內袁針道換藥每1耀2
天1次曰針道乾燥後每周清潔換藥1次遥 術後7耀8周拆
除孟氏架袁改用小夾板繼續外固定3耀4周袁一般術後
3耀4個月經X光拍片證實骨折臨床癒合後取出骨圓
針遥
3 結果

本組病例均得到隨訪袁隨訪時間6耀20個月袁平均
11.6個月遥 復查X線片示解剖復位31例袁近解剖復位4
例袁功能復位1例袁其中36例骨性癒合遥 骨折癒合時間
8耀16周袁平均11.6周遥 3例術後發生針道淺表感染袁經
減少活動尧 傷口換藥後治愈袁 未發生骨感染遥 按
Johner-Wruhs評分標準院優32例袁良4例遥 典型病例見
圖渊1尧2尧3尧4冤遥
4 討論

4.1 治療方式的選擇 脛腓骨中下段骨折是臨床常
見的骨折之一袁治療方法較多袁其中傳統手法復位小
夾板或石膏外固定或跟骨牽引治療袁 其不能有效維
持骨折端良好復位袁骨折端易錯位袁同時跟骨牽引治
療臥床時間長袁不利于關節功能鍛煉曰單側多功能外
固定器固定袁屬於偏心固定袁易出現骨折再移位及針
眼感染等曰 而目前臨床上大多采用鋼板或交鎖髓內
釘固定袁 其固定可靠及對於多段骨折或嚴重複雜骨
折治療有一定優勢袁 但也存在創傷較大尧 骨折癒合

經髓腔內固定配合孟氏架治療脛腓骨幹骨折

張細祥1 李銘雄1 李洪德2 吳天然1

渊1泉州市正骨醫院骨傷科 福建 泉州 362000袁2吉林省磐石骨傷醫院冤

当休息袁改善潮湿尧阴冷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袁应
避免过劳与外感遥

3尧功能锻炼院设计科学合理的关节主动与被动
活动操袁适当的体疗尧功能锻炼遥

渊二冤调护
1尧理疗院局部热疗尧温泉浴尧熏蒸疗法及石蜡疗

法等均可使疼痛减轻袁晨僵消失袁病人感到舒适遥 红
外线尧 超短波或短波透热疗法等也可增加局部血循
环袁促使炎症及肿胀消退袁疼痛减轻遥 理疗可在患处
用1%雷公藤或2%乌头直流电离子导入遥

2尧心理调护院治疗注意期间还应注意心理治疗袁
解除焦虑袁健康教育袁对预后有重要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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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尧費用高尧術後手術疤痕影響美觀等遥 近年來袁隨着
骨折內固定治療從機械力學向生物力學改變袁 更加
重視和強調微創技術的應用袁 提倡以保護血運爲主
的內固定袁不剝離骨折端的骨膜和軟組織袁不強求骨
折塊的解剖復位袁提倡閉合復位和功能復位袁即生物
的尧合理的接骨術的觀點渊BO冤袁並提出各種微創術
式遥 基于以上基礎袁我們採用經髓腔骨圓針內固定配
合孟氏架治療脛骨中下段骨折袁 旣解決了保守治療
存在骨折端不穩定尧固定時間長等問題袁又能避免手
術切開復位內固定創傷大尧 費用較高及骨折癒合慢
等缺點遥 所以此種療法具有創傷小尧恢復快尧效果好尧
費用低等優點袁是一種微創尧安全尧有效尧經濟的手術
方式遥
4.2 本療法可行性與優勢 本療法在閉合手法復位的
基礎上袁骨圓針具有良好的彈性袁可在針與脛骨幹側
壁接觸處産生野壓力冶作用袁通過野三點支撑冶使骨折
端保持相對穩定性袁起到野內夾板冶固定作用袁因此可
有效控制骨折端旋轉尧側方的移位曰而且小腿孟氏架
固定治療袁採用半環型結構袁有效維持肢體長度袁防
止骨折端縮短尧成角移位袁兩者有機結合使不穩定的
骨折端提供了更穩定的固定效果曰同時針徑細袁穿針
數量少袁骨折端的應力遮擋作用小曰配合早期下地患
肢逐漸負重的生理性活動袁 使骨折端受到間斷的生
理性應力刺激袁故骨折臨床癒合時間較穿針數量多尧
針徑較粗的單臂式外固定支架癒合時間 渊5.0耀6.5個
月 冤短遥 同時本療法不切開皮膚尧不破壞正常骨質結

構袁對於斜形尧螺旋形尧橫斷等類型骨折的治療袁其治
療簡便及費用經濟等方面明顯優于鋼板或交鎖髓內
釘內固定遥
4.3 治療步驟的幾個注意點淤術中在踝部穿針時袁應
使踝關節背伸90度時進行袁 這是防止日後踝關節背
伸活動受限的重要步驟遥 于術中應儘量避免反復操
作袁術後囑患者應平臥袁禁止側臥袁以防支架針體鬆
動遥 盂聯合固定尧 分步拆除是本療法的一個重要特
點袁術後7原8周拆除孟氏袁改用小夾板繼續外固定3耀4
周袁減少患者帶支架時間袁同時減少針道感染機率遥
4.4術後針眼疼痛及感染的對策 穿針外固定療法是
在中西醫結合理論指導下産生的一種骨科微創治療
方法袁由於它屬於半介入式的固定袁産生一些並發症
在所難免遥 對於穿針外固定療法産生的針眼疼痛和
感染問題袁我們科室已詳細分析了其産生的原因袁並
提出對策袁將並發症降低到最少遥 在本組病例中袁我
們術中嚴格按規範操作袁並加強術後護理袁僅3例發
生釘眼淺表感染袁佔8.3%袁但拆除外支架後創口均癒
合袁所有病例均無深部感染及慢性骨髓炎病例發生曰
所有病例術後行走時針眼無感明顯疼痛遥

我們認爲經髓腔骨圓針內固定配合孟氏架固定
技術是一種微創尧安全尧簡便尧經濟的脛腓骨中下段
骨折的治療方法遥 本組結果顯示經髓腔內固定配合
孟氏架固定治療脛骨腓中下段骨折袁具有創傷小尧恢
復快袁並發症少等特點袁値得臨床推廣應用遥

中醫正骨

渊側位冤 圖3術後X片渊正位冤 圖4術後X片渊側位冤

附院典型病例院患者柯**袁女袁45歲袁診斷院左脛腓骨骨折遥入院後在急診麻醉下行手術治療遥術後5個月骨性癒合袁左下肢

恢復正常活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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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關節是人體易受傷的關節之一袁 是臨床常見
病尧多發病袁在下肢所有關節中踝關節損傷僅次于髖
關節遥 因爲踝關節是人體的重要負重關節袁故踝關節
骨折的治療一直是學者的關注重點遥 現在對踝關節
骨折的治療還是手術治療爲主袁 但當遇到一些因爲
各種各樣原因沒辦法接受手術治療的病人時袁 如何
通過保守治療達到較好的治療效果就是我們應該探
索的問題遥 我科通過總結以往踝關節骨折保守治療
的經驗袁 摸索出了一套踝關節骨折的整復及固定方
法袁取得較好療效袁現報吿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本組30例袁男12例袁女18例袁其中左踝11例袁右踝
19例袁年齡18歲原62歲袁平均年齡34.7歲袁其中旋後內
收型1例袁旋前外展型2例袁旋後外旋型27例袁包括II度
8例袁IV度19例袁12例進行單純的類夾板石膏固定治
療袁18例骨折經手法整復後行類夾板石膏固定治療袁
傷後就診時間最短10分鐘袁最長5天遥
2 治療方法

2.1 復位方法
旋後外旋型尧旋前外旋型院患者取仰臥位袁患肢

置于腳托上袁第一助手扶住足部及跟部袁第二助手扶
住患者的膝部並確保髕骨朝上袁二者對抗牽引袁術者
用手摸清外踝骨折端後袁 讓第一助手牽引的同時將
踝部外旋袁感覺到骨折兩斷端分離後袁內收踝部牽引
並同時將踝部內旋袁 術者同時推外踝骨折遠端向內
向前袁以遠端就近端袁使骨折端復位遥

旋後內收型院患者取仰臥位袁患肢置于腳托上袁
第一助手扶住足部及跟部袁 第二助手扶住患者的膝
部並確保髕骨朝上袁二者對抗牽引袁術者用手摸清內
踝骨折塊後袁讓第一助手牽引的同時將踝部外展袁感
覺到骨折復位袁內踝骨折間隙明顯變小或消失後袁由
助手將踝部維持固定于外翻位袁 術者用拇指觸摸內
踝的前後側緣袁 感覺內踝外型完整袁 無明顯骨折間
隙袁即復位成功遥

旋前外展型院患者取仰臥位袁患肢置于腳托上袁
第一助手扶住足部及跟部袁 第二助手扶住患者的膝
部並確保髕骨朝上袁二者對抗牽引袁術者用手摸清外
踝後袁讓第一助手牽引的同時將踝部內收袁術者同時
自外向內推頂外踝骨折塊袁 使之內移的同時推動向

外移位的距骨內移袁 同時將外移的內踝骨折塊擠回
原位遥 由助手將踝部維持固定于內收位袁術者用拇指
觸摸內外踝的前後側緣袁感覺外型完整袁無明顯骨折
間隙袁即復位成功遥
2.2 固定方法院復位後由第三助手在踝部包上含有本
院自製化瘀消腫藥物傷科搽劑的紗布袁 如果是旋後
外旋型及旋前外旋型骨折袁 則將事先準備好的棉墊
分別放置于內踝的近端及外踝的遠端袁 並用綳帶包
紮固定于肢體上袁用野U冶型石膏將足踝部固定于內收
內旋位曰如果是旋前外展型骨折袁也是將棉墊分別放
置于內踝的近端及外踝的遠端袁 但要將足踝部固定
于內收位曰如果是旋後內收型骨折袁則將棉墊分別放
置于內外踝處袁同法將踝關節固定于外展位袁在石膏
未完全凝固之前袁 由術者與第三助手分別推擠內外
側棉墊對骨折端施予一個維持復位的壓力直至石膏
凝固袁待野U冶型石膏凝固後袁再在石膏外固定上一短
的石膏托袁將足踝部可靠地固定于相應的體位.若腫
脹消退袁則解除石膏托袁將U型石膏進一步綁緊後袁更
換石膏托以穩定足踝部矢狀面上的活動遥 4周後解除
石膏托更換爲野U冶型石膏踝關節中立位固定袁指導前
足屈伸功能訓練袁6周後拍片復查袁 若骨折端達到臨
床癒合標準袁則予以解除固定行踝關節功能訓練遥
3 療效評價標準渊2冤

優良院 踝關節功能基本完全恢復袁 背伸活動>
15毅袁或與健側相比減少不超過20%曰無疼痛袁恢復正
常工作能力曰X線片示內外踝無側方移位袁前後移位<
2mm袁後踝向近端移位<2mm袁內踝無近端移位可院踝
關節功能部分受限袁背伸活動>10毅袁或與對側相比減
少不超過40%曰 運動後輕微疼痛曰X線片示內外踝側
方移位<2mm袁後踝向近端移位2耀4mm遥 差院踝關節功
能大部分喪失袁背伸活動<10毅袁或運動範圍低於對側
40%曰行走疼痛袁X線片示院內外踝側方移位>2mm袁後
踝向近側移位>4mm袁或距骨仍有後脫位遥
5 結果

本組30例袁優良27例袁可3例袁平均隨訪時間1年
以上袁其中復位後有5例發生了再移位袁其中2例雖發
生了再移位袁但療效評價仍可達到優袁有另3例療效
評價爲良遥 3例因未按時復診導致骨折端發生再移
位袁2例因受傷時內側三角韌帶損傷修復不理想袁導

類夾板石膏固定治療踝關節骨折

鄭曉蓉 葉若凡 蕭慶瑞 王振盛 吳小寶

渊福建省泉州市泉州正骨醫院整復科曰3620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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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解除固定後發生內踝間隙增大遥 療效評價爲可的3
個病例袁1例因患踝未骨折前即有畸形袁1例爲損傷嚴
復袁復位後雖未再移位袁但關節面復位後就存在不平
整現象袁患者堅持要保守治療遥 1例爲原始對位不太
理想袁但患者不能耐受手法整復袁故僅予以外固定防
止再移位遥
6 討論

踝關節骨折根據Lauge-hensen分型將踝關節骨
折分爲五型袁即院旋後內收型尧 旋前外展型尧旋後外
旋型尧旋前外旋型以及垂直壓縮型袁前三型復位後穩
定性較好袁故臨床中進行保守治療的較多袁本組所收
集的病歷也是以前三種分型爲主遥 整復過程中採用
的復位手法是以野欲合先離冶以及逆損傷機制的方法
進行復位袁 旋前外旋型骨折雖與旋後外旋型骨折損
傷機制相反袁 但因踝部旋後外旋損傷骨折後外踝及
距骨外移袁導致內踝骨折塊亦同時外移袁故復位時手
法同旋前外旋型骨折遥 踝關節骨折手法整復固定後袁
最經常出現的是骨折端的再移位袁 尤其是損傷累及
下脛腓關節時尤其容易出現再移位的現象遥 在踝關
節骨折保守治療的適應症包括院1尧 無移位的或穩定
的骨折曰2尧 無需反復整復可達到並維持解剖復位的
有移位的骨折曰3尧由於全身或局部條件的影響袁病人
不能接受手術治療 渊4冤遥 可見骨折的穩定性的重要
性袁所以袁我們在追求骨折復位技巧提高的同時袁也

充分重視骨折復位的維持遥 在以往保守治療踝關節
骨折的固定中袁主要採用兩種固定方式袁即石膏固定
或夾板固定遥石膏固定多采用野U冶型石膏或是管型石
膏袁通過石膏的塑形來達到維持的目的袁但因爲踝關
節骨折後局部腫脹都十分嚴重袁 石膏固定後因腫脹
消退容易使塑形效果喪失袁 從而發生骨折端的再移
位袁進而導致需要反復的整復袁加大了骨折部位的損
傷袁 同時延緩了骨折的癒合致使踝關節功能恢復緩
慢袁影響工作生活遥 而夾板對於關節部的固定相對不
牢靠袁容易存在關節的微動袁再加上夾板本身是彈性
固定袁是通過扎帶及綳帶的捆綁來達到固定的作用袁
容易發生鬆動袁從而導致骨折端發生再移位遥 針對以
上兩種固定方式的不足袁 我們充分吸取了兩種固定
方式的優點袁發明瞭類夾板石膏固定法遥 我們通過製
作兩個大小適宜的棉墊袁分別放置于踝部的內外側袁
通過野U冶型石膏製作成踝部內外側夾板袁利用棉墊的
加壓作用達到維持骨折端對位的目的袁 同時加用石
膏後托以維持踝關節矢狀面上的穩定性遥 旋後外旋
型及旋前外旋型骨折外踝多向外側移位袁 踝穴內側
間隙增大袁壓墊分別放置于內踝的上方及外踝處曰旋
前外展型骨折袁表現爲內踝撕脫骨折袁骨折塊連同距
骨向外側移位袁外踝向內側成角袁外側可能有個三角
型骨塊袁我們通過復位時由外踝推頂距骨袁再由距骨
將內踝骨塊擠回原位袁 故放置壓墊時將棉墊置于內
踝上方袁外側壓墊放置于外踝遠端袁維持復位時的持
續作用力遥 旋後內收型骨折因骨折塊均向內側移位袁
故內側棉墊放置于內踝處袁外側棉墊放置于外踝處遥
另外爲了防止外固定在腫脹消退後發生鬆動袁 在石
膏外再加三道扎帶袁可以讓患者定期加壓袁保持適當
的壓力袁以維持骨折端的對位遥

中醫正骨

髕骨爲人體最大的籽骨袁其與股骨髁尧脛骨平台
構成膝關節袁所以髕骨骨折屬於關節內骨折遥 隨着關
節鏡技術的快速發展袁 在關節鏡輔助下完成復位內
固定提供一種新的治療方法遥 我院自2009年4月至
2011年3月以來採用關節鏡輔助下經皮克氏針張力
帶固定治療髕骨骨折袁近期療效滿意遥 報吿如下遥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病人15例袁男9例袁女6例袁年齡18耀65歲袁平
均41.5歲袁左3例袁右12例袁骨折類型院橫行骨折10例袁
縱形骨折渊骨折塊分離超過2cm冤2例袁粉碎性骨折渊骨
折塊不超過3塊冤3例曰 均爲新鮮骨折袁 受傷時間1h-
2d曰開放性損傷1例袁閉合性損傷14例遥 受傷原因院摔
傷10例袁車撞傷5例遥 合併半月板損傷1例袁股骨髁軟
骨損傷4例袁關節內軟骨退行性改變2例遥 手術在傷後
3-5天進行袁平均手術時間90-110分鐘遥住院時間12-

關節鏡下治療髕骨骨折

朱勇 吳昭克 林行會 李藝彬

福建泉州市正骨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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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天遥
1.2 手術方法

本組患者均行硬腰聯合麻醉袁麻醉起效後袁取平
臥位袁術區常規消毒尧鋪巾袁鋪美後保護水墊遥 1例開
放性骨折袁先常規進行清創縫合袁再作膝關節鏡標準
前外側及前內側切口約0.5cm袁置入關節鏡袁反復冲
洗關節腔袁 清除關節內積血袁 仔細清理骨折面血凝
塊袁去除脫落的碎骨片及軟骨碎片遥 探查關節內其餘
損傷情况袁1例合併外側半月板體中橫形撕裂傷袁行
成形術曰4例合併股骨髁軟骨損傷袁軟骨表面凹陷袁未
予特殊處理曰1例退行性改變袁 予清理損傷的軟骨邊
緣袁3例髕骨骨折端細小骨碎片游離體予摘除遥 探查
完畢後袁予伸膝狀態下推擠髕骨上尧下骨折端復位袁
在關節鏡監視下試行復位袁 直至位置滿意遥 分別經
內尧外側入路鑽入一枚直徑2mm的克氏針袁自近端骨
折塊遠端面袁從髕骨接近關節面的1/3袁兩針分別自
髕骨內尧外1/3處平行關節面打入袁鑽出骨塊近端後袁
膝關節稍屈曲30度袁鑽出皮外袁再伸直膝關節遥 將克
氏針遠端用鉗子剪成斜坡狀袁 用電鑽自近端繼續帶
出袁直至克氏針遠端剛好出骨折面遥 藉助克氏針及探
勾予以調整尧復位下骨折端袁用兩枚復位巾鉗縱向鉗
夾臨時固定袁關節鏡下檢查髕骨軟骨面平整袁用野C冶
型臂透視髕骨骨折復位滿意袁 克氏針鑽入位置及方
向滿意後袁一助手維持復位袁術者用錘子敲兩枚克氏
針近端袁將之敲入骨折遠側端袁敲入約2cm後袁再用電
鑽鑽透自下極穿出皮外遥再次野C冶型臂透視髕骨骨折
復位滿意袁克氏針在位滿意後袁在硬膜外穿刺針的幫
助下袁由皮下導入鋼絲袁繞克氏針行野8冶字張力帶固
定遥 骨折塊粉碎者袁利于5號愛惜康編織線行環形固
定遥 活動膝關節探查內固定是否堅強可靠袁再次揷入
關節鏡袁常規探查膝關節袁檢查關節面平整後果袁將
克氏針近端針尾折彎呈鈎狀袁擊入髕骨上極骨質內遥
遠端克氏針距髕骨下極0.5cm處剪斷袁埋于皮下遥 冲
洗後縫合切口袁 大棉墊捆紮袁 彈力綳帶包紮整個下
肢遥
1.3 術後處理

術後第2天開始行股四頭肌肌力鍛煉袁被動活動
膝關節袁術後3天袁旣可扶雙拐下地不負重行走袁2周
後膝關節主動屈曲至90度袁3周後部分負重行走袁6周
後根據X線情况袁不扶拐負重行走遥術後1年取出內固
定遥
2 結果

2.1 評價指標院 根據胥少汀綜合評分法進行療效評
價遥

渊1冤膝關節功能評價院淤優袁無痛袁勞動功能正
常袁4分曰于良袁偶痛袁能力稍差袁3分曰盂中袁經常輕度
痛袁2分曰榆差袁常痛袁失去勞動能力袁1分遥

渊2冤關節活動範圍評價院淤優袁正常141耀150毅袁4
分曰于良袁121耀140毅袁3分曰盂中袁91耀120毅袁2分曰榆差袁<
90毅袁1分遥

渊3冤骨折復位渊以關節面爲準冤評價院淤優袁解剖
復位袁4分曰 于良袁 關節面錯位<1mm或裂隙<2mm袁3
分曰盂中袁關節面錯位1耀2mm袁裂隙>2mm袁2分曰榆差袁
關節面錯位>2mm袁1分遥

渊4冤總體療效評價院淤優袁10耀12分曰于良袁7.1耀10
分曰盂中袁5.1耀7分曰榆差袁5分以下遥

本組隨訪12個月耀24個月袁平均18個月袁傷口均I
期癒合袁無切口感染及深部感染髮生遥 骨折均于3耀6
月左右癒合袁無1例出現鋼絲或克氏針斷裂尧滑移尧脫
出尧髕腱刺激尧膝關節反復酸痛尧無力等並發症遥 所有
患者均于術後1年左右經X線證實後骨折癒合取出內
固定遥
2.2 根據評分標準院本組15例袁優14例袁良1例袁中0例袁
差0例遥 優良率100%遥
3 討論

髕骨骨折是關節內骨折袁要求達到解剖復位袁堅
強內固定袁以利術後能早期功能鍛煉袁恢復膝關節的
功能袁這三項是關節內骨折的理想治療方法遥 髕骨骨
折治療袁其核心是恢復髕骨的解剖形態及功能袁避免
創傷性關節炎的發生遥 克氏針張力帶內固定技術袁已
是臨床上常用的的治療方法袁 傳統的切開復位內固
定由於對軟組織的剝離損害了髕骨的血供袁 而較大
的手術切口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一些病人的功能
康復及影響膝關節的美觀遥 隨着微創技術及膝關節
鏡技術的日趨成熟袁 關節鏡監視下微創復位克氏針
張力帶內固定治療髕骨骨折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靑
睞遥

關節鏡下微創手術在治療髕骨骨折中的價値院
髕骨骨折屬於關節內骨折袁 治療上旣要達到解剖復
位袁 又要有堅強的內固定袁 以便術後早期行功能鍛
煉遥 傳統的治療爲閉合復位外固定和切開復位內固
定術遥兩種傳統術式均存在較大缺陷遥關節鏡下微創
治療具有以下優點院

渊1冤關節鏡可以全面觀察膝關節內損傷袁排除其
餘損傷病變袁並同時予對症處理袁鏡下清理關節軟骨
的損傷及退行性改變袁延緩骨性關節的進程袁尤其是
膝後側關節間隙袁半月板後角的損傷袁可以解決傳統
切開手術不能直視膝後側的敝端遥 渊2冤同時關節鏡下
復位袁直視下觀察關節面是否平整遥 渊3冤關節鏡封閉
手術袁不切開關節囊袁避免軟骨暴露于空氣中袁減少
軟骨氧化袁減少軟骨的不可逆損害袁減少創傷性關節
炎的發生率遥 渊4冤可反復徹底冲洗關節腔袁清除關節
腔內積血和骨軟骨碎屑袁 減少並發膝關節內游離體
的可能性遥 渊5冤手術創傷小袁可以把軟組織的損傷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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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瞭解兒童肘部損傷分類情况袁 作者把經本
人治療的袁有較完整記載的664例16風度及以下兒童
肘部損傷病例作初步分析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本組664例中袁男449例袁女215例曰年齡5個月要
16歲曰左側損傷315例袁右側損傷349例曰肱骨下端損

傷449例袁前臂上段損傷110例袁肱骨下端損傷15 例袁
肘關節扭傷90例遥損傷分類情况袁見表1遥損傷年齡分
布情况袁見表2遥

16歲及以下兒童肘部損傷664例分析

陳志生

福建省南安市醫院渊362300冤

中醫正骨

表2 患者年齡分布

年齡
性 別

合計渊例冤 %
男渊例冤 女渊例冤

1 7 5 12 1.81
2 12 22 34 5.12
3 48 34 82 12.35
4 57 28 85 12.80
5 47 35 82 12.35
6 54 21 75 11.30
7 47 16 63 9.49
8 41 9 50 7.53
9 31 13 44 6.63
10 29 10 39 5.87
11 15 9 24 3.61
12 22 1 23 3.46
13 21 5 26 3.92
14 7 3 10 1.51
15 5 3 8 1.20
16 6 1 7 1.05

合計 449 215 664 100.00

損傷類別 例數

肱骨髁上骨折

肱骨下端骨骺損傷渊骨折冤
肱骨外髁翻轉骨折騰

肱骨內上髁骨骺損傷渊骨折冤
肱肌外髁並內上髁骨骺損傷

肱骨外髁骨骺損傷後合併髁上骨折

孟氏骨摺

尺骨上段骨折

鷹嘴骨折

橈骨小頭骨折

橈尺骨上段骨折

橈骨上段尺骨中段骨摺

尺骨中段骨折並橈骨小頭脫

橈骨下端骨骺損傷産並橈骨站頭半脫位

橈骨小頭半脫位

肱骨下端骨骺損傷合併前臂損傷

肱骨髁上骨折合併前臂損

肱骨下端損傷合併肘關節脫位

肘關節扭傷

337
94
1
1
3
1
39
6
11
7
1
1
1
1
44
9
4
2
90

表1 損傷分類

到最低程度袁術後疤痕小袁美觀袁感染機會小袁有利于
關節功能恢復袁減少患者的痛苦袁縮短了住院時間遥
渊6冤骨折周圍副損傷少袁以利于骨折的良好復位及早
期癒合袁減少放射線對醫生及患者的損害遥 渊7冤骨折
癒合後取內固定物更簡單袁局麻下小切口即可取出袁
節約了治療經費及時間袁 具有顯著的社會效益和經
濟效益遥 渊8冤逆行及敲擊方法打入克氏針袁可以保證
骨折的復位袁減少因振動引起的復位丢失袁保證關節
面的平整袁克氏針定位更確切遥 渊9冤可橫形粉碎性骨
折袁張力帶內固定術後袁配合5號編織線環扎固定袁可

以加強穩定性及整體的完整性遥
4 結論

膝關節鏡下空心釘及張力帶鋼絲治療髕骨橫形
骨折袁創傷小袁復位質量高袁具有良好的生物力學穩
定性袁減輕了對髕骨周圍軟組織的刺激作用袁減少了
術後並發症的發生率袁 能保證膝關節早期進行康復
訓練 袁値得臨床推廣應用遥 應用關節鏡下經皮張力
帶鋼絲固定治療髕骨骨折袁 其適應證以橫斷型骨折
爲主袁粉碎性骨折經皮復位及固定困難袁建議切開復
位內固定袁以確保手術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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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橈骨骨折在四肢創傷中較爲常見袁 由於前臂
特殊的解剖特點袁常給骨折治療帶來較大困難袁我院
自1998年原2005年袁共收治尺橈骨骨幹骨折268例袁採
用手法復位夾板固定治療袁獲得滿意效果遥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院本組268例袁男156例袁女112例袁年齡
12歲以下196例袁12歲以上72例曰損傷部位袁中段及中
段以下185例袁中段以上83例曰骨折類型袁橫形短斜形
193例袁粉碎形75例曰閉合性骨折221例袁開放性骨折
47例遥
1.2 治療方法院本組268例袁均行手法復位袁開放性骨
折清創縫合後按閉合性骨折處理袁 手法復位操作如
下院 患者在度冷丁鎮痛後袁 背靠坐位袁 肩關節外展
90毅袁前屈30毅袁肘關節屈曲90毅袁兩助手分別拔伸牽引
對抗3原5分鐘後袁術者兩手拇指及其它指摸清骨折端
移位情况袁採用端提擠壓頂捺方法袁糾正骨折端的側
方移位袁成角移位和旋轉移位袁復位後助手稍放鬆牽
引力袁使骨折端相互抵緊遥 中段及中段以下骨折採用
超腕關節小夾板固定袁 中段以上骨折採用超肘關節
小夾板固定遥 復位固定後在不痛的情况下即可囑患

者手指屈伸活動及肩關節活動袁 並逐漸增加功能鍛
煉次數及活動量遥 藥物治療早期治則消腫止痛袁祛瘀
生新袁中期治則調理脾胃袁接骨續損袁晩期補益肝腎袁
塡精生髓遥
1.3 治療結果院本組268例經隨訪袁前臂旋轉活動跃
120毅爲優良袁 本組210例曰跃80毅而约120毅爲可袁 本組46
例曰约80毅爲差袁本組12例袁其中8例爲骨折遲緩癒合遥
2 討論
2.1 前臂解剖特點院前臂由尺橈骨組成遥尺骨幹全長
較直袁上粗下細袁橈骨幹約成9.3毅弧形袁下粗上細袁兩
骨上端組成上尺橈關節袁兩骨下端爲下尺橈關節遥 骨
間膜附着在尺橈骨對應面的骨嵴袁 前臂中立位時骨
間膜最寬袁最穩定袁其次是旋後位袁旋前位時骨間膜
最狹窄也最不穩定遥 前臂屈肌群起于肱骨內上髁袁伸
肌群起于肱外上髁袁旋後肌止于橈骨上段袁旋前圓肌
止于橈骨中上段遥 前臂的解剖特點決定尺橈骨骨折
必須解剖復位或近解剖復位袁 才能恢復前臂旋轉功
能和保持旋轉時的穩定性袁 手法復位外固定時需注
意骨間膜和肌肉的牽拉作用袁 採取合適的手法技巧
和合理的外固定方式遥

拔伸端提擠壓頂捺法治療尺橈骨骨折268例體會

盧長江 李放

渊漳平市醫院曰364400冤

2 討論

肘部骨折和骨骺損傷是16歲及以下兒童最常見
的肘部損傷而肘關節脫位很少遥 由表1顯示院肘部損
傷扣除肘關節扭傷和橈骨小頭半脫拉袁 共530例袁佔
79.82%其中肱骨髁上骨折337例袁佔50.75%袁究其原
因袁 爲兒童肘部關節囊及周圍的肌韌帶較肱骨下端
堅強遥 在664例肘部損傷中袁僅有2例在2肱骨下端損
傷的基礎上合併肘關節脫位袁 而其中一例爲15歲女
性袁此病人已進入靑春期袁肘部骨骺發育已基本上閉
合曰另一例爲外髁骨折袁局部嚴重的損傷袁才合併脫
位遥 可見肘關節脫位少見袁因此作者認爲袁以野肘後骨
性三角冶 是否必變作爲肱骨髁上骨折與肘關節脫位
的鑒別方法袁對16歲及以下兒童來説袁基本上是失去
實際意義的袁而作爲兩者之間的鑒別診斷袁則應把年
齡作爲一個鑒別的條件遥 也就是説袁對16歲及以下兒
童的肘部損傷袁首先考慮是否骨折袁特別是肱骨髁上
骨折遥 由表1顯示院肱骨髁上有折加上肱骨下端各類
骨骺損傷袁共449例袁佔67.62%袁若加上肱骨下端損傷
合併前臂損傷的病例則共464例袁佔69.88%袁因此袁應

注意硏究其治療方法及由此而産的肘內翻等後遺症
的預防措施遥
2援2 肘部損傷常是複合損傷 由表1顯示院肘部複合
損傷或並前臂損傷的爲61例佔9.19%遥由於肘部損傷
引起的腫脹黨波及前臂甚至腕掌部袁因此袁在診斷時
肘部損傷時袁應認眞檢查是否有複合損傷袁特別是合
併前臂的損傷袁以免引起漏診遥
2援3 肘部損傷有明顯的性別差異 從表2顯示院肘部
損傷的性別比例差異明顯袁男院女=449院215=2.09院1遥
這種男性病例遠遠超過女性病例的情况袁 是否由於
男性兒較女性兒童生性好動袁因而容量引起損傷钥 或
者其他原因钥 有待于進一步探索遥
2援4 肘部損傷的峰値年齡 是3-6歲遥 表2中顯示院16
歲及以下兒童及部損傷病例的年齡分布呈現峰形曲
線分布袁其高峰年齡在3-6歲渊虛歲冤遥究其原因袁可能
是處于3-6歲的兒童袁剛學會走路和對周圍損傷危險
性的判斷能力不足引起的遥 因此袁應該以預防爲主袁
加強學齡前兒童的安全敎育和做好預防措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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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臨床實踐中採用手法整復尧 石膏外固定
保守治療踝關節骨折脫位旋後一外旋型芋尧郁度援取
得較好的近中期療效袁同時大大減少了治療費用遥 現
總結如下遥
1 臨床資料

所選病例共2O例袁其中男12例袁女8例曰年齡最小
19歲袁 最大65歲院 根據踝關節骨折脫位Lauge要
Hansen分型標準袁 旋後一外旋型芋度10例袁 郁度10
例曰隨訪時間最短6個月袁最長25個月遥 全部病例均爲
新鮮骨折袁陳舊骨折尧開放骨折及合併神經血管損傷
及合併同一肢體或其它肢體的其它部位骨折尧 脫位
者遥 均不在治療範圍遥
2 治療方法

2援1 閉合復位方法 採用中醫正骨手法按造成骨折的
力學機制相反過程進行閉合整復袁即內尧後尧外踝的
整復順序曰當後踝骨折片較大時袁由於跟腱的緊張牽
拉袁後踝失去支點袁單純靠前足的背伸不能使向後脫
位的距骨及後踝骨折片復位遥 而應自跟骨後側向前
推拉足部袁並同時將脛骨下端向後方推移袁方可達到
後踝骨折的復位遥
2援2 同定方法 助手持續維持踝關節內翻位遥 取野U冶

型固定踝關節袁用綳帶野8冶字纏繞塑彤固定遥 在石膏
條包紮好未完全凝固前袁 術者需再次保證維持踝關
節于內翻位袁並使石膏條伏貼遥
2援3 術後處理 藥物治療按中醫骨傷科辨證論治的
早尧中尧後期進行處理袁並配合中藥下肢洗傷方水煎
燻洗患肢遥 術後x線攝片復查袁防止骨折再移位袁抬高
患肢尧活動足趾關節以利消腫援並注意患肢腫脹及末
梢血運情况袁及時調整石膏鬆緊度遥 4周後將踝關節
改爲中立位野U冶石膏固定袁加強踝關節背伸尧跖屈活
動遥 6耀8周後帶石膏下地負重行走袁待石膏鬆弛破壞
時給予拆除遥
3 治療結果

所有病例均獲得隨訪袁按Mazur評分方法袁優良
率爲85豫袁近中期無骨折不癒合尧畸形癒合及創傷性
關節炎等並發症發生遥
4 結論

保守治療踝關節骨折脫位旋後一外旋型芋尧郁
度患者袁在臨床上是切實可行的遥 保守治療安全系數
高袁經濟費用低袁更適用于無法耐受內固定手術的病
人袁更能達到減少患者的醫療費用袁爲社會創造更多
經濟效益的目的遥

保守治療踝關節骨折脫位旋後一外旋型芋尧郁度20例

泉州市洛江區醫院骨傷科 林藝容

2.2 手法的技巧院本組採用拔伸端提擠壓頂捺法袁遵
循野子求母冶尧野欲合先離冶之復位原則遥 其中拔伸牽引
由兩助手完成袁持續時間要3原5分鐘袁主要糾正大部
分的重叠移位袁如尺橈骨在上1/3內骨折因旋後肌使
骨折旋後移位袁骨折遠端也應旋後位牽引袁尺橈骨在
中1/3骨折袁骨折線在旋前圓肌止點下方骨折近端處
于中立位袁故骨折遠端也應中立位牽引遥 當重叠移位
基本糾正後袁採用端提擠壓手法糾正側方移位袁在端
提擠壓過程中要注意兩側骨折端的骨間膜的作用袁
當一骨整復完成後注意保持穩定袁 再整復另一骨的
移位遥 頂捺法是糾正骨折端殘餘的重叠移位袁側方移
位袁術者兩拇指將兩側骨折端推頂平整後拉直袁糾正
斷端成角袁可與端提擠壓法分開進行操作袁也可同時
進行遥 至於尺橈骨雙骨折的整復順序袁筆者認爲袁應

先整復復位後能保持穩定的一骨再整復較不穩定的
另一骨袁如雙骨折端移位方向一致袁程度相似也可同
時整復雙骨遥
2.3 相關硏究證明骨折端的血腫含有大量的骨傳導
物質和骨誘導物質袁對新骨形成具有決定性作用遥 骨
折區適應性動力應變袁 能刺激骨折修復的生物學效
應袁新骨形成多袁骨折癒合快袁骨折常常以自然癒合
的模式進行遥 本組採用的手法復位夾板外固定袁不破
壞骨折端間的原始血腫袁 斷端復位後存在良性應力
剌激袁故骨折復位後大部分順利癒合袁本組僅8例遲
延癒合袁佔總例數的2.9豫袁本組療效差的病例發生於
成人粉碎性開放性骨折袁 對于12歲以下兒童病例均
獲得優良療效袁 故本法最適應兒童骨折及橫斷骨折
復位後斷端穩定的病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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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關節骨折脫位是臨床上常見的關節內骨折之
一袁 約佔全身骨折的3援92豫袁 易並發創傷性關節炎袁
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遥 近年來袁隨着經濟的發展
和交通的發達袁 踝關節骨折脫位的患者也呈上昇趨
勢遥 國內外近30年來對踝關節骨折脫位的基礎硏究
及診治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袁 治療方法主要
有保守與手術兩大類遥 我院2007年9月至2008年12月
採用上述兩種方法治療Lauge-Hansen分型的旋後-
外旋型芋尧郁度患者60例袁現就其療效尧住院天數尧治
療費用進行回顧性分析遥
1 資料與方法

1援1 一般資料本組60例袁均爲Lauge-Hansen分型的旋
後-外旋型芋尧郁度患者袁男32例袁女28例曰年齡18耀70
歲袁平均37援17歲遥 其中30例採用手法整復石膏外固
定治療渊保守組冤袁另30例採用切開復位內固定治療
渊手術組冤遥 兩組一般資料經統計學處理差異無統計
學意義袁具有可比性渊見表1冤遥
1援2 治療方法
1援2援1 保守組 淤閉合復位院平臥或俯臥位袁順勢牽
引袁適當外翻以牽開內踝骨折塊內側骨皮質袁糾正內
踝前移後以拇指頂壓防止再前移袁極度內翻踝關節袁
利用距骨推擠磨造復位內踝袁間接恢復外踝長度袁用
端擠手法整復外踝可能遺留的後移袁 雙手合抱糾正
下脛腓聯合分離曰 後踝骨折可利用踝關節背伸時緊
張的關節囊復位遥 于固定院助手持續維持踝關節內翻
位野U冶形石膏固定遥盂術後處理院中藥三期辨證論治袁
後期配合中藥燻洗曰早期功能鍛煉袁抬高患肢尧活動
足趾關節以利消腫曰4周後改中立位野U冶形石膏固定袁
加強踝關節背伸尧 跖屈活動曰6-8周後帶石膏訓練行
走2周袁拆除石膏遥
1援2援2 手術組 採用踝關節後外側或外側入路袁 鋼板
固定腓骨骨折袁後側安放防滑鋼板渊1/3管形鋼板冤袁
外側則安放重建鋼板渊或腓骨遠端解剖鋼板冤固定袁
後踝採用可吸收釘固定袁內踝採用螺釘固定曰術後常
規應用抗生素預防傷口感染袁 對症治療袁2周後拆線
逐步扶拐不負重行走袁4周後下地扶拐部分負重行
走袁6耀8周後完全負重曰 骨折骨性癒合後二次手術取
內固定遥
1援3 觀察項目與方法
1援3援1 踝關節功能運用Mazur等制定的踝關節症狀與

功能評定標準對踝關節功能進行評定遥 優袁踝關節無
腫脹袁步態正常袁活動自如曰良袁踝關節輕微腫痛袁正
常步態袁活動度可達正常的3/4曰可袁活動時疼痛袁活
動度僅爲正常的1/2袁正常步態袁需服用非甾體類抗
炎藥曰差袁行走或靜息痛袁活動度僅爲正常的1/2袁跛
行袁踝關節腫脹遥
1援3援2 影像學檢查 通過X線片觀察骨折復位尧移位情
况袁採用Leeds等制定標準進行評定遥優良袁x線片示無
側方移位袁內外踝前後方移位<2mm袁後踝向近端移
位<2mm袁距骨與內踝內側間隙正常袁下脛腓聯合間
隙2.5耀4mm或與對側相等曰可袁x線片示內外踝側方移
位<2mm袁後踝向近側移位2耀5mm袁距骨與內踝間隙
增寬<2mm袁下脛腓間隙與對側相比增寬<2mm曰差袁X
線片示內外踝側方移位>2mm袁 後踝向近側移位>
5mm或距骨後脫位遥
1援3援3 住院天數與治療費用 根據我院病案室提供每
例患者實際住院天數與住院費用計算兩組病例的平
均値進行比較遥
1援4 統計學處理 採用SPSS13援0統計軟件處理遥 踝關
節功能與影像學檢查組間比較採用Ridit分析袁 住院
天數與住院費用比較採用t檢驗曰 以P<0援05爲顯著性
檢驗水準遥
2 結果

2援1 踝關節功能與X線檢查結果 兩組患者踝關節
功能與X線檢查結果見表2遥 保守組和手術組踝關節
功能的優良率分別爲86援67豫袁93援33豫曰X線檢查結果
優良率分別爲83援33豫袁93援33豫遥經統計學處理兩組踝
關節功能與影像學檢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渊P>
0援05冤遥
2援2 住院天數與住院費用結果 兩組患者住院天數
與住院費用結果見表3袁兩組患者在住院天數與住院
費用方面均有統計學意義渊P<0援05冤袁説明保守組不
僅住院天數短袁治療費用也少遥
3 討論
3援1 Lauge-Hansen分型的臨床意義Lauge-Hansen分
型法在屍體實驗尧臨床觀察及X線徵變化等方面進行
分析袁其闡明瞭損傷發生機制袁並根據受傷時足部所
處的位置尧外力作用的方向及不同的創傷病理改變袁
分爲旋後內收型尧旋後外旋型尧旋前外旋型尧旋前外
展型和垂直壓縮型袁其中以旋後外旋型骨折最常見袁

保守治療與手術治療踝關節骨折脫位的病例對照硏究

泉州市洛江區醫院骨傷科 林藝容

318



約佔踝關節損傷的40豫耀70豫曰 踝關節骨折與距骨在
踝穴的位置密切相關袁 距骨本身有前寬後窄的解剖
學特性袁當距骨處在跖屈位時相對背伸位間隙增寬袁
當足旋後位扭傷時袁軀體失穩袁爲重獲平衡袁軀體外
旋袁失代償後引起旋後外旋型骨折袁這也是其常見的
原因所在遥 根據對受傷機制的理解袁 我們認爲
Lauge要Hansen分型法袁是目前閉合整復治療普遍採
用的方法遥 而通常與造成骨折的力學機制相反進行
的過程就是閉合整復的過程遥 因此治療時袁按旋後一
外旋的受傷機制相反過程袁爭取一次性整復骨折袁防
止反復矯正袁減少因此而加重內出血及軟組織損傷袁
造成骨折遲緩癒合或骨不連遥 故Lauge要Hansen分型
法更符合臨床實際情况袁對治療更有指導意義遥
3援2 手法整復與手術治療的比較 踝關節骨折脫位的
治療袁經歷了一個由簡單到複雜的認識過程遥 對於踝
關節骨折應該選擇怎樣的治療方法袁 學術上一直存
在爭論遥 早期大多數學者認爲手術比非手術渊保守冤
治療有明顯的優勢遥Weber等認爲踝關節有一處以上
的骨折或韌帶損傷即是手術的絶對適應證遥 然而20
世紀80年代以後袁 通過對手術和保守治療的遠期療
效比較分析後袁很多學者發現其差異並不十分明顯袁
對兩種治療方法的優劣也很難作出確切的評價曰陳
遜文等對500例踝關節骨折患者觀察袁 發現Denis A
骨折與Denis B中外踝遠端骨折線在踝關節下雙踝尧

三踝骨折手法治療與手術治療效果無統計學差異遥
通過對兩組不同治療方法的踝關節骨折患者的

臨床隨訪結果進行分析袁 我們發現兩組結果最終無
統計學差異袁 採用正骨手法復位和手術切開復位內
固定對於日後踝關節功能恢復和預後是相似的袁且
均能達到優良的治療效果遥 因此臨床上袁我們可以根
據患者的具體情况而實施具體的治療袁 不必顧慮治
療方法的不同會對患者的預後造成不良影響曰當然袁
無論採用手法復位石膏外固定或手術切開復位內固
定治療踝關節骨折脫位袁熟練的技術是必須的袁提供
自己最熟練尧 有效的治療方法就是對患者最負責任
的醫療行爲遥

我們也認爲袁 治療踝關節骨折脫位時重點應放
在恢復腓骨長度尧外踝復位尧堅強的內固定尧早期功
能鍛煉上袁並要求完全程度恢復腓骨長度袁不使外踝
上移袁否則可致踝穴增寬袁此時距骨在踝穴內不穩袁
最終可導致創傷性關節炎的發生遥 我們發現袁兩組患
者在影像學檢查結果評分中雖無明顯統計學的差
異袁 但是手術治療組在對踝關節的解剖復位方面仍
佔有優勢曰關於這點袁我們這樣認爲袁儘管在c形臂x
線機的幫助下袁手法復位已經達到很高的水準袁但畢
竟不是在直視下的復位遥 因此袁就復位精度來説袁手
術切開復位佔有優勢遥 然而袁踝關節骨折的預後因素
是多方面的袁 復位情况僅僅是踝關節的功能預後的

中醫正骨

組別 例 數 年齡渊X依S冤歲 隨訪時間渊原X依S冤月

保守組 30 原37.00依13.95 15 15 14 16 15.27依4.58
手術組 30 38.17依13.50 17 13 18 12 14.93依4.86

性別渊例冤 Lauge-Hansen分型渊例冤

男 女 芋度 郁度

注院两组比较袁年龄袁t=0.33袁P>0.05曰性别袁X2=0.27袁P>0.05曰Lauge要Hansen分袁X2=1.07袁P>0.05曰随访时间袁t=0.28袁P>0.05

表1 兩組患者治療前一般情况比較

組別
踝關節功能 X線檢查結果

優 良 可 差 優良 可 差

保守組 16 10 3 1 25 4 1
手術組 20 8 2 0 28 2 0

注院两组踝关节功能比较袁u=1.8004袁P>0.05曰两组X线检查结果比较袁u=0.6856袁P>0.05

表2 兩組踝關節功能與X線檢查療效評定結果(例)

注院與手術組比較袁银t=2.61袁P<0.05曰音t=41.O0袁P<0.05

組別 例數 住院天數渊d冤 治療費用渊元冤

保守組 30 7.87依3.54银 2506.67依649.10音

手術組 30 17.37依4.64 11473.33依1564.90

表3 兩組治療期間住院天數與住院費用比較(原X依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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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腰椎間盤突出症是骨傷科的常見病尧多發病袁筆
者從2009年5月至2010年11用運用地龍散配合手法
等治療氣滯血瘀型的腰椎間盤突出症86例取得了明
顯的臨床效果袁現報吿如下院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166例患者來自本院住院袁 均經CT檢
查確診袁將166例患者隨機分爲治療組86例袁對照組
80例袁治療組中男46例尧女40例曰年齡18-65歲袁平均
渊36.7依10.8冤歲袁病程最短7d袁最長20a袁L3-4椎間盤突
出者11例袁L4-5椎間盤突出者32例袁L5-S1椎間盤突
出者34例袁多節段突出者9例遥 對照組中男42例尧女38
例曰年齡20-66歲袁平均渊35.5依9.6冤歲袁病程最短9d袁最
長19a袁L3-4椎間盤突出者10例袁L4-5椎間盤突出者
30例袁L5-S1椎間盤突出者33例袁 多節段突出者7例遥
二組在一般資料比較經統計學處理差異無顯著性
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1.2 診斷標準 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1994年頒佈
的叶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曳袁淤多發于靑年或壯年袁
以重體力勞動者多見遥 于腰痛尧下肢痛袁且因咳嗽等
腹壓增加袁疼痛加重遥 盂腰椎有不同程度側彎袁腰椎
活動受限袁椎旁有壓痛或放射痛遥 榆受累神經支配區
有感覺過敏或遲鈍袁病程長者袁可出現肌肉萎縮袁膝
腱或跟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袁 直腿抬高試驗或加強試
驗陽性袁屈頸試驗陽性遥虞CT檢查可顯示椎間盤突出
的部位及突出的程度遥
1.3 治療方法
1.3.1治療組 以中藥內服加過伸手法袁牽引治療遥
1.3.1.1 中藥內服袁治療原則院活血祛瘀尧通絡止痛遥
方用地龍散院組方院地龍15g尧肉桂渊另硏冲冤4g尧蘇木
10g尧麻黃5g尧黃柏10g尧桃仁8g尧甘草4g遥 隨證加減袁痛

甚加乳香10g尧沒藥10g袁咳時引痛加杏仁10g袁伴有腎
虛加杜仲30g尧續斷30g袁伴有氣虛加黃芪60g遥 水煎
服袁每日1劑袁分2次服袁7d爲1個療程袁一般治療3-4個
療程遥
1.3.1.2 過伸手法尧牽引

淤過伸手法院患者取仰臥位袁屈膝屈髖袁足跟着
床袁雙手自然垂于身旁袁雙肘撑于床袁腰部用力向上
抬舉袁術者站于患者的右側袁雙手托起患者的骨盆袁
使患者的腰部過伸袁後放平遥 如果腰痛明顯患者也可
在行腰椎牽引時袁術者站于患者右側袁雙手托起患者
的骨盆袁使患者的腰部過伸袁後放平袁連續做5次袁每
日一次袁7d一次療程遥

于牽引院腰椎牽引分床邊牽引和電腦牽引遥 床邊
牽引院每日3次袁每次1-2小時袁牽引重量1/7-1/10體
重遥 電腦牽引院每日2次袁每次半小時袁牽引重量17kg-
25kg遥 每7d爲一療程袁連續3-4療程遥
1.3.2 對照組 單純牽引治療方法同治療組袁口服塞
來昔布膠囊渊輝瑞制厰袁規格院0.2/粒冤每次0.2g袁每日2
次袁飯後服遥 7d爲一療程袁治療3-4療程遥
1.4 統計學處理 採用SPSS13.0統計軟件包分析尧計
量資料屬正態分布的以渊X依S冤表示袁採用X2檢查遥
2 治療結果
2.1 療效制定標準 2組患者經連續3個療程治療後
進行療效評定袁參照叶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曳淤痊癒院腰
腿痛症狀及體徵消失袁直腿抬高70毅以上袁腰椎活動
功能正常袁恢復正常工作遥 于好轉院腰腿痛症狀及體
徵明顯減輕袁腰部活動明顯改善袁直腿抬高70以上袁
能堅持工作遥 盂未愈院臨床症狀及體徵無明顯改善遥
2.2 二組療效比較

表1 二組療效比較

地龍散等治療氣滯血瘀型的腰椎間盤突出症86例

林世陽

渊惠安縣中醫院 福建 惠安 362100冤

一個因素遥 Federici等對各種類型的踝關節嚴重骨折
均採用閉合復位石膏制動的保守療法袁結果發現袁儘
管只有32.4豫的病例得到解剖復位袁但功能優良率仍
達到77豫遥 該結果與手術治療滿意率相近遥 wei等認
爲袁對於踝關節骨折的遠期療效而言袁保證良好的閉
合復位以及穩定的石膏固定是良好預後的關鍵遥 故
兩組結果也表明袁踝關節骨折在功能復位的狀態下袁
其功能預後均能取得滿意的效果遥 在住院天數及治
療費用方面袁保守治療組明顯低於手術治療組袁具有

明顯的統計學差異遥 在臨床療效相近的情况下袁這樣
可以明顯減輕患者的經濟負擔袁 更有助于患者的康
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袁 同樣有助于加快醫院病房的
周轉遥 保守治療安全系數高袁經濟費用低袁適用于無
法耐受內固定手術的患者袁 更能達到減少患者的醫
療費用尧爲社會創造更多經濟效益的目的袁且無須二
次手術取出內固定裝置遥 筆者認爲此療法藴涵着十
分廣大的發展前景及社會效益袁 是値得普及的好方
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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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n 治愈 好轉 未愈 總有效率渊%冤

治療組 86 67 46 3 96%
對照組 80 42 28 10 87%

二組治愈率尧 總有效率經統計學處理有顯著性
差異渊P约0.05冤袁治療組療效明顯優于對照組遥

3. 討論
腰椎間盤突出症屬祖國醫學 野腰痛冶尧野痹證冶等

範疇袁其證型有氣滯血瘀尧寒濕內侵尧濕熱腰痛尧肝腎
不足尧脾腎陽虛等袁筆者運用地龍散治療氣滯血瘀型
的腰椎間盤突出症袁方中以地龍活血通絡爲主藥袁輔
于蘇木尧當歸尧桃仁等活血祛瘀袁加強活血通絡之功袁
佐于肉桂溫經通絡尧黃柏苦寒瀉火堅陰袁麻黃引藥于

太陽膀胱經袁甘草調和諸藥袁共奏活血祛瘀尧通絡止
痛之功效袁在臨床運用中袁能起良好效果遥 另外運用
過伸手法袁在腰椎後伸的基礎上袁輔于力量使腰椎過
伸尧對於腰椎間盤突出症袁纖維環尙未破裂的患者袁
它能夠促進髓核的還納袁起到立竿見影的療效袁對於
腰椎間盤脫出的袁纖維環破裂袁在腰椎牽引下袁謹愼
過伸手法袁也常取得良好效果遥 總之袁運用地龍散治
療氣滯血瘀型腰椎間盤突出症袁療效顯著袁手法簡單
易學袁値得臨床基層推廣使用遥

渊作者簡介院林世陽袁男袁出生於1968年01月袁畢業于福建

中醫學院獲得學士學位袁1989年08月在惠安縣中醫院從事骨

傷臨 床工 作至 今袁2007年11月聘 任爲 主任 醫師遥 手機 院
13850748728曰電子郵箱院linsy6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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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説袁野傷筋斷骨一百天冶袁 意思是損傷了筋
骨尧骨折了袁怎么也要100天左右才能恢復遥 曾經有過
骨骼損傷的人袁一定瞭解骨傷所帶來的痛苦袁比任何
疾病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遥 試想想袁筋骨可是人體最重
要的支撑架構袁一旦受傷袁後果不堪設想浴 中醫治療
帶你進入野無手術尧無痛尧無服藥尧康復快冶的內傷療
法遥 結合中西的跌打療法袁與以前的傳統跌又有何不
同钥

未入正題前袁先跟你分享一個眞實故事袁一名患
有坐骨神經痛的老太太袁 因長期背椎骨疼痛而痛不
欲生袁前往醫院治療也僅是以止痛藥爲處方遥 經多次
治療袁這名老太太的脊椎依然無法正直袁後來連走路
都有問題袁漸漸失去行動能力袁連醫生皆判斷其坐骨
神經痛無法治癒遥 在萬念俱恢的時候袁她嘗試了中醫
野跌打冶袁從此生命從灰色變爲朋色噎噎

衆所周知袁源遠流長的跌打袁是以野不開刀尧不吃
藥尧康復快冶的特色袁爲許多患者治療骨折尧關節脫臼
等骨傷疾病遥 然而袁基于西醫醫療技術的進步袁才令
許多人逐漸放棄了傳統的中醫跌打療法遥

X光掃描增準確性

跌打的要訣除需要掌握熟練中醫駁骨療法外袁
對外敷的草藥治療也需具有認識及硏究袁 因爲外敷
加上駁骨療法袁效果會更佳遥 不過袁在科學技術日新
月異的今日袁 單純掌握中醫理論及治療手法是不夠
的袁 還必須掌握現代醫學袁 即西醫的理論及治療手
法袁才能更全面的治療患者袁解除患者的病情遥

因此袁以中西醫結合的新理念袁提供有案質及無
痛的治療遥 在治療骨傷上袁若要診斷準確袁仍需依賴
西醫的X光片袁野西醫的X光描掃描是100%準確袁可直
接瞭解骨傷的位置及嚴重性遥 冶在配合西醫科技與中
醫跌打醫術袁以札實的骨科中西醫治療手法袁會更有
效治愈各種骨科問題遥

値得一提的是袁一般傳統的看法袁認爲中醫跌打
在醫療的那一刻較爲疼痛袁眞正的跌打師傅袁是運用
暗力尧內功尧氣功手法駁回已脫位和受損的骨折袁手
法快速利落袁患者並不會感覺疼痛遥

野有經驗的跌打師傅袁單從患者的骨傷及爆骨情
况尧紅腫程度尧溫度即可得知患者是于何時弄作遥 冶他
補充一般患者前來治療時袁 只要在手部關節做基本
四個動作袁即可瞭解其受傷情况遥

關節靠筋屈伸運動

損傷機率首當其行
許多人經運動而扭傷筋骨袁 也有不少人因長期

坐姿不正而影響脊椎神經袁 這些慢性病對這 野許多
人冶而言袁或許不以爲然袁孰不知這將損害人體的骨
骼結構袁後果不堪設想遥 人體的結構分爲骨骼尧肌肉尧
筋膜及一切軟組織及神經系統等遥 野經絡與經脈是人
體重要的一環袁人體內共有十二經絡尧十二經脈袁由
四肢流經腹胸到頭部遥 人體內最重要的結構袁乃肌肉
內的經絡袁許多人忽視了筋的重要性袁卻不知道袁人
體的關節屈伸等動傷袁主要是靠筋來運動遥 冶

因此袁 凡是損傷肌肉袁 首當期行的部位乃筋莫

跌打骨傷治療

台灣中醫藥研究委員會 陳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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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吊皮膚牽引是治療嬰幼兒渊臆2歲冤股骨幹骨
折的常用方法遥 傳統的皮膚牽引多采用膠布牽引的
方法袁可出現皮膚過敏尧水泡袁膠布條松脫等並發症袁
影響治療效果遥因此袁自2006年1月耀2010年12月我科
應用普通海綿作墊襯對膠布牽引的方法進行了改

良袁共治療嬰幼兒渊臆2歲冤股骨幹骨折20例袁取得滿
意療效遥 現報吿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20例患兒中袁男15例袁女5例曰年齡3個月-2歲曰體
重臆11.0Kg遥 術前均行患肢X線片檢查遥 上段骨折4

改良式懸吊皮膚牽引治療嬰幼兒股骨幹骨折

宮偉 李炳鑽 王建嗣 陳群華 鍾黎娟

渊泉州市正骨醫院小兒骨科 泉州 362000冤

屬袁因此若是運動而傷筋袁受傷機率極高遥 傷筋以現
代醫學稱爲軟組織損傷袁是最常見的疾病袁人體骨骼
周圍有很多的軟組織環繞袁例如肌腱尧筋膜尧韌帶尧骨
膜和神經等等遥

結合治療互補長短
無需手術少併發症

跌的的好處是無需開刀袁 這有效避免因開刀而
引發的併發症遥 正骨是中醫治療骨折尧關節脫位等運
動系統疾病的一種治療方法遥 跌打師傅皆是透過拔
伸尧復位尧對正尧按摩等手法來正骨治療袁最後以竹片
做的小夾板在外固定袁以治療病人的骨傷疾病遥

西醫科技的發展袁 促使許多骨傷患者皆第一時
間考慮西醫手術治療袁 忽視了擁有千年歷史的中醫
骨科遥 其實中國有專家呼籲袁在治療骨折等內傷疾病
上袁應首選中醫正骨療法袁其次才考慮手術治療遥 西
醫骨科治療程序爲門診尧X光片檢驗尧手術治療尧石膏
固定等袁中醫正骨則是以辨證論治袁並按摩及從患者
的動作程度來判定骨傷的問題遥 因此袁結合中西醫治
療的新式骨科療法袁對患者更有極大的幫助遥

中醫正骨療法能治療絶大部分骨折尧脫臼尧關節
疾病遥 况且袁不開刀尧沒有痛苦的治療方法袁能杜絶感
染的可能性袁大大縮短患者的康復時間遥 不可忽略的
是袁手法復位袁乃是重要的跌打療法袁利用內功氣功
復位袁再以含草藥小夾板固定袁骨傷痊癒指日可待遥

野一般治療是以療程推算一個療程爲六次袁通常
第一次療程已奏效袁 接下來的療程主要是要更深入
正骨功效遥 跌打雖然具有其好處袁然而袁一些過于嚴
重的骨折袁仍需靠西醫骨科治療遥 西醫的好處袁即無
論多嚴重的骨傷問題袁皆可處理得當袁例如院嚴重骨
傷如開放性骨折尧多段骨折尧有移位的肢骨頸骨折和
一些中醫手法無法整復的骨傷疾病遥 而對於流血等
開放性創傷骨折和關節囊內骨折這兩類疾病袁 西醫
具有憂勢袁因爲西醫能迅速止血袁解決骨關節腫大尧
夾板難固定等正骨術的不足之處遥

不鼓勵服用止痛藥

正骨治療多用草藥

中醫正骨是中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袁 距今有
3000年的歷史袁叶周禮曳中記載的野折傷冶包括了擊尧
扭尧跌尧僕所致的骨斷筋傷等遥 人體有8個部位較易扭
傷袁即手腕尧手肘尧手指尧肩膀尧腰骨尧膝蓋尧腳踝尧腳
趾遥 一般上袁骨折損傷多因運動所致袁如打羽毛球尧籃
球尧高爾夫球尧足球等遥 冶若因運動而導致損傷袁以非
手術治療最有效遥 在跌打治療上袁草藥扮演着非常重
要的角色袁梁師傅表示袁共有45種的草藥是用于治療
骨傷袁主要是化血尧散瘀尧止痛功能遥 野跌打師傅會依
據病人的情况袁施于不同的藥方袁若患者的骨傷情况
過于嚴重袁完全無法觸摸做復位醫治袁可先利用草藥
外敷袁以消腫及止痛遥 冶

中醫正骨在治療骨傷時袁並不鼓勵使用止痛藥遥
對此袁若在正骨復位時使用止痛藥袁將無法有效確認
駁骨部位是否正確遥 用中醫跌打治療袁由於人的骨骼
生長有一定的期限袁上肢骨折大約需6周康復袁下肢
骨折則約需8耀12周康復袁一般需做6次檢查袁患者即
可在短期內康復遥

結論

傳統跌打療法已逐漸被忽視袁 其實跌打是可以
讓病人得到價格低廉尧痛苦較少的正骨手法治療遥 跌
打不是不行袁 而是必須與時並進袁 及你願不願意一
試钥

何謂跌打钥
跌打俗稱駁骨袁屬中醫骨科袁始于公元前500年

前遥 一般傳統的看法袁認爲中醫跌打袁在治療的那一
刻較爲疼痛袁有經驗及眞正的跌打師傅袁乃是結合手
法復位尧夾板外固定尧傳統的推拿尧針灸尧草藥等袁且
是無痛的治療手法遥 跌打所能治療的疾病問題包括
駁骨尧坐骨神經病尧風濕關節尧骨節增生或頸椎炎等
等袁且絶不涉及西醫的開刀手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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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路椎間盤鏡下腰椎間盤髓核摘除術渊MED冤是
近年來應用較多的一種脊柱微創技術遥 2004年10月耀
2011年05月袁 我們應用MED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患

者102例袁療效滿意遥 現報吿如下遥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本組男78例袁女24例袁年齡19耀61歲袁

後路椎間盤鏡下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102例療效觀察

吳志強 賴展龍 王漢龍

渊福建泉州市正骨醫院曰362000冤

例袁中段骨折9例袁下段骨折7例曰橫形骨折8例袁短斜
形骨折5例袁螺旋形骨折4例及長斜形骨折3例曰其中
單純股骨骨折16例袁 合併其它肢體骨折或損傷4例曰
均爲閉合損傷和單側損傷袁不包括病理性骨折遥
2 治療方法
2.1 改良式皮膚牽引帶的製作選用厚1.0耀1.5cm 表
面稍粗糙的普通海綿做材料曰 根據患兒下肢長度及
周徑裁取合適大小的普通海綿袁 將海棉粘于膠布內
面曰製成改良式的皮膚牽引帶遥
2.2 牽引療法 患兒仰臥位袁先行骨折手法復位袁復
位滿意後袁助手牽引維持復位袁然後按皮牽引方法將
改良式皮膚牽引帶貼于肢體上袁 使牽引力通過皮膚
間接作用于骨骼袁 外層再螺旋形包紮纏上一層普通
綳帶及一層彈力綳帶袁防止皮膚牽引帶脫落遥 將雙下
肢垂直懸吊于牽引架上曰牽引重量院依靠患兒自身體
重袁以患兒臀部離開床面爲宜遥 如骨折端有成角或側
方移位袁可在牽引的同時外加夾板固定遥 牽引過程中
定期復查X線片袁根據結果及時做出調整袁防止過度
牽引遥
2.3 牽引後處理 經過2-3周的皮膚牽引袁 臨床檢查
患肢無骨擦感和異常活動袁復查X線片顯示骨折端有
明顯骨痂生長後袁拆除皮牽引袁給予更換爲患肢夾板
結合單髖人字支具外固定袁2-4周後復查X線片有較
多骨痂生長袁去除夾板和支具袁無負重狀態下行患肢
功能鍛煉袁門診復查X線片達到骨性癒合可逐漸負重
恢復正常活動遥
2.4 療效評價標準優院雙下肢等長袁無畸形袁各關節功
能正常袁X線檢查達解剖復位或近似解剖復位曰 良院
髖尧 膝等關節功能正常袁 無明顯畸形袁 患肢短縮约
10mm袁X線片示骨折端近似解剖復位曰可院患肢短縮
在20mm內袁髖尧膝關節屈伸障礙在5毅耀l5毅袁X線片示骨
折達功能復位標準曰差院患肢短縮跃20mm袁髖尧膝關節
屈伸障礙跃15毅袁骨折端成角跃15毅袁患兒有跛行袁X線檢
查復位達不到功能復位標準遥
3 結果

20例均獲隨訪袁 平均隨訪時間9個月 渊6-15個
月冤遥 骨折全部骨性癒合袁癒合時間爲4耀8周遥 無皮膚

過敏和水泡發生袁無雙下肢血運受限遥 6例患兒患側
肢體有不同程度的過度生長袁但長度<1.0cm遥 患肢的
力線正常袁無明顯成角畸形袁髖膝關節活動度正常袁
無跛行遥 其中優18例袁良2例袁優良率爲100%遥
4 討論
4.1 嬰幼兒股骨幹骨折治療方法的選擇小兒股骨幹
骨折具有癒合能力強尧生長再塑形能力突出尧骨折癒
合後具有一定過度生長能力的特點遥 因此傳統的治
療袁多采用保守方法袁並不要求解剖復位袁只要能保
證骨折在良好的對線下癒合袁 沒有明顯成角與旋轉
錯位袁短縮不超過1.5cm袁最終是不會殘留任何功能
障礙的遥 雖然近年來隨着內固定技術的進步袁漸傾向
于手術治療袁但手術治療多用于年齡較大的患兒袁對
於嬰幼兒渊臆2歲冤股骨幹骨折袁國內外多數學者仍認
爲大多可選擇保守治療袁很少應用手術治療遥 我科治
療嬰幼兒渊臆2歲冤股骨幹骨折袁均施行垂直懸吊皮牽
引治療袁此法簡單易行袁可將牽引架抬回家設立家庭
病床遥 懸吊皮牽引袁由於雙下肢抬高袁局部消腫加快袁
骨折端骨痂形成快袁 在牽引3耀4d後給予行X線片檢
查袁及時調整骨折端的對位尧對線袁如時間過長袁骨折
端有纖維連接袁不易整復遥 另外袁用此法時應經常檢
查雙足的血運和感覺有無異常袁以防止發生並發症遥
4.2 改良式與傳統皮膚牽引的對比傳統的皮膚牽引
多采用膠布牽引的方法曰因爲膠布密不透氣袁影響局
部汗腺的排泄袁常有皮膚過敏和張力水泡形成袁甚至
拉傷或大面積表皮撕脫袁且不方便調整袁往往影響治
療效果曰因此袁我們應用普通海綿作墊襯對膠布牽引
的方法進行了改良袁有效地避免了皮膚過敏尧褥瘡等
並發症袁且海綿具有一定的彈性袁能有效避免因捆紮
太緊引起的血運障礙袁此方法不但效果良好袁而且操
作簡單遥
4.3 改良式皮膚牽引製作的注意點海綿厚薄適宜袁
1.0耀1.5cm爲好袁 太薄一經綳帶包紮加壓海綿作用不
明顯袁太厚影響牽引作用力袁達不到牽引目的遥 海綿
與膠布之間粘貼時應平整袁無皺折袁否則局部不平壓
迫皮膚袁易造成皮膚損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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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34.5歲袁病程3個月耀4年袁平均14.6個月遥 所有患
者均有典型的坐骨神經放射痛症狀表現遥 所有患者
均有下肢肌力下降袁但尙未出現神經根麻痹症狀遥 所
有患者均行腰椎X線片和CT檢查袁89例行MRI檢查遥
突出節段爲L4耀5者71例;L5耀S1者31例遥 突出類型爲
中央型5例袁旁中央型45例袁旁側型52例袁其中纖維環
破裂尧髓核部分脫出的有36例遥 中醫辯證分型爲血瘀
氣滯型85例袁風寒濕型11例袁腎虛型2例袁濕熱型4型遥
所有患者均無腰椎手術史袁 均無合併腰椎失穩及明
顯骨性椎管狹窄遥
1.2 手術方法 患者俯臥于野U冶型體位墊上袁經C臂X
線機透視確認手術間隙並做相應定位遥 常規消毒後
鋪無菌巾遥 于病變側後正中線旁開1.0cm做長2.0cm
縱行小切口袁 以骨膜剝離子沿棘突外側緣做鈍性剝
離至椎間隙袁依次放入擴張管直抵椎板間隙袁安放工
作通道尧固定臂遥 再次C臂X線機透視側位像確認手
術間隙無誤袁固定工作套管袁安裝後路腰椎間盤鏡系
統遥 于鏡下用髓核鉗清除椎板及黃韌帶外的軟組織袁
用槍式椎板咬骨鉗咬除上位椎板下緣袁 將黃韌帶向
下潜行剝離袁再用槍式椎板咬骨鉗咬除黃韌帶曰如伴
有小關節增生內聚者尙應咬除下關節突內側緣及增
生壓迫神經根的骨贅袁以擴大神經根出口遥 顯露硬脊
膜及神經根袁探查神經根與周圍關係袁用神經拉鈎將
硬脊膜囊及神經根向中央拉開並保護袁 顯露突出椎
間盤袁用尖刀環形切開椎間盤纖維環袁用髓核鉗摘除
髓核遥檢查神經根是否已鬆弛無張力遥最後用生理鹽
水反復冲洗術野袁檢查無活動出血後拔除工作套管袁
放置膠片引流袁依次縫合腰背筋膜及皮膚1耀2針遥 患
者術後臥床6天袁第7天可開始戴腰圍下床活動曰預防
性使用抗生素3天左右曰術後根據不用中醫辯證分型
予相應中藥口服7天左右 渊血瘀氣滯型予身痛逐瘀
湯袁風寒濕型予獨活寄生湯袁腎虛型予知柏益腎骨康
丸尧六味地黃丸袁濕熱型清火利濕湯冤曰應用激素尧甘
露醇脫水3耀7天袁10天左右拆線出院遥 出院後繼續戴
腰圍至術後1個月及腰背肌功能鍛煉3耀6個月遥
2 結果

本組手術時間40耀85min袁平均62min遥 術中出血
量20耀200ml袁平均45ml遥隨訪時間3個月耀1年袁平均爲
5個月遥 療效評定按Nakai分級標準遥 本組優81例袁良
13例袁可8例袁差0例袁優良率爲92.2%遥 硬脊膜破裂3
例袁經處理後未發生腦脊液漏袁無椎間隙感染尧手術
切口感染等其它並發症遥 神經根損傷1例袁術後肌力
較術前明顯下降袁但均低於3級袁術後加強營養神經尧
針灸尧康復治療後3個月內逐漸恢復至4級以上遥
3 討論

3.1 MED的優點 與開放手術相比袁MED具有創
傷小尧 出血少尧 功能恢復快等優點遥 MED切口只有

2.0cm左右袁對椎旁組織尤其骶棘肌損傷小袁多數患
者術後疼痛較輕遥 術中所用手術器械如髓核鉗槍式
椎板咬骨鉗與開放手術中使用的同類器械相比較
小袁其椎板開窗範圍亦要較小袁故對椎管內組織損傷
亦相對減輕袁 對脊柱穩定性損傷小遥 故患者恢復較
快袁 多數患者術後7天即可在腰圍保護下離床活動袁
10天左右後即可康復出院遥MED術中不需剝離肌肉袁
鏡下椎管內靜脈叢顯露更清晰袁 術中分離組織時應
更小時袁若不愼出血可用野明膠海綿冶壓迫或腎上腺
素鹽水浸泡數分鐘袁可明顯減少出血遥
3.2 適應證的選擇 並非所有腰椎間盤突出症患者都
適用MED袁 正確選擇手術適應證是手術能否取得成
功的重要前提遥 MED手術適應證包括院淤各種類型的
腰椎間盤突出症袁症狀嚴重尧經嚴格保守治療3個月
以上無效或反復發作者遥 最佳適應證爲單節段後外
側型腰椎間盤突出症曰于單節段椎管尧側隱窩狹窄症
和渊或冤神經根管狹窄症;盂影像學顯示單間隙後方突
出或脫位袁 而無腰椎失穩腰椎滑脫及嚴重側隱窩狹
窄或廣泛腰椎管狹窄等表現曰 榆根性疼痛症狀及其
他神經根症狀與CT尧MR I像影檢查結果相吻合遥
3.3 手術注意事項 淤術前定位要準確遥 這是保證手
術順利進行尧最大限度減少損傷的前提遥 患者在手術
檯上擺好體位後袁需用C臂透視定位確認所需手術間
隙遥 于擴張套管的置入需以所定間隙的上位椎板的
下緣爲中心袁安裝工作通道管後需再次確認遥 盂術中
要充分清除神經根和硬膜囊的致壓因素袁 將視野範
圍內增厚的黃韌帶尧 椎板組織及骨化的後縱韌帶或
增生的骨贅儘量切除遥 榆術者需熟悉MED設計和操
作的特殊性遥 能正確辨認鏡下的方位和各類不同的
組織袁 並且手下的動作幅度要與根據熒屛所見相應
野縮小冶袁準確分離和切除病變組織袁避免損傷正常組
織遥
3.4 並發症處理 MED比較常見的並發症有椎間隙
感染尧靜脈叢損傷出血尧硬脊膜損傷尧馬尾神經損傷
及神經根損傷等遥 淤硬脊膜損傷院本組3例袁主要是初
期術者不適應狹窄的工作通道尧 鏡下分離黃韌帶與
硬脊膜粘連時操作欠熟練所致;出現後即將患者置于
野頭低腳高冶位袁並暫以棉片覆蓋遥 未出現腦脊液漏遥
于出血院多爲椎管內的靜脈叢出血遥 進入椎管後要仔
細注意辨認充盈的靜脈叢袁小心撥開袁如靜脈破裂出
血可用明膠海綿尧棉片塡塞壓迫止血袁必要時可以雙
極電凝止血遥盂神經根損傷遥本組1例袁MED手術必須
嚴格按照正確的椎間盤鏡標準程序操作袁 重視術前
定位和安放工作通道後二次定位遥榆椎間感染遥器械
過多尧消毒不徹底等因素有關遥 術中儘量減少組織損
傷尧嚴格消毒袁尤其是MED照明攝像系統的消毒及無
菌保護袁可降低椎間隙感染的發生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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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院臭氧溶解術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渊簡稱
腰突症冤是近年國內出現的一種新技術袁並初步應用
于臨床遥 膠原酶溶解術治療腰突症是一種成熟的技
術袁在臨床已廣泛應用遥 筆者自2007年5月至今對20
例L5/S1椎間盤突出患者經後正中入路穿刺聯合應
用臭氧與膠原蛋白酶進行了介入治療並取得滿意臨
床效果袁現將臨床觀察結果報吿如下院
1 資料與方法
1援1 一般資料 所有20例L5/S1椎間盤突出病例均經
CT和MRI證實有腰椎間盤突出尧 神經根和硬膜囊受
壓體徵遥男15例袁女5例袁年齡19耀55歲遥20例患者共20
節椎間盤突出袁 且均爲L5/S1節段遥 注射用膠原酶
渊600u 辕瓶冤由上海喬源生物醫藥公司生産曰採用由濟
南優科醫療新技術有限責任公司SYZ原2000型三氧
治療儀遥

1援2 操作方法院患者俯臥于手術床上袁腹部墊枕袁
靜脈點滴生理鹽水250ml 加地塞米松10mg預防注射
膠原酶時可能發生的過敏反應袁在C型臂X光機影像
導引下確定體表穿刺點援做標記袁一般在L5/S1節段棘
上韌帶邊緣渊病變側冤垂直進針袁術區常規消毒援在標
記處做利多卡因10ml局麻遥使用6-7號穿刺針袁渊沿標
記處刺入黃韌帶注入3m1過濾空氣將硬膜囊推開援穿
刺針經患側硬膜外間隙制入突出物直達椎間盤內袁冤
與冠狀面呈約90度揷入穿刺針袁經皮膚袁皮下組織袁
筋膜袁椎旁肌袁椎板間隙袁黃韌帶袁硬膜囊進入L5/S1
椎間盤內袁正側位透視確認針尖位于椎間盤後1/4部
偏病變側袁 往盤內注射濃度爲60mg/L的臭氧10-
15ml遥 在C型臂X光機監視下緩慢後退穿刺針至椎體
後緣突出物處袁回抽穿刺針筒無腦脊液流出袁行腰麻
試驗陰性袁造影檢查提示穿刺針未進入硬膜囊內袁注
射膠原蛋白酶600U水溶液2ml袁並留針5分鐘遥 5分鐘
後注入60mg/L臭氧5ml遥 拔出穿刺針袁術後患者俯臥
位6小時袁靜脈點滴抗生素24小時預防感染遥

1援3 療效評定標準院 根據改良的Macnab方法評
價

優院症狀消失袁工作和運動完全恢復院
良院偶有腰部不適及下腰疼痛袁工作無限制袁一

般情况下不需進行特殊治療
差院症狀無明顯改善袁需用藥對症處理

2 結果
術中定位準確尧穿刺成功率100%援治療過程中患

者無明顯疼痛及症狀加重遥 患者術後立即感到症狀
有不同程度緩解援其中有二例在術後第2天及第5天出
現症狀反復袁給予對症處理後症狀體徵明顯好轉袁一
例術後症狀未緩解袁改行椎間盤鏡手術後症狀消除遥
未發生其他不良反應及並發症遥 術後隨訪最長1年袁
最少3個月袁根據改良的Macnab方法評價袁優尧良尧差
例數在治療後3個月爲優11例渊55%冤袁良8例渊40%冤袁
差1例渊5%冤遥
3 討論

目前臨床上行腰椎間盤突出症大多采用側後方
入路袁即棘旁8-10cm進針袁經腰大肌袁腰方肌袁安全三
角至病變椎間盤內注射臭氧遥 該入路具有安全性高袁
易操作的優點袁但不容易直達椎間盤突出物遥 且由於
髂嵴的遮擋袁 該入路治療L5S1椎間盤突出症的困難
較大袁往往反復穿針袁但卻不能到達病變椎間盤而不
得不放棄介入治療遥 國內學者李行浩曾發明經髂骨
環鋸穿孔至L5/S1椎間盤內獲得成功袁但終因創傷太
大袁近年來已不再使用環鋸鑽孔的入路遥 這也是導致
L5/S1椎間盤突出症的患者常常不行介入治療而直
接開放手術的一個重要因素遥 我科目前採用的後正
中入路經皮穿刺至L5/S1椎間盤內進行治療袁可直達
L5/S1椎間盤突出物袁 達到臭氧與膠原酶直接消融袁
直接縮小突出物的作用袁術後療效滿意遥

後正中入路經皮穿刺治療椎間盤在臨床上是存
在爭議的袁 臨床醫生往往顧及該入路須穿透硬膜囊
引起腦脊液外漏及馬尾神經損傷等並發症遥 但筆者
對20例L5/S1椎間盤突出症患者經後正中入路穿刺
治療袁術中雖穿透硬膜囊袁但術中術後均未出現明顯
腦脊液外漏及馬尾神經損傷的並發症袁 説明後正中
入路是安全的遥 該入路要求儘量一次穿刺成功袁避免
反復損傷硬膜囊及刺激馬尾神經遥 且術中如出現腦
脊液外漏或腰麻試驗陽性袁即應中止操作袁絶對去枕
平臥6小時觀察遥

結論院 經後正中入路經皮穿刺臭氧聯合膠原酶
融解術治療L5/S1椎間盤突出症是一種安全有效的
穿刺途徑遥 但本次觀察隨訪的患者時間較短袁例數尙
少袁遠期治療效果及遠期並發症的發生尙在隨訪中遥

後正中入路臭氧聯合膠原酶融解術治療L5/S1椎間盤突出症

賴展龍 吳志強 吳毅峰

渊福建泉州正骨醫院脊柱外科袁3620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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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間盤突出系1886年Kocher氏首次報導袁
1934年Mixter和Burr提出腰椎間盤突出症概念以來遥
手術療法一直是該病的主流袁 但在上世紀六十年代
左右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袁 保守療法成爲了腰椎
間盤突出症治療的主角袁其中袁腰椎對抗牽引更是先
鋒遥 筆者從事腰椎間盤突出症臨床多年袁對牽引療法
體會尤深遥 曾在叶中國骨傷曳骨傷論壇淺述過對腰椎
間盤突出症應用牽引的療法袁時至今日袁仍覺有必要
時再對牽引療法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提出此想法遥
一尧牽引療法的歷史源流院

縱觀牽引療法應用于臨床袁 筆者認爲經歷了三

個時期院即前期的床邊簡易牽引曰中期的機械牽引尧
電動牽引曰後期的電腦三維牽引遥 臨床醫家在上世紀
六十年代從最初的床邊牽引認識腰椎間盤突出症的
患者經過定向持續骨盆牽引袁 可以改變受壓的神經
根與突出椎間盤的位置關係袁 從而能有效地緩解腰
腿疼痛袁就開始探索牽引療法的機械化遥 七十年代硏
究出以YSC-A型爲代表的腰椎治療自行牽引床袁此
類牽引床改傳統的持續定向牽引爲間歇慢速水平牽
引遥 臨床證明袁間歇牽引能使腰部肌肉有節律地交替
出現緊張和放鬆運動袁産生局部按摩作用袁有利于解
除腰部肌肉痙攣和改善血循環遥 但由於床體簡單尧工

略談腰椎間盤突出症的牽引治療

潘文謙 劉蘭英 吳淑平

渊泉州市中醫院 針灸科 福建 泉州 362000冤

筆者近數年運用自擬的理氣活血湯治療非化膿
性肋軟骨炎86例袁 取得滿意的效果袁 現總結報吿如
下院

一般資料 86例患者中袁男22例袁女64例曰年
齡在28歲至65歲之間袁平均年齡39歲曰病程最短者5
天袁最長者1年袁平均28天曰單根受累者57例袁2根以上
受累者29例渊其中雙側受累者5例冤曰有胸部外傷史者
30例袁情緒不調者40例袁無明顯誘因者16例遥

治療方法 理氣活血湯方用院當歸尧赤芍尧川
芎尧桔梗尧枳殻各12克曰柴胡尧穿山甲尧莪術尧各10克曰
煅乳香尧煅沒藥尧生甘草各6克爲基本方曰痛向肩或背
部放射者加元胡尧郁金各12克曰伴胸悶塞者加薤白尧
茜草尧瓜蔞各12克曰陰雨天痛甚袁怕冷者加制川烏尧草
烏各6克曰兼口渴袁舌紅苔黃膩袁脈滑數者袁加黃芩尧厚
樸各10克曰每日1劑袁水煎分2次服袁10天爲1療程遥

療效標準和結果 優院疼痛消失袁局部無壓痛袁
咳嗽袁深呼吸與擴胸運動正常曰良院局部疼痛消失袁咳
嗽及深呼吸疼痛明顯減輕袁擴胸運動稍有痛感袁局部
輕壓痛曰可院咳嗽及深呼吸局痛減輕袁擴胸運動稍好
轉袁局部壓痛減輕曰差院症狀無減輕袁甚至加重遥 本組
病例服藥最多20劑袁最少5劑袁平均10劑曰治療1-2個

療程後按上述標準評定遥 結果院優73例袁佔3.5%.良10
例袁佔11.6%曰可3例袁佔3.5%.優良率96.5%遥

討論 非化膿性肋軟骨炎是較常見的胸部疾
病.病因尙未完全明瞭遥 其病理特徵是胸骨旁肋軟骨
非化膿性疼痛腫脹袁局部可見輕微隆起袁並可有劇烈
疼痛袁咳嗽袁深呼吸以及病側上肢活動時可使疼痛增
劇袁但局部皮膚無紅腫遥 臨床上以1~6肋軟骨爲多見.
X線等輔助檢查均無異常發現遥 本症屬於中醫的野胸
痹冶範疇袁祖國醫學認爲本症系諸多因素致氣血凝滯
于患處而發病袁故應以野理氣止痛尧活血化瘀爲主冶爲
治療原則遥 筆者的自擬方中用院赤芍尧當歸尧川芎尧養
血活血袁柴胡尧枳殻尧桔梗尧疏肝理氣袁舒胸部之氣曰穿
山甲尧莪術尧煅乳沒破瘀散結袁消散瘀滯袁通暢脈絡遥
甘草調和諸藥遥 諸藥合用能使氣血得行而瘀滯得除袁
因而能獲良效遥

經觀察療效得優的病例其被累及肋骨之疼痛及
壓痛均可以在服藥期內解除袁 而隆起的包塊消失較
慢袁均需1至2個月後方能消平遥

渊 作者簡介院施建中袁男袁1958年9月出生袁南安市醫院副主

任醫師袁聯繫電話院13960236656曰通訊地址院南安市醫院 郵

編院362300冤

理氣活血湯治療非化膿性肋軟骨炎86例報吿

福建南安市醫院 施建中渊3623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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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落後袁加上此時計算機技術已逐步應用醫療臨床袁
在八十年代便開發了電腦牽引床遥 此類牽引床實現
現代化袁此床體精美袁設計舒適袁並採用肩墊袁從而消
除牽引時患者所産生的胸部不適感遥 但仍未能改變
定向慢速牽引的思維袁 隨着現代骨傷診療技術的提
高袁臨床醫生對牽引床提出更高的要求袁即能變定向
慢速牽引爲快速成角旋轉牽引遥 在此背景下袁九十年
代便有了帶着馮氏脊柱定點旋轉復位法痕迹的三維
牽引床應用于臨床袁 此類牽引床最大的優點是能快
速成角旋轉牽引袁但卻違背設計者的意願袁造成諸多
臨床爭議遥 不過怎樣袁牽引療法終于完成從慢速定向
牽引向快速旋轉牽引的質的飛躍遥 至此袁牽引療法的
理論走向成熟系統遥
二尧牽引方式的評估院

1尧簡易床邊牽引床院此法簡便袁經濟易行袁適合
於住院患者的床邊牽引或不住院患者家庭自行牽
引遥 但由於間歇牽引操作上較不方便袁故多采用持續
骨盆牽引袁且牽引時間多持續數小時以上袁臨床上常
因牽引時間過久易造成棘間韌帶尧 棘上韌帶疲勞損
傷袁故在操作上應及時調整牽引時間及牽引重量袁病
採用頭低腳高位遥

2尧機械牽引床渊ATA-域D型腰椎治療自行牽引
床等冤袁此床由簡易牽引裝置發展而來袁需臨床醫生
操作遥 由於工藝落後袁目前多在基層醫院使用袁此類
牽引床有機械式尧電動式尧液壓氣動式等三種遥 由持
續骨盆牽引發展爲間歇慢速定向牽引袁 且在使用前
就可調整好牽引重量牽引時間袁 但由於胸部採用捆
綁式袁故牽引時常易造成胸部受壓不適感袁肋軟骨尧
棘間韌帶尧後縱韌帶尧黃韌帶輕度損傷遥

3尧微電腦牽引床渊如TC-UIT型MINATO牽引床
等冤袁可稱爲機械牽引床的改進型袁具有床體美觀袁工
藝精巧袁且改變胸部捆綁式固定爲舒適肩墊袁消除牽
引時胸部不適感袁並增加熱敷墊功能袁故各級醫院目
前廣泛使用袁 但在使用熱敷墊功能時應調整好溫度
和時間袁否則將引起局部灼傷遥 此類牽引床亦屬慢速
定向牽引袁現所有牽引中公認最安全有效的牽引床遥

4尧腰椎三維牽引床袁此類牽引床分爲二類袁即快
速旋轉牽引渊YZJ-D型腰椎間盤治療機等冤和慢速成
角牽引渊CDKQ-2000三維多功能康復牽引床冤遥 腰椎
三維牽引床源于馮天有的脊柱定點旋轉復位法遥 腰
椎間盤治療機發明者于景新本意在于採用電腦激光
定位尧同心軸旋轉袁利用機械懂管理快速成角旋轉袁
而造成突出的位移袁 但臨床使用後袁 卻造成廣泛爭
議遥 筆者認爲有以下四點院淤在CT産生以後袁人們可
以對突出髓核組織進行治療前後的直接觀察遥 但由
於種種限制袁 使得手法治療前後兩項CT掃描層次很
難相一致袁 也就無法令人信服地説明手法治療後髓

核立體層次的改變遥 因此袁許多國家衛生部門一直不
承認手法的治療意義遥 于馮氏手法是利用脊柱生物
力學配合施術者巧勁進行旋轉復位袁 因此不存在施
術過程中所造成組織損傷問題遥 而機械快速成角旋
轉牽引則是利用機械力進行骶部肌群尧 韌帶的機械
挫傷而留下後患遥 盂對一個椎間盤突出是只須治療
一次袁還是需要多次治療袁如多次治療是否對脊柱穩
定性有影響遥 榆快速旋轉牽引適應症較窄袁快速成角
旋轉對年齡大尧病程長者及突出物巨大渊直徑0.5cm
以上冤尧側隱窩狹窄明顯尧後縱韌帶或椎間盤鈣化尧椎
間盤突出伴黃韌帶肥厚者基本無效袁甚則加重病情遥
鑒于上述情况袁周秀斌對快速成角牽引進行改造袁轉
爲慢速成角旋轉牽引袁 以避免瞬間機械爆發力而造
成局部軟組織挫傷袁缺點在于不能完成組合動作袁但
使用上較快速旋轉牽引安全遥 由於種種因素袁此二類
牽引床目前應用較少袁 只有少數特色門診應用此類
牽引床遥
三尧腰椎間盤突出症的診斷尧分型尧治療院

腰椎間盤突出症的診斷標準可採用1994年6月
28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佈的 野中醫病證診斷療效
標準冶關於野腰椎間盤突出症的診斷依據冶遥

筆者根據從事腰椎間盤突出症的治療經驗袁把
腰椎間盤突出症分爲三期遥 淤腰椎間盤突出症的前
驅期院 即臨床出現輕度腰骶部疼痛袁 但腰椎CT或者
MRI提示椎間盤未見異常或相關椎間盤膨隆遥 此期
患者如屬門診病人可採用機械牽引或電腦腰椎牽引
配合針灸治療曰如無法門診治療袁可採用家中堅持床
邊牽引遥 因爲這三種牽引方式均可解除腰椎後關節
負載袁使後關節恢復正常對合關係袁改善局部的血循
環袁使緊張的肌肉得舒張和放鬆袁解除肌肉痙攣袁重
新調整脊柱功能的力線分布袁 促使肌肉的功能和正
常腰椎活動的恢復遥 于腰椎間盤突出症的急性期院臨
床表現爲嚴重的腰腿疼痛袁 見腰椎CT或MRI提示腰
椎間盤突出袁 此期主要是由於腰椎間盤突出而致相
應的神經根缺乏尧 水腫尧 炎症而引起下肢坐骨神經
痛袁故需強調臥硬板床休息2周袁採用機械牽引尧電腦
腰椎牽引或腰椎間盤三維治療機袁配合針灸尧針刀療
法遥 因爲這三種牽引方式均有利于周圍局部組織及
神經根水腫的吸收袁促進炎症消除袁改善神經根的血
供情况袁促進局部血循環遥 盂腰椎間盤突出症的恢復
期院臨床表現爲腰腿疼痛不適袁且腰椎CT或MRI均支
持腰椎間盤突出遥 這一期治療關鍵在于有效地恢復
脊柱的穩定性袁一般需2周至4周袁可採用機械牽引尧
電腦牽引或三維多功能康復牽引床袁配合針刀治療尧
腰背肌功能鍛煉遥 這三種牽引方式均可重新調整脊
柱功能的力線分布袁促進脊柱內外力學的恢復袁從而
達到臨床治愈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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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CT尧MRI在中小型醫院的普及使用和人們
生活習慣的改善袁野脊椎疾病呈大幅上昇遥 冶現代有個
別醫生自己經驗不足袁憑藉高科技儀器來診斷袁只要
查出爲腰椎間盤突出症之類袁方可引起患者的重視袁
住院尧打針尧吃藥尧推拿尧牽引尧熱敷甚至手術等多管
齊下袁使患者大把花錢袁因爲袁野椎間盤突出冶一詞已
被人們普遍所認可並接受袁 並且是成年人最常談和
最易得的疾病之一袁 也是雜誌報導最熱門的課題之
一遥 筆者從事治療該症有十幾年的經驗袁結合多家雜
誌和民間名老醫生的治療方技進行分析袁 與廣大行
家商椎腰突症的治療和診斷遥
一尧 典型病例

病例甲袁林某袁男袁42歲袁CT診斷爲腰椎間盤輕微
突出袁多處多種方法治療1年余袁無效遥 2004年2月來
診袁眼結膜上無腰椎傷痕徵袁臀腿痛都正常袁只是在
左腰肌腎兪穴處有硬結狀袁 問及病况説老是那里酸
痛袁此症屬腰肌韌帶傷袁外敷3次就愈遥 根本不用興師
動衆遥

病例乙袁鄭女士袁38歲袁2007年5月頸椎痛去做理
療袁醫生建議去做CT和腰部一起做有優惠袁結果CT
發現L4-S5中央型突出0.4~0.5cm袁頸椎正常袁被恐得
睡不好覺遥 後來我處治療袁細察其腰腿都無痛徵袁也
無酸麻袁頸部痛系長期低頭幹活累及所致袁經過兩次
治療和內服就沒事了遥沒必要在腰椎上野動土冶遥如果
經過拉尧 扳尧 按之後就會出現痛症袁 叫她注意生活
渊精尧勞尧寒尧濕冤習慣就可袁至今4年無痛徵遥

病例丙袁 曹女士袁2003年體檢時發現L4-L5突出
0.7cm袁醫生建議住院做手術治療袁腰腿都沒有症狀袁
被搞懵了袁據曹女士回憶十幾年前有腰傷史袁以後一
直沒有復發袁以爲醫生搞錯了袁第二天到另一家醫院
復查袁同上遥 筆者給予生活習慣建議袁至今七年無復
發遥

病例丁袁趙女士袁腰痛袁CT報吿院L4-S1右邊突出
0.3~0.4袁住院治療一個月後于2006年5月來診袁腰椎
壓無痛袁雙大腿後側和小腿後外側都正常袁左大腿前

側有酸痛袁左腰肌有傷史袁手摸有硬來狀袁眼結膜上
有該傷症袁但CT報吿單上L3-L4爲正常袁左大腿酸痛
顯然不是L4~S1所放射袁是屬於左腰肌傷淤阻內結累
及神經痛遥 在左腰肌處天灸了2次袁結合內服和手法
治療就痊癒了袁所以以前的住院治療就爲不理想遥
二尧民間療法
2.1 挑治法遥溫州市區有一家王氏門診袁住院者達100
余人袁據多名患者説袁一般都先住院每天給予按摩尧
打針尧吃野大鍋藥冶袁或紮針袁使其夫妻分床袁一個月後
才給挑針袁 即用挑治針或三棱針將該皮下白色纖維
挑斷袁一周一次袁據説大部分治愈者都是在野挑針冶後
才改善的遥 如果復發了説是不小心又被野突冶出了袁沒
有哪位患者會在治愈後再去做CT的袁 所以把椎間盤
説得更玄了遥 其中袁 有位虞女士L4-L5中央型突出
0.3cm袁住院治療3個月康復出院袁説是已復位袁筆者
與之打賭袁復查爲L4-L5中央型突出0.3cm袁
2.2 冷起泡法遥 金華地區有位醫者袁在各重要穴位上
包起一個個小水泡袁該治療方法頗有名望曰高樓有位
王氏用山木蟹和一支香敷腰椎上起一個碗口大的水
泡而治愈不少患者曰 吳氏用毛茛等外敷起水泡出黃
水而達到療效曰噎噎遥 該法也叫天灸法袁即強烈刺激
使敷藥局部皮膚充血發熱及表皮下滲透液形成水
泡袁有擴張血管溝通表里尧貫穿上下尧增加皮膚滲透袁
改善周圍組織營養從而起到消炎退腫加快血液循環
等療效遥
2.3 熱起泡法遥 鮑田朱氏先給針灸袁再在針眼上隔生
薑並上艾灸而起泡袁該法也叫隔姜灸法曰溫州山後和
梧田等地袁他們都用野麝香冶渊自稱冤點燃在穴位上灸
出水泡袁應該是叫野太乙灸法爷曰他們治愈的患者都不
少袁功能與冷灸相似遥
2.4 發熱敷法遥 濟南康亞平的野武力拔寒散冶袁以白芥
子和花椒爲末外敷曰河南樊陽王衛東用白芥子外敷曰
我地民間還有人用一種貝殻煅燒外敷來發熱袁 發燙
散寒袁疏通經絡改善血液循環袁從而達到治療效果袁
備受患者所接受遥

淺析腰椎間盤突出症

邱定武

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鎮韓田大橋路61號渊325204冤

總之袁隨着各類牽引床的廣泛使用袁腰椎間盤突
出症患者將會有越來越多機會接受牽引治療袁 而牽
引方式選擇直接關係到患者腰腿痛的康復遥 因此袁有
必要規範各鍾牽引療法的適應症就袁 以提高臨床療

效遥 筆者以後將專題以予論述袁但如屬腰椎間盤突出
症而致馬尾神經受壓袁 進行性神經功能損壞或難以
處理的疼痛患者則應堅決動員其行手術治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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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放血拔罐法遥藉助熱力排空罐內空氣袁形成負壓袁
使其吸着皮膚引起淤血現象或先在皮膚上針刺後吸
出淤血的一種外治有效方法袁 簡單易操作袁 短期有
效遥
2.6 斜端板法遥 樂清有一王醫者袁現住黃岩袁叫患者
平坐袁用一手按着另一手操作袁每次100元袁現收150
元袁搞個三到五次袁再住院五六天就行了袁每天門口
患者都排隊等候遥 此法可解除肌肉的緊張和痙攣袁矯
正腰椎側彎袁 調整腰椎小關節紊亂和椎間盤與神經
根的位置關係袁使神經根避免嵌壓袁松解神經粘連袁
稱爲返回原位遥
2.7 牽拉法遥 古代用水牛馱着使患者趴在牛背上擺
動而拉伸分離袁 現代用背背式即用醫者的臀部摔擺
患者的腰椎遥永康有一中年男子袁被診爲L4-L5突出袁
可能爲腰椎嵌頓袁打針吃藥近半月袁依然伸不起腰袁
在回來的公交車上袁人特多怕被擠到袁雙手緊拉在吊
環上袁腰部被人群擠得野咯噔冶一下袁下車後竟伸直
了袁眞是錯打成招遥
三尧書刋報導

據叶按摩與導引曳袁叶中醫外治曳尧叶上海針灸曳尧叶民
間療法曳尧叶中醫文獻曳尧叶骨與關節損傷曳 以及各省份
中醫藥雜誌等報導袁它們基本以綜合治療爲主遥
3.1 燻蒸法遥 通過對脊椎兩側穴位進行燻蒸袁達到舒
筋活血尧理氣止痛尧祛風散寒尧強筋壯骨尧軟化骨質尧
松解韌帶的功效遥
3.2 埋線療法遥 利用腸線對穴位的持續性刺激使局
部産生變態反應遥
3.3 穴位針刺法遥 針刺相應的穴位袁一般以足太陽膀
胱經和腎脈爲主渊分析見後冤遥
3.4 注射法遥 點滴甘露醇加地塞米松袁丹參液尧當歸
液尧夏天無等袁及穴位封閉用利多卡因尧強的松龍尧維
生素B1尧B12等來消炎止痛利水遥
3.5 外敷法遥 清代吳師機認爲外治之理即內治之理袁
外治之藥即內治之藥袁一般用生川烏尧生草烏尧白芥
子尧威靈仙尧防風尧獨活尧乳香尧沒藥尧當歸尧川芎尧蒼
術尧等活血止痛尧祛風勝濕尧消腫軟堅之類遥
3.6 內服法遥 一般採用補肝腎尧祛風濕尧通經絡尧行氣
止痛尧活血消腫之類遥
3.7 剔除法遥 用小針刀剔除粘連或手術切除袁使突出
的髓核不再受壓神經根遥
四尧討論

腰椎間盤突出症一般認爲有三個因素引起袁一
是髓核突出後對神經産生直接機械變性壓迫袁 二是
髓核變性後産生組織胺尧5-羥色胺等化學炎性物質
刺激神經産生無菌性炎症袁三是椎間關節不穩定袁功
能異常遥 馮氏認爲院MRI較CT對軟組織細微結構有更
高的分辨率袁 能更清晰地顯示椎間盤及軟組織形態

學的變化袁與臨床符合率約80%袁但也有許多情况與
CT尧MRI的結論不符遥 現實中袁大家在綜合治療時一
般有以下八種認爲遥
4.1 野錯縫説冶遥在急性期或嵌頓和錯縫時採用手法推
拿尧牽引和內服及外敷來活血化瘀尧止痛消腫尧松解
粘連尧矯正復位曰叶素問窑刺腰痛曳雲院腰痛噎噎如折袁
不可以俯仰袁不可舉袁刺足太陽遥 有神經根的部位在
側隱窩和神經根管袁 其在體表的投影相當于足太陽
膀胱經腰部的兩條循環曰 中央型突出壓迫部位投影
在後正中線上與督脈的循環相吻合遥 所以從病理解
剖上看袁 腰突症病變部位大部分是分足太陽膀胱脈
經上袁少數中央型突出壓迫部在督脈上遥 故叶靈樞窑經
脈曳曰院膀胱足太陽之脈噎噎其支者袁從腰中下袁挾
脊尧貫臀尧入腘中袁以下貫渊月耑冤內袁出外踝之後曰循
京骨至小趾外側遥 腰突症的疼痛尧壓痛尧放射痛部位
正好與足太陽膀胱經的循環吻合袁所以針刺尧外敷尧
推拿尧穴位注射等皆有效遥
4.2 野痹症説冶遥叶素問窑痹論曳曰院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
爲痹也噎噎以冬遇此者爲骨痛噎噎骨痛不已復感外
邪袁內捨與腎噎噎腎痹者袁善脹尻以代踵袁脊以代頭遥
由於損傷或虛損袁正氣不敵外邪袁故使外邪容于內而
痛遥 所以一般採用生猛竣烈袁味厚有較強刺激和滲透
皮膚之藥外用袁或用發熱尧燙燻等法祛寒邪之技袁從
而達到治療目的袁但對腎陰虛型或濕熱型就不妥了遥
4.3 野腎精説 冶遥 因爲野腎藏精袁精生髓袁髓充于骨袁全
身百節之骨內充有骨髓冶遥 叶素問窑五臟生成曳曰院野諸
精皆屬於節遥 冶王冰曰院野筋氣之堅結者袁皆絡于骨節
之間遥 冶叶靈樞窑本神曳曰院野精傷則骨酸痿厥遥 冶叶素問窑
痿論曳曰院野腎氣熱則腰脊不舉袁骨枯而髓減發爲骨痿
噎噎思想無窮袁所願不得袁意淫于補袁入房太甚袁宗筋
弛縱袁發爲筋痿遥 冶精血不足時可見筋馳筋攣袁關節不
利袁 久之可造成骨髓營養不良袁 發生骨質疏鬆等病
症曰肝血失養致使關節退行性病變曰腎水不能上源袁
肺腎陰虛致骨蒸潮熱腰膝酸軟遥 故吃補腎藥能增強
網狀內皮系統的功能袁提高機體的免疫力袁維持體內
免疫功能的相對穩定袁 對各種骨關節病皆有不同程
度的改善作用袁所以住院和分床有助于該症的康復遥
4.4 野氣血説冶遥 叶醫者緒余窑宗氣營養衛氣曳曰院野衛氣
者袁爲言護衛周身袁噎噎不使外邪侵犯也遥 冶因爲痹症
是由於風寒濕外邪乘衛氣虛弱而侵犯肌表留之不
去袁着于筋骨遥 叶素問窑陰陽應象大論曳曰院野氣傷痛袁形
傷腫遥 冶氣爲動力袁行氣則能血行袁活血則通袁通則不
痛遥 血瘀型袁 由於淤滯不通而痛或睡至凌晨氣溫下
降袁心跳減慢袁氣動力減弱時而痛甚袁起床後則減曰氣
虛型袁由於久病氣虛袁久臥傷氣袁長期用消炎尧鎮痛祛
風濕類藥物致使脾胃虛弱袁元氣虛損袁故下午則重袁
睡後或休息後則痛減遥 內服補氣血藥可抵外邪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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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上統計百分之九十的人袁 一生當中會有一
次以上腰痛的經驗袁 腰酸背痛的原因很多袁 排除內
科尧婦産科尧感染尧腫瘤所併發的腰痛袁若單純以腰背
部肌肉尧 神經等原因所引起的腰痛概略可以分爲二
種袁

一爲腰部肌肉肌膜與韌帶的疼痛袁 這種腰痛當
侷限于原受傷部位的肌肉袁 最遠者延伸到腎部或大
腿袁多數的原因爲肌肉拉傷袁慢性疲勞造成勞損尧肌
肉僵硬與組維化現象遥 肌肉疼痛的表現若因疲勞多
呈痠病袁若因拉傷與挫傷則有腫痛的現象袁疼痛的發
生多在休息中或休息之後發生袁 如早上起床酸痛或
睡到半夜疼痛而醒過來遥 一般而言這種腰痛袁仍然可
如正常人站立或行走袁 惟獨久坐時或工作勞動過度
會開始發生遥

另一種腰痛是脊椎或脊髓神經被夾壓所造成的
腰腿痛袁這種腰痛袁多山腰部牽部臀部尧大腿尧小腿甚
至腳趾袁多發生於單側袁較少雙側同時發生袁疼痛的
感覺在腰尧臀尧大腿多呈酸抽痛袁在小腿足部多呈疼
痛無力或感覺麻木異常的現象袁 疼痛多發生於行走

或站立15分鐘之後袁 痛人必須找個地方坐下來或躺
下來袁讓被夾壓的神經根暫時舒緩袁若能躺下時症狀
迅速解除遥 原因是脊柱由一個一個脊椎叠堆而成袁在
兩相鄰脊椎之間兩側皆有一脊髓神經之分枝脊椎神
經延伸而出袁又椎間孔空間有固定大小袁當我們站立
時因地心引力與脊椎後之竪脊肌收縮袁 若因骨刺或
椎間盤凸出等原因袁 使椎間孔隙變小更會刺激脊椎
神經遥尤其在腰部與钥椎之神經最易受到壓迫袁以腰钥
關節渊腰椎五椎與钥 椎之間冤所伸出之神經最易受到
夾壓袁約佔脊椎神經夾壓之70%袁出現的症狀除腰腿
抽痛在患側小腿與足背外側皆會有表皮神經麻木的
感覺異常現象袁令雙腳尖翹起用足跟着地袁患者會覺
得困難曰若是在腰椎四尧五椎之神經根被夾壓袁足之
拇指袁 第二指部位與脛骨之前面部分出現表皮麻木
異常的感覺袁 令病人抬高足跟踮腳尖時會有困難約
佔25%遥 臨床上袁有很多病人則同時兼有以上兩關節
脊椎神經夾壓袁若在腰三尧四椎間之神經被壓迫則患
側會有大腿之肌肉痿縮或大腿前側袁 內側之表皮神
經麻木遥

如何治療腰痛

台灣中醫藥研究委員會 林子明

高身體機能袁所以辨正施治更有利于治療遥
4.5 野炎症説冶遥 韋氏認爲院野腰突症是由於脊柱力平
衡失調或其周圍軟組織炎症改變袁 引起其他系統出
現病症的疾病曰創傷性炎症反應説袁即自家免疫結締
組織反應袁認爲組織損傷後産生的結締組織反應袁各
種化學物質分解出來袁在組織液中當鉀尧氯離子尧5-
羥色胺尧緩激肽尧前列腺素等物質的濃度升高時袁使
傷害感受器的敏感性增高而引起疼痛冶遥 因此袁利用
消炎鎮痛封閉或服中藥制馬錢子等治療方法有效遥
4.6 野轉移説冶遥 日本石谷氏叶脊柱力學病曳認爲院以痛
治痛袁轉移痛點袁下病治上遥 經絡針灸尧起泡尧穴位刺
激等可屬該轉移之功遥
4.7 野壓迫説冶遥 髓核突出後對神經根産生機械性壓
道遥 馬氏等通過電鏡實驗觀察認爲院疼痛的部分原因
是與其化學和代謝功能紊亂有關袁 由於局部微循環
環境障礙使組織中血供和氧化不足袁 局部代謝廢物
和低氧刺激使微血管失去自由調節作用袁 影響到裸
露軸突末梢使疼痛加劇遥 但是袁林氏等報吿認爲單純
切除椎間盤袁松解受壓神經根袁其優良僅達66.6%袁單
純椎間盤突出硬膜外封閉有效袁而術後仍有後遺症遥
無法説機械壓迫是發病的基礎袁 只有炎症性神經根

受壓才引起疼痛遥 所以採用推拿尧牽引和手法扳法來
使椎間隙被拉寬袁椎間盤內壓力減少袁減輕了對神經
根的擠壓袁同時輔助拔罐和熱敷來舒張血管袁緩解痙
攣袁促進腫脹和水腫的吸收遥
4.8 野無症説冶遥前面病例中的患者在造影上爲腰椎間
盤突出症袁但臨床上無症狀表現袁正如馮氏所説袁與
臨床符率約80%遥 潘子毅敎授認爲椎間盤在20歲時
就已産生退變遥 還有一些經過各種方法治療説已野復
位冶的健康者袁他們當中有一部分爲野突出冶隱性者袁
只不過無臨床症狀表現罷了遥 筆者敢言院如果給30歲
以上的人做個腰椎掃描大普查袁 其突出率像乙肝病
毒攜帶者一樣袁肯定還有一大部分野健康的冶腰椎鍵
盤突出者遥

綜上所述袁還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醫藥經典叶黃帝
內經窑素問窑異法方宜論曳説得好院野醫之治病也袁一病
而治各不同袁皆愈何也钥 噎噎東方之域宜砭石曰噎噎
西方者其治宜毒藥曰 噎噎北方者其治宜灸焫 曰噎噎
南方者其治宜微針曰 噎噎中央者其治宜導引按蹻
渊摩冤遥 故聖人雜合以治袁各得其所宜袁故治所以異而
病皆愈者袁得病之情袁知治之大體也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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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診斷皆可與健側相互比較遥 檢查神經根是
否被卡壓可以由以下方法得知袁令病人平躺尧雙腿伸
直袁主動把患側下肢直直抬起袁達到最高極限遥

一般人抬腿角度可達到90度直角袁 最少也大於
70度袁假若抬腿時會痛或無法提高到標準高度袁因抬
腿時神經根被牽動會産生疼痛袁 表示神經根被夾壓
故無法把腳抬高袁即所謂野直抬腿試驗冶遥

另一方充病人側袁臥袁患側在上並屈膝收腿袁健
側在下小腿伸直袁 醫師觸按患側臀髖關節與坐骨之
中間可摸到坐骨神經袁 假若神經根被夾壓則被夾壓
之坐骨神經會因發炎而與健側對照比較會有明顯疼
痛之反映袁較簡易之方法是令病人站立袁患側之腳踏
于椅子上袁 採這種體位依照上述定位法也可輕易觸
按到坐骨神經遥

造成第一種腰部肌肉肌膜之疼痛多因驟然之運
動尧運動過度尧急性腰扭傷尧慢性腰肌勞損或因姿勢
不良所引起的腰椎側彎或前凸袁 因長期的腰肌不正
常的收縮會導致腰部肌肉的僵硬及組維化袁 也是慢
性腰痛禍首遥

治療上可採用中草藥渊附注1冤蒸薰腰部尧穴道推
拿按摩尧取穴大腸兪尧小腸兪尧腎兪尧志室尧委中尧承
山尧貼敷靑草藥膏渊附注2冤尧電療尧艾灸尧針刺以緩和
肌肉的疲勞與僵硬遥 配合內服中藥辨證論治有一定
之療效遥

在臨床應用若腰酸背痛氣血虛弱手腳冰冷者可
使用十全大補湯加味牛膝尧杜伸尧骨碎補尧婦女有骨
質疏鬆可加服龜鹿二仙膠或紫河車粉末袁 皆有良好
的裨益遥 對腎氣不足者或慢性腰肌勞損者袁可用還少
丹爲主方尧隨症狀加減遥 兼有疼痛劇者袁可使用獨活
寄生湯與三痹湯袁壯實體質者使用疏經活血湯袁舒經
立安散袁 若有似類風濕關節炎之發炎發熱症狀可用
當歸佔痛湯尧桂枝芍藥知母湯遥

若是第二種因神經根卡壓的疼痛多由腰椎間盤
突出症渊HIVI冤尧腰椎椎體增生症渊腰椎骨刺冤或腰椎
前凸較嚴重程度者所引起袁 皆是由脊椎神經根所處
之椎間孔因突出或增生之組織刺激神經根所致袁受

刺激神經根會産生發炎腫脹現象袁 更佔據了椎間孔
空隙使卡壓更爲嚴重遥

脊椎滑脫是因上下兩椎間後而W型骨架之關節
突不穩定而造成椎體向前滑動現明袁 不但脊椎神經
被牽動袁 嚴重者脊髓腔內之脊髓神經被上下兩椎之
椎孔的成剪性傷害袁 可造成下肢萎縮癱瘓及各種神
經夾壓症狀袁臨床上脊椎滑脫嚴重度可分爲四期袁常
可輕由腰椎X光側位照相明顯看出遥

神經夾壓所造成腰痛應先採保守療法可服用中
藥活血化瘀止痛消腫方劑遥 如血腑逐瘀湯尧疏經活血
湯加川烏尧草烏尧乳香尧沒藥袁但單純內服中藥療效欠
佳袁應用腰椎牽引拔伸方式袁增大椎間孔間隙袁在拔
伸牽引之前必要有足夠的熱敷袁 推拿按摩腰部使肌
肉柔軟袁 以免拉傷肌肉而能達到拉開關節間隙的效
果遥 平時穿用緊身帶有支撑條之之護腰帶袁以有效減
輕尧分散腰椎的壓力尧避免突出及增生組織刺激神經
根袁當神經根不被刺激袁神經根自然消腫椎間孔間隙
就會增大袁神經之卡壓程度也會減輕袁若是較爲嚴的
脊椎滑脫則應建議病人開刀治療袁 開刀之前暫時可
用硬背架袁俗稱野鐵衣冶袁以增加脊椎支持度袁但不可
腰椎牽引以免增加滑脫程度遥

使用護腰帶或硬背架袁在站立尧行走或坐姿時才
需要穿用袁若躺著時就不必穿戴遥 假若採保守療法治
療達到療效時袁應囑咐病人以後不可再搬運動物袁若
又感覺腰腿痛時護腰帶趕緊穿上保護腰部袁 常可迅
速解除腰痛遥 當持續三個月治療無明顯療效時袁並影
響生活品質時則考慮外科開刀袁 脊椎滑脫病人建議
開刀治療應是較好的考慮遥

附注1院藥冼處方院艾葉5錢尧紅花1錢尧當歸尾2錢尧用芎2
錢尧海桐皮2錢一同放入水中熬煮袁水量不拘袁趁熱時用毛巾或

取蒸氣薰蒸患部

附注2院靑草膏處方院如意金黃散渊天南星2錢半尧甘草2錢
半尧陳皮2半錢尧厚樸2錢半尧蒼術5錢尧大黃1兩5錢尧白芷1兩5
錢尧黃柏1兩5錢尧天花2兩1錢冤共硏成粉末備用袁使用前加酒尧
蜂蜜調成黏稠軟膏狀袁用薄棉布或厚紙塗抹藥膏厚度約0.3公
分貼于患部袁每隔6耀10小時換一次袁消腫尧消炎效果良好遥

前言
頸椎病是指頸椎的椎間關節 渊椎間盤尧 鉤椎關

節尧關節突關節冤退變袁累及神經渊神經根尧脊髓尧交感
神經冤尧血管渊脊前動脈尧椎動脈冤産生相應的臨床表

現遥 神經根型頸椎病是頸椎病中最常見的類型之一袁
當頸椎椎間盤退化性改變及其組發性病理改變可以
導致神經根受壓袁引起神經根支配範圍的麻木尧疼痛
和功能障礙遥 有學者認爲頸椎椎間盤的退化性改變

神經根型頸椎病的診察與手法治療

台灣中醫藥研究委員會 林敏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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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頸椎病在發展病理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袁 在此狀
態下産生一系列繼發性病理改變袁 如相鄰椎體後緣
及外側緣的骨刺形成袁 小關節及鈎椎關節渊Luschka
joint冤的增生肥大袁黃韌帶的增厚及向椎管內形成皺
摺袁這些病理因素均可對頸神經根形成壓迫遥 而頸椎
椎管的發育狹窄以及在椎間盤退化産生的頸椎不穩
也是造成頸神經根壓迫的因素遥 目前袁神經根型頸椎
病主要以非手術治療爲主遥 其中以手法來治療該病袁
屬於中醫藥學的優勢袁 並且日益受到國際醫療界的
高度重視遥 本文結合有關文獻及作者體會袁對神經根
型頸椎病的診斷與手法治療作一重點介紹遥
一尧診斷

神經根型頸椎病的臨床表現相當複雜袁 其中比
較有意義的是根性症狀和體徵遥 即表現爲與頸脊神
經支配工相一致的手臂麻木尧疼痛袁肌力減退或肌肉
萎縮曰 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袁 受損害的神經根分布區
痛尧溫覺或觸覺的改變等等遥

渊一冤臨床表徵
本症好發年齡爲40-50歲袁男性居多袁發病過程

多爲慢性遥 症性可爲一側性或兩側性袁通常是單根神
經根受累也可由多節段病變致兩根或多根神經根受
壓遥頸椎病變主要見于頭4-5以下袁通常以頸5尧頸6與
頸7神經根受壓迫最爲多見遥 1.頸5 神經根受累院感
覺障礙區位于疼痛在頸部尧肩胛骨內側緣尧肩部尧上
臂外側相當于肩章所在部位尧很少到前臂遥 上訴多爲
肩部疼痛尧麻木尧上肢上舉困難袁難以完成穿衣尧吃
飯尧梳頭等動作遥 體檢時可發現三角肌尧肱二頭肌尧岡
上肌尧岡下肌的肌力減弱曰肱二頭肌腱反射也減弱遥
2.頸6 神經根受壓時院疼痛由頸部沿上臂外側尧肱二
頭肌放射至前臂外側尧手背側渊拇指與食指之間冤及
指尖遥示指亦可麻木但輕微遥早期即可出現肱二頭肌
肌力減退及肱二頭肌反射減弱袁其他肌肉如岡上肌尧
岡下肌尧前鋸肌尧旋後肌尧拇伸肌及橈側腕伸肌等也
可受累遥 感覺障礙部位主要位于前臂外側及手背的
虎口區遥 3.頸7 神經根受累院本區神經根受壓迫最爲
常見遥 患者主訴庝痛由頸部沿肩後尧肱三頭肌放射減
弱或消失遥 肱三頭肌肌力在早期即可減弱袁但常不被
注意袁偶爾在用力伸肘時方可察覺遥 有時胸大肌受累
並發生萎縮袁 其他可能受累的肌肉有旋前肌尧 腕胂
肌尧指伸肌及背闊肌等遥 感覺障礙區位于中指末節遥
4.頸8 神經根受累院主要是小指及環指麻木並感覺減
退遥感覺障礙區位于中指末節遥4.頸8 神經根受累院主
要是小指及環指麻木並感覺減退袁 有時中指輕微麻
木袁疼痛在頸部尧肩部尧肩胛骨內緣尧前胸部尧上臂尺
側和前臂尺側袁通常疼痛症狀不明顯袁體檢時可發現
肱三頭肌尧尺神經支配的屈指肌袁尺側腕屈肌尧手內
在肌肌力減弱袁手及腕有較明顯的功能障礙遥

渊二冤影像診察
渊1冤X光片院 可發現病變椎間隙狹窄尧 增生袁

Luschka關節有骨刺形成或頸椎曲度改變遥 伸屈位片
可見病變節段出現椎間不穩遥 側位片顯示椎間隙變
窄袁椎體前尧後緣骨刺形成袁頸椎生理前凸可減小或
消失遥斜位片可見骨刺造成椎間孔狹小遥這些改變可
隨年齡愈加而更明顯袁以頸4尧頸5最爲多見遥

渊2冤CT掃描院 突出的椎間盤組織呈現密度增高
影袁而CT顯示椎間孔的骨性結構尤其是神經根尧椎間
盤及黃韌帶等在密度上差別似乎不如腰椎明顯袁一
般可用CT脊髓造影來彌補這一不足遥

渊3冤MRI院可清楚顯示退化性椎間盤或增生的骨
刺對脊髓或神經根的擠壓袁 中央的髓核信號明顯強
于周圍的組維環遥 脊髓組織信號是中等強度袁其周圍
的腦脊液與硬膜囊訊號較低遥 有時壓迫神經根的突
出物較小袁不容易看清袁必須仔細辨認遥在T2圖像上袁
椎間盤的訊號比T1的加權像明顯增強袁 退變化後的
椎間盤信號則明顯降低遥 MRI可比較準確的顯示突
出的頭椎椎間盤組織對神經根的壓迫袁 其中以軸位
像更具有診斷價値唯在Luschka關節增生肥大時袁和
突出的椎間盤在T1加權影像上較難區分遥

渊三冤鑒別診斷
1.腕管綜合徵院以女性較多見袁一般在生育年齡

或絶經期前後袁腕管加壓試驗渊Tinel爷冤陽性或垂腕互
擠試驗渊Phalen爷s冤陽性遥

2. 胸廓出口綜合徵院 多見于女性袁 斜角肌試驗
渊Aason)陽性袁上肢外展握拳試驗陽性等遥

3.網球肘院肘關節橈側或尺側疼痛尧壓痛院持物易
從手中跌落曰前臂伸尧屈肌抗阻痛陽性院Mills試驗陽
性遥

4.肩周炎院女性多見袁肩胛區疼痛袁可牽扯到上
臂尧前臂疼痛袁夜間疼痛較重要影響睡眠袁肩部活動
受限袁 以局部疼痛爲主袁 在肩胛喙突可出現明顯按
痛袁無神經根性疼痛遥

5.進行性肌萎縮院首先在上肢遠端出現對稱性肌
萎縮尧無力等症狀袁之後可累及前臂尧上臂與肩胛帶
肌袁甚至全身肌肉袁多伴有肌東震顫袁無感覺障礙遥

6.心絞痛院疼痛症狀有時可和第7頸神經根受損
所引起的胸大肌痙擊性疼痛互相混淆袁心電圖檢查尧
口服硝酸甘油等可助于鑒別遥
二尧手術治療

非手術療法是神經根型頸椎病的主要療法遥 其
中手法治療因其療效肯定尧見效快尧副作用低等原因
因廣泛應用于臨床遥 治療頸椎病的手法隨各家經驗
而不同袁但以旋轉手法最爲關鍵袁茲將作者認爲較爲
療效的手法分述如下院

渊一冤定位旋轉扳法院採用坐位旋轉復位法遥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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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于矮凳上袁身稍後仰袁靠于椅背或醫師身上曰醫師
立于其後袁 摸準其患椎棘突 渊以C6棘突向右偏歪爲
例冤袁以左手拇指輕輕扶按于C6棘突的右側緣袁請患
者低頭至C6棘突稍向上將皮膚頂起袁渊頸椎前俯約
45-60毅冤使該處的皮膚被拉緊院保持此角度不變袁將
患者頭稍向左擺袁並將顔面旋向右側曰醫師稍彎腰袁
用胸部輕輕壓住患頭袁 在患者頭頸部與醫師胸部之
間墊一塊小枕頭袁並保持此角度袁屈右前臂袁用肘彎
勾托患者的下頜部尧 前臂及手部配合胸部將患者頭
頸部抱住袁並稍上提拉袁帶動患者頭部在此角度向右
旋轉袁至最大限度時袁雙手協同配合袁右手帶着患頭
繼續向右稍作超限度旋轉袁 右手拇指同時將C6棘突
向左側頂推曰此時袁該棘突有被推動移位感袁且常伴
隨聽到野喀冶的清脆響聲袁説明該椎尧該關節已被推
動袁重新檢查袁如棘突已恢復正位袁則代表復位完成袁
否則重新進行復位操作遥 復位的前後可配合局部軟
組織推拿理筋手法院醫者分別用順推尧彈撥尧捻尧揉尧
揉捏等手法袁沿頸後斜方肌尧頭頸最長肌尧肩胛提肌尧
岡上肌等袁從上至下分別推摩3-5遍袁重點按揉頸椎
旁病變處或有關穴位遥

渊二冤不定位旋扳法院以頸椎中段右偏或右上肢
出現根性麻痹爲例袁 患者端坐位袁 醫師立于患者身
後遥 以在手或右前臂置于患者頜下袁左手托住枕部袁
輕提並且做頸部旋轉運動2-3次遥使患者頸部肌肉放
鬆袁然後將患者的頭頸右旋至有固定感時袁右手或右
前臂快速發力旋轉頸部袁 此時即可聽到一連串的彈
響聲遥然後以同樣手法向左側旋轉復位1次遥目前袁臨
床應用的頸椎旋轉手法繁多袁但離不開旋轉與推扳袁
多可歸入此兩大類之中遥

渊三冤推揉頸夾脊院此法用于放鬆頸肌袁醫師以手
指觸摸找出頸部滾動之韌帶袁 可在頸椎棘突旁1.5-
2.0cm處觸及有如琴絃樣條狀異常滾動感袁局部感覺
有輕度壓痛遥 如滾動在左側袁醫師以右手拇指壓住滾
動的上段袁另一手和臂部挽住病人的頭部袁左右輕輕
轉動患者頭部袁在轉動的同時袁以右手拇指逐步由上
至下袁按揉出現滾動之韌或頭皮神經袁至滾動感減輕
或消失遥

渊四冤頸椎端提法院患者坐于矮凳上袁醫師站于患
者後方袁一手托後枕部袁另一肘彎處夾住患者下頜袁
先緩緩向上拔伸袁並維持一定的牽引力袁待患者頭部
放鬆時袁隨即突然向上方端提袁常可聽到頸椎關節被
牽拉開的響聲遥
三尧討論

渊一冤詳細診斷的必要目前臨床上對於神經根型
頸椎病的認識尙不夠一致袁漏診或誤診也時常可見遥
臨床用物理診察有一定的方便性與可靠性袁 但在定
量評估方面卻欠缺準確性遥 對於慢性疑難頸椎病的

診斷仍有待影像學的參與遥 目前認爲神經根型頸椎
病的神經根受壓原因主要是椎間盤突出Luscka關節
骨贅尧椎間關節骨贅及椎間失穩遥X光片檢查袁可明確
有無Luschka關節尧 椎間關節骨贅及椎間失穩的存
在遥 CT檢查袁由於受到掃描平面的影響袁診斷率並不
高於X線攝片檢查遥 當急性發病且年齡小於45歲尧X
光片檢查陰性時袁MRI或CT檢查對椎間盤突出有較
高的診斷率遥

渊二冤旋轉扳法的作用
旋轉手法可調整椎間盤與神經根的位置袁 重整

鈎椎關節尧恢復正的頸椎關節解剖序列袁有利于組織
水腫的消退尧靜脈的問流尧神經根周圍炎症的減退袁
達到治療的目的遥 姜宏利用屍體頸椎標本建立正常
與損傷頸椎渊C5-6椎間盤存部分切除冤力學模型袁對
比觀察整骨手法對頸椎生物力學的影響袁結果發現袁
手法之後的椎體尧椎間盤尧小關節及钥 韌帶的應力部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袁而剛度則呈現不同程度的上昇袁
因而調整了頸椎的靜力性平衡袁 增強了頸部的穩定
性袁由於頸椎解剖位置特殊袁手法不當則容易引起嚴
重併發症袁先前所見主要是高位脊髓損傷尧椎動脈血
栓形成尧寰樞椎脫位尧下關節突骨折及頸椎間盤突出
等袁其症狀爲面色蒼白尧大汗淋灕尧噁心嘔吐尧頭痛眩
暉尧上肢麻木疼痛加重尧頸部活動受限尧下肢運動障
礙等遥 目前認爲最多見的損傷是椎一基底動脈的血
流速度減緩遥 血流發明顯減緩袁此代表頸部血液供應
量急劇下隆是釀成手法操作出現事故的重要因遥

渊三冤復位手法出現野喀冶聲的意義手法復位可以
使借位的椎體和椎間關節恢復到正常解剖位置袁消
除關節囊嵌頓袁 解除突出的椎間盤對脊神經的擠壓
和粘連以及關節突對脊神經後支的刺激遥 通常在復
位成功時可聽到野喀冶的一聲響遥 但是袁有些小的關節
錯位在X線頸椎片上很難看出來袁 這與攝影時的條
件尧體位尧角度以及醫師的閲片水準有密切關係遥 治
療時經常靠手感與經驗判斷遥 有學者認爲是兩個關
節面軟骨之間的輕快磨擦所致袁 也有學者認爲是嵌
頓的滑膜復位造成的遥 多數學者認爲是在快速的旋
轉過程中關節腔骨氣體擴散波的震動聲袁 目前尙無
共識袁 我們認爲這兩種關節聲響是由於關節面的突
然分離袁形成負壓袁導致關節內的關節液快速流動袁
衝擊關節囊壁袁 産生特殊的聲響所致袁 旋轉速度越
快袁聲響越清晰袁從力學觀點來分析袁做脊柱推拿手
法時要使脊柱關節産生野喀冶聲必須有槓桿力遥 如在
推拿時脊柱關節出現野喀冶聲遥 可以説明推拿的旋轉
力已經作用到脊柱關節袁使其産生了活動遥 並且使被
旋轉的關節處于關節運動的極限狀袁 但在臨床操作
時不可強求彈響聲袁反復強扳袁應將彈響聲結合手下
有骨關節滑動感才是成功的主要標準遥 復位後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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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骨骨折是骨科臨床常見的一種骨折袁 由於鎖
骨的解剖特點及外力損傷的機理袁鎖骨中1/3骨折佔
76%袁鎖骨外端骨折佔21%袁鎖骨內端骨折僅佔3%袁
骨折短縮尧重叠袁骨折線多爲橫型和斜型遥 對於保守
治療固定的方法袁現一般都是採用傳統的野8冶字綳帶
或石膏綳帶固定方法遥 本科室自2007年要2011年袁運
用單肩綳帶固定法保守治療鎖骨骨折共30例袁 取得
滿意療效袁現總結報吿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治療患者共30例遥 男18例袁女12例曰年齡12要73
歲袁平均年齡42.5歲曰左側18例袁右側12例曰鎖骨肩峰
端骨折10例袁鎖骨中段骨折14例袁鎖骨中外1/3骨折6
例曰傷後至就診時間0.5小時至7天遥
2 治療方法

2.1尧術前準備院渊1冤自製小夾板一塊袁其寬度大約
4cm伊5cm袁用寬橡皮膠布貼其表面袁再將其稍折出一
弧度遥 渊2冤一塊寬5cm伊長6cm棉花平墊袁厚度根據患
者斜方肌的高度袁置放後應高於斜方肌曰一長約5cm
的長條圓柱型棉花墊袁棉墊直徑應能塡充鎖骨上窩袁
前側平鎖骨前緣遥 渊3冤5cm寬橡皮膠布兩條 渊長度較
長冤尧綁帶2卷尧方形毛巾3塊尧鎖骨固定帶1條尧懸吊帶
1條遥
2.2 整復步驟院 渊1冤若疼痛較難忍受者袁可給予骨折
端5ml利多卡因局部浸潤麻醉以減輕整復過程中的
疼痛遥 渊2冤囑患者坐于凳子上袁雙手揷腰尧挺胸袁頭向
患側傾斜袁下頜偏向健側遥 渊3冤首先一助手立于傷員
背後袁用兩手分別從左尧右兩側腋窩繞到前側袁兩手
掌握住兩肩袁兩側向外後上扳提袁同時用一個膝部頂
抵患者背部胸椎棘突袁 使骨折遠側端在挺胸的杠桿
作用及助手兩手向後上扳提的作用下袁 兩骨折端被
牽引拉開遥 囑其另一助手一手推頂傷員上側胸壁袁另
一手向外牽拉患肢上臂袁 協助第一助手緩緩將遠端
骨折端牽開遥 這一動作可彌補遠側骨折端向外牽引
力的不足遥 渊4冤術者立于患者前面袁用兩拇指摸清兩
骨折端袁 並以一拇指及示指捏住近側骨折端向前下

側牽拉袁 同時另一手拇指及示指捏住遠側骨折端向
後上方推頂袁即可使骨折端復位遥
2.3 固定方法院術者一手固定住骨折端袁骨折端外敷
本院自製藥渊傷科聖水冤遥 將圓柱型棉墊置于骨折端
鎖骨上窩處袁防止骨折端向後上移位曰再將棉花平墊
平壓于骨折端渊包括圓柱型棉墊冤上方袁其上再壓上
做好的弧型夾板袁弧型凹陷對準鎖骨幹袁用做好的寬
橡皮膠布中心點先壓于夾板上袁 囑一助手拉住膠布
兩端袁向下加壓貼于前胸及後背皮膚上渊注意院前側
應避開乳頭冤遥 將兩塊方巾摺叠成長方型袁分別墊于
胸廓兩側腋窩下遥 持一綳帶從前胸開始袁繞過患側肩
部壓于夾板上袁斜過背部袁繞對側腋下袁再繞行患側
腋下袁環繞胸部4周後袁在後側穿過斜行一道袁反折向
下穿過後側橫行最外側一道袁 向上提拉越過患肩夾
板袁並加壓于夾板上袁走行至前側橫行最外側一道袁
再次向上提拉袁依次反復操作袁逐道逐層加壓袁橫行
道由外向里袁將4道綳帶全部繞完袁最後與前側綳帶
頭打結于夾板之上袁 用寬橡皮膠布從上往下加壓粘
帖于綳帶上曰鎖骨固定帶固定後袁將另一方型毛巾摺
叠成小方塊墊于後側鎖骨帶中間袁 患肢懸吊帶懸吊
固定于胸前遥
2.4 功能訓練及注意事項院復位後囑患者保持挺胸姿
勢袁患肢行抓握拳功能鍛煉袁以減輕患肢腫脹遥 不可
持重物袁臥床時取仰臥位袁起尧臥床需有人在背後攙
扶完成遥 3天後觀察外固定鬆緊度及病人耐受情况袁
後每周調整一次外固定鬆緊度袁4周後改單純鎖骨帶
固定袁6周後解除固定行患肢肩關節功能鍛煉遥
3 療效分析院
3.1 療效評定鎖骨骨折療效的評價分爲優尧 良尧 差3
級遥 優院骨折正常癒合袁無局部畸形袁X線片示對位良
好袁肩關節活動功能正常曰良院骨折正常癒合袁局部稍
隆起袁X線片示骨折稍有移位袁肩關節活動功能正常曰
差院骨折明顯畸形癒合或有骨不連袁肩關節活動功能
受限遥
3.2 治療結果院本組30例袁優院21例渊70%冤袁良院9例

手法整復單肩綳帶結合鎖骨帶外固定治療鎖骨骨折

福建省泉州正骨醫院整復科 蕭慶瑞 鄭曉蓉 渊362000冤

定也是必要的袁它可防止已復位的椎體再度錯位遥
結論

目前國內外診治頸椎病應用包括頸椎旋轉手法
在內的各種手法流派紛雜袁操作方法也多種多樣袁但
臨床操作手法主要取決于醫師個人經驗和習慣袁缺

少客觀的科學分析與比較遥 這一方面反映中醫手法
百家爭鳴袁另一個方面也反映手法急需有個規範化尧
科學化的標準袁 我們期待衛生主管機關對於神經根
型頸椎病的機理尧適應症尧禁忌症尧操作方法等能制
定標準袁從而進一步提高手法治療頸椎病的療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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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30%冤袁差院0例渊0%冤曰骨折癒合時間5-7周袁平均6.1
周袁隨訪時間平均9周遥 21例對位良好袁9例稍有移位
渊其中4例畸形癒合冤遥 所有患者無骨不連袁肩關節功
能均恢復滿意遥
4 討論院

鎖骨骨折以中1/3及中1/3與外1/3連接處爲最多
見袁 完全性骨折的近側骨折端因受胸鎖乳突肌的牽
引向上向後移位袁 遠側骨折端因肢體重力作用和胸
大肌尧 胸小肌及肩胛下肌等的牽拉作用向前下方移
位袁並由這些肌肉與鎖骨下肌的牽拉作用袁向內側造
成重叠移位遥 很多人認爲袁鎖骨在人體中只起到支撑
骨架作用袁即使畸形癒合對功能影響亦不大遥 但經硏
究發現袁鎖骨骨折重叠超過1CM袁成角超過10度袁不
僅影響美觀袁 而且會導致肩鎖關節和胸鎖關節的繼
發性改變袁嚴重者影響關節功能遥 鎖骨骨折手法整復
的難度並不大袁 重點在于如何通過外固定有效地維
持復位遥 傳統野8冶字固定方法主要是將雙肩向後牽拉
固定袁着力于糾正鎖骨骨折的重叠移位袁其不足是院
渊1冤對骨折近端的移位約束力較差袁不能有效限制近
端上移遥 渊2冤腋腔位于臂上部和胸側壁之間袁其前壁
爲胸大肌和胸小肌袁腋腔內含有腋動脈及其分支尧腋
靜脈及其分支尧臂叢及其分支尧腋淋巴結群等遥 野8冶字
牽引雙肩時袁綳帶繞過腋窩將胸大肌向內上提拉袁必
然會擠壓腋腔袁 很容易損傷其腋動脈及臂叢神經遥
渊3冤外固定鬆動時由於骨折端無其它固定保護袁綳帶
一松解袁骨折端易再移位遥 而我科所使用的單肩綳帶
結合鎖骨帶外固定具有以下特點院渊1冤 根據力學特
點袁 我們將長條圓柱型棉花墊置于近側骨折端鎖骨
上窩處袁 這樣可以有效的削弱或抵消胸鎖乳突肌的

牽拉力曰鎖骨外1/3有三角肌和斜方肌附着袁而斜方
肌走行于鎖骨內上方袁骨折端放置平墊加壓時袁斜方
肌會阻擋綳帶加壓于平墊上袁 因此平墊放置後的高
度要超過斜方肌的高度袁 這樣才能使綳帶加壓的力
量完全作用在平墊上遥 平墊與長條圓柱型棉墊的配
合應用袁是模擬塔形墊的固定原理袁主要是增加固定
局部壓強的作用袁 可以有效的防止近側骨折端向上
向後移位遥 再配合綳帶在胸廓前後反折向上牽拉袁正
好形成一個虛擬的骨折三點加壓渊即院上爲平墊加壓
向下袁下爲前後綳帶反折向上冤遥 渊2冤綳帶緊貼胸大肌
繞行胸廓袁不走于腋下袁對胸大肌無牽拉作用袁避免
了對腋腔的擠壓引起腋動脈及臂叢神經的損傷遥 渊3冤
此種方法爲雙重固定袁 其內有夾板配合膠布將其先
固定于皮膚上袁其外再加上綳帶纏繞固定袁這樣雙重
固定可以在調整外固定時減少骨折端再移位幾率遥
渊4冤此法着力于針對骨折局部的固定袁有效防止骨折
端的上移袁因此對鎖骨外尧中尧內三個部位的骨折均
可應用袁 且對於玉尧 域度的肩鎖關節脫位也同樣適
用遥 渊5冤此法配合鎖骨帶固定袁一則彌補了鎖骨帶固
定不能限制近端上移的不足曰 二則將維持骨折端的
加壓力與牽引力分解開袁 單肩加壓對抗骨折端的成
角袁鎖骨帶固定維持骨折端的牽引袁分解固定的方法
更加方便操作袁而且合理的分配力的作用點袁對骨折
端起到更有效的固定作用遥 禁忌症院淤骨折端皮膚不
完整者袁如院挫擦傷或傷口等遥于患者不能耐受者遥盂
高血壓患者遥 榆骨折端損傷周圍軟組織尧神經尧血管
者遥 手法整復單肩綳帶結合鎖骨帶外固定治療鎖骨
骨折效果顯著袁操作簡便袁是一項値得推廣的技術遥

中醫正骨

跟痛症即是足的跟底部疼痛袁 以中老年人爲多
見遥 我們自2003年12月至2007年12月袁門診採用手法
治療跟痛症病人共61例袁取得了較好的治療效果遥
1 臨床資料

本組男37例袁女24例遥 左側26例袁右側16例袁雙側
均發病者19例袁病程最短1個月袁最長6年袁大部分病
例在6個月左右遥 年齡最小30歲袁最大78歲袁大部分
40~50歲之間袁平均年齡50歲左右遥 治療一次者23人袁
二次者15人袁三次者14人袁四次者8人袁五次者1人遥 每
周治療2~3次遥
2 治療方法

患者用溫水洗凈足部袁 只要患足無紅腫熱及感
染性炎症均可行本法治療袁患者取俯臥位袁患足蓋以
治療巾遥 術者側坐于床邊袁將患踝放于膝上袁以一手
虎口按壓于跟骨上方起固定作用遥術者用一野T冶形金
屬渊橫竪長約10cm冤袁橫竪便于握持袁竪棍頂端圓鈍袁
用于滑頂治療遥 用竪棍頂端準確頂按痛點袁在痛點外
滑動頂壓袁有時術者可以體會到滑頂外有皺折感袁隨
皺折消失則疼痛緩解或消除遥 每次滑頂6~8次袁然後
使足背伸袁屈膝約135毅袁用上腹部挺壓足前掌袁以單
拇指向趾側推擺跖筋膜6~8次袁 接着在內外踝後側袁
相當于脛後神經根內側支及腓腸神經根外側支走行

手法治療跟痛症

李詩豪渊康美衛生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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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我科從1994年至2010年應用經皮腰椎間盤切吸
術尧經皮穿刺腰椎間盤膠原酶溶解術尧經皮腰椎間盤
切吸聯合膠原酶溶解術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共518
例袁現將臨床應用體會和影像硏究報吿如下遥
一尧臨床資料

本組病例男性265例尧女性253例袁共518例遥 其中
年齡18歲至70歲袁 平均46.5歲遥 全部病例應用CT及
MRI檢查袁 其中突出椎間盤L3-4盤55例袁L4-5盤358
例袁L5-S1盤105例遥突出椎間盤529個袁其中突出三間
隙15個尧 二間隙89個尧 一間隙425個遥 突出物3-
5mm403例尧6-10mm108例尧逸11mm18例遥

其中226例得到CT復查袁 各類微創手術的CT橫
斷面掃描復查情况見表1遥

經CT復查的腰椎間盤突出症226例袁其中男性12

例袁 女性98例遥 突出椎間盤L3-4盤25例袁L4-5盤131
例袁L5-S1盤70例遥 突出椎間盤237個袁其中突出三間
隙5個尧 二間隙43個尧 一間隙189個遥 突出物3-5mm
137例尧6-10mm85例尧逸11mm15例遥 隨訪時間2個月
至15年袁平均3年5個月遥
二尧結果與體會

渊一冤經皮腰椎間盤切吸術
1 臨床療效分析

全部病例121例袁臨床療效爲總有效率86.3%袁其
中4例轉切開手術治療遥
2 影像學療效分析

CT復查28例29個間隙袁 椎間盤突出改變情况見
表2遥

表1所反映的情况袁一是復查病例數不多袁説明

應用經皮微創手術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影像變化硏究

余慶陽 陳鏡鋒 盧笑勤

渊龍岩市中醫院骨傷科袁福建 龍岩 364000冤

區袁用單拇指作分筋療法袁屈膝92毅袁先輕後重袁向疼
痛點捶擊幾下袁一般3~5min即可好轉遥 術後應鼓勵病
人勤洗腳袁常走路袁腳跟蹬滾木棍袁疼痛加劇者可配
合中藥燻洗治療遥
3 治療結果

症狀完全消失袁恢復正常活動爲治愈袁有19人遥
症狀明顯改善袁活動基本正常有效爲21人遥 症狀減輕
爲好轉有13人袁症狀無變化爲無效有8人遥 症狀加重
者沒有遥本法總有效率87豫袁其中治愈及顯效爲65豫遥
部分病例治療效果與有無骨刺無關遥 跟痛的部位主
要有二點袁一在跟底中央較彌散曰二在跟底側偏前遥
發病部位不影響治療效果遥
4 體會

4.1 推跟痛症的認識院
跟痛症在骨傷科門診並非罕見遥 基本發病原因

是多方面的袁有局部慢性勞損袁受寒受濕袁生理性退
變袁軟組織損傷及無菌性炎症等等遥 主要症狀是負重
時疼痛加重袁活動一陣反而減輕袁久站或在不平道路
上行走也會加重疼痛遥 壓痛多位于跟足底的前內側袁
相當于跖筋膜的起點處遥 也有壓痛偏于足跟中央或
較彌散者袁跖筋膜緊張疼痛加重遥 X光可見跖筋膜起
點處局部有骨贅形成袁特別是側位X片上顯示鳥嘴樣
增生骨刺明顯遥 現代醫學主張先行非手術治療如理
療尧熱敷尧封閉或無水乙醇介入療法袁或穿用支撑腳
弓的鞋托曰或穿富有彈性的海綿鞋墊袁在相當于足跟

部痛點處挖空以避免患處受壓袁嚴重者可行手術袁如
末梢神經切斷術尧跟隨骨鑽孔術尧趾外展肌剝離術尧
滑膜切除術尧骨刺切除術等遥 中醫主張野術尧藥尧功野並
重遥 外用中藥燻洗袁常用藥有活血化瘀袁祛寒除濕袁溫
通筋絡袁如木瓜尧牛七尧荆芥尧川椒尧透骨草尧千年健尧
一條根尧當歸尧地鱉蟲尧蜈蚣尧桃仁尧紅花等等袁煎湯燻
洗患處袁每天2次袁每次30min遥 內服補肝腎強筋骨藥
物袁如金匱腎氣丸袁健步虎潜丸袁盤龍七片等遥 亦可使
用針灸艾療局部封閉療法遥
4.2 手法治療的特點院

叶醫宗金鑒窑正骨心法要旨曳曰院野按其經絡袁以通
郁閉之氣袁摩其壅聚袁以散瘀結之腫冶遥 手法可起到舒
筋活絡袁宣通氣血袁改善循環袁使局部郁閉之氣和淤
血消散遥 採用手法治療跟痛症與手術治療的機理是
相似的松解粘連袁減少跖筋膜的內壓袁恢復功能袁減
輕疼痛遥 對於患者來講袁功能恢復袁疼痛消失袁治療目
的就達到了遥 况且手法治療不存在合併症尧後遺症的
問題袁因此病人是樂于接受的遥 我們的手法特點概括
爲以下幾方面院淤辯證施法袁可根據情况選用1~2種
手法遥 于手法輕巧袁作用準確遥 對病情不爲有針對性
的選用手法袁作用部位袁組織袁解剖層次清楚遥 盂松解
粘連袁改善血液循環袁消除無菌性炎症遥 榆操作簡便袁
易於掌握遥虞無副作用及並發症遥愚所用藥物易得而
價廉袁療效滿意袁値得臨床推廣應用遥

336



中醫正骨

上世紀90年代CT應用尙不夠普及袁病人多不富有袁所
以復查資料較少遥 二是療效稍差袁突出物無改變或增
大佔34.5%袁 影響療效的因素之一是適應症掌握不
好袁之二因素與手術操作熟練程度有關袁之三因素與
健康敎育不足有關袁造成短期復發遥

總有效率達到86.3%袁屬於遠期療效袁與其它手
術和非手術相比袁其療效是相差無幾遥 能夠使突出物
消失或縮小逸51%以上袁也佔近半數袁是較理想的結
果遥
3 體會

渊1冤經皮腰椎間盤切吸術原理
經皮腰椎間盤切吸術實質上是髓核摘除袁 將椎

間盤內的髓核切吸或摘出部份袁如順利時袁也可能將
突入椎管內的大部份髓核一併取出遥 所以其主要功
能是椎間盤減壓袁 一是減輕突出物對神經和硬膜囊
的壓力袁減少或解除神經根遥 二是可減輕膠原酶盤內
注射所産生的膨脹性壓力袁減少疼痛反應遥 當準確選
擇需要進行椎間盤減壓的病例袁其作用是確切的袁可
靠的遥

渊2冤眞正的微創
手術進路相當安全遥 雖然手術器械直徑有4~

4.5mm袁由於是由細到粗袁逐節擴張袁病人無痛苦袁痛
閥低者袁做好心理輔導袁僅僅給予局部麻醉即可遥 整
個穿刺進路無重要的神經血管經過袁 實際上細小血
管也少袁至今應用4.5mm工作套穿刺300例以上袁未出
現腰方肌尧 腰大肌及骶棘肌明顯損傷和術後肌內血
腫尧疼痛等現象遥 未出現腰脊神經根和脊神經後支損
傷的病例遥 穿刺時需X線引導的時間袁可縮短到10秒
鍾袁不論操作者和病人均達到微創遥

渊3冤應用器械攻瘀通絡止痛
腰椎間盤內高壓時袁臨床表現爲腰痛如折袁腰部

板硬袁腰肌緊張袁叩擊痛明顯袁痛點固定袁相似瘀阻
症袁此時的藥物活血攻瘀袁難以湊效遥 因爲藥物進入
椎間盤幾乎不可能袁就是靜脈路脫水和激素袁只能對
神根起部份作用遥 此時袁用經皮椎間盤穿刺袁攻入椎
間盤內袁祛除盤內瘀滯渊具有致炎性的髓核組織冤袁即
有顯著的止痛通絡作用遥 曾有病人在接受椎間盤切
吸手術時袁僅僅穿刺部分導管袁未進行髓核摘除袁次
日袁腰腿痛亦鋭減袁眞可謂是野通則不痛冶遥 因此袁我提
倡中藥內外應用解其盤外瘀阻袁 切吸手術攻其盤內
瘀滯袁內外夾攻袁才能縮短療程遥

渊二冤經皮穿刺腰椎間盤膠原酶溶解術
由於經皮椎間盤切吸手術適應症範圍的限制袁

爲了尋找椎間盤較大突出和脫出病例的微創治療手
段袁 因此我們又于1998年引進了經皮穿刺腰椎間盤
膠原酶溶解術遥
1 臨床療效分析

應用盤內尧 盤外和盤內外注射膠原酶治療突出
型腰椎間盤突出症的臨床療效袁 觀察結果爲近期總
優良率68.93%袁 總有效率93.20%曰 遠期總優良率
73.79%袁總有效率84.47%遥三組間近尧遠期療效比較袁
均無顯著性差異渊P>0.05冤遥 認爲盤內尧盤外和盤內外
法三種膠原酶注射法均是臨床治療突出型腰椎間盤
突出症的有效方法遥

應用盤內外聯合膠原酶注射治療突出型和脫出
型腰椎間盤突出症的臨床療效袁 觀察結果突出型和
脫出型腰突症組近期優良率分別爲71.9%/50.0%曰中
遠期優良率分別爲80.8%/71.8%曰組間無顯著性差異
渊P>0.05冤遥 結論是盤內外膠原酶注射法是治療腰椎
間盤突出症的一種有效手段袁 特別是對突出物較大
的脫出型患者亦可取得滿意療效袁 從而擴大了臨床
適應證範圍遥
2 影像學療效分析

CT復查109例袁 其中突出三間隙2個尧 二間隙38
個尧一間隙68個尧共有150椎間盤突出遥 椎間盤突出改
變情况見表3遥

膠原酶溶解腰椎間盤髓核的方法袁 其穿刺溶解
部位有三種袁即盤內尧盤外尧盤內外聯合遥 開始引起此
項新技術時袁 適應症掌握較松袁 各類型的椎間盤突
出袁都未針對性選擇的應用三種部位注射遥 因此袁總
體療效一般袁從表3看出突出物消失和突出物縮小逸
51%的病例達36.7%袁原因在于穿刺技術袁盤外注射
只在硬膜外腔袁並未對準突出的髓核袁尙有部分側突
出型在穿刺時袁針尖偏向椎間盤外口袁致使藥液部分
流入椎間孔外袁影響對髓核的溶解遥

應用盤內尧盤外尧盤內外聯合這三種不同部位的
溶解術對突出髓核影像學改變的影響袁臨床觀察103
例袁結論院術後腰椎間盤突出物的溶解程度盤內法縮
小最多尧盤內外法次之尧盤外法較少袁突出物的溶解
程度與臨床療效有一定的相關性遥
3 體會

渊1冤椎間盤膠原酶溶解術是最具優勢的椎間盤
微創手術

經皮穿刺腰椎間盤膠原酶溶解術的優勢較多袁
手術器械極簡單袁只需穿針遥 膠原酶對於椎間盤和硬
膜囊相當安全袁只溶解膠原渊髓核冤組織遥 由於針細袁
穿刺路徑就多袁側路尧正中尧正偏側路分別可進入到
盤內尧硬膜前方或側方遥 對於腰4-5和部分腰5骶1椎
間盤突出袁幾乎髓核所到之處袁穿刺針均可將膠原膠
送達遥 因此適應症就大大提高了袁只要能打到突出髓
核的靶位袁就有作用遥 所以袁不論髓核突出有多大袁基
本上都可應用本法遥

渊2冤椎間盤膠原酶溶解術的關鍵技術在靶位注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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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位注射是經皮穿刺腰椎間盤膠原酶溶解術的
關鍵技術遥 腰3-4尧4-5的側路穿刺基本都能達到靶
位袁腰5骶1側路穿刺低髂嵴袁稍有難度遥 但高聳髂嵴
則無法準確到達靶位袁此時袁可觀察CT橫斷面情况袁
以CT引導下後正中路或正中側旁路進入袁 避開硬膜
囊袁直達髓核中心遥 靶位注射最大隱患是要防止突出
物已進入硬膜內袁即蛛網膜下腔袁此是注射膠原酶袁
就有能造成藥液進入馬尾袁損害神經袁正確辨別的方
法最好是MRI遥

渊3冤辨證應用椎間盤內外膠原酶注射技術
突出部位的溶解是主靶點袁 但椎間盤內溶解的

作用不可偏廢遥 盤內壓力不降袁減壓不足袁影響療效袁
也還可能引起日後再突出遥 盤內不用膠原酶袁盤內的
致炎源不能消除袁膠原酶除有溶解作用外袁還有抗炎
效果遥所以袁要需釜底抽薪袁才能達到治病求本遥但是
盤內注射必須有個前提袁盤內要有高壓症狀袁就是瘀
血阻滯要明顯袁如無盤內高壓袁只需靶位穿刺即可遥
臨床無瘀阻症狀袁盤內不大可能存在高壓袁常常是全
盤纖維環膨隆袁椎間失穩袁表現爲腎虛症狀袁不應再
向盤內攻瘀袁否則傷肝腎遥

渊三冤經皮腰椎間盤切吸聯合膠原酶溶解術
由於在應用膠原酶椎間盤內溶解中袁 最常見的

並發症就是術後疼痛袁部份病人甚至較嚴重袁爲瞭解
決這個問題袁 于2002年開始聯合應用椎間盤切吸術
和膠原酶溶解術遥
1 臨床療效分析

全部病例171袁近期總優良率72.88%袁總有效率
96.61%曰遠期總優良率72.88%袁總有效率86.44%遥 但
各組間近尧遠期療效差異均無顯著性意義渊P>0.05冤遥
結論是以上3種不同聯合療法均是臨床治療突出型
腰椎間盤突出的有效方法袁且不良反應少渊4冤遥
2 影像學療效分析

CT復查89例袁90個椎間盤遥椎間盤突出改變情况
見表4遥

從表3的突出物消失和突出物縮小逸51%的病
例並未顯著超過以上二個療法袁爲此袁我們將膠原酶
盤外硬膜外溶解袁改爲靶位穿刺溶解遥 表中的椎間盤
突出物消失28.9%袁遠高於膠原酶溶解術袁這些病例
數主要地來源于靶位注射遥
3 體會

渊1冤聯合微創手術的互補作用
椎間盤吸切術中工作套管常有盲角袁 使得減壓

作用降低遥 膠原酶溶解椎間盤內之髓核袁多因注入1~
2ml藥液袁造成盤內短期高壓狀態袁接着在溶解過程
中袁盤內壓進一步升高袁造成明顯的腰痛或腰腿痛遥
切吸術是逐瘀外出袁注射膠原酶是化瘀于盤內袁減壓
祛瘀原理應是一致的遥 爲此袁我認爲先進行椎間盤切

吸袁再行膠原酶盤內溶解袁由於盤內的壓力經切吸後
已降低袁注射膠原酶後短期高壓狀態就不再出現遥 切
吸術解除了膠原酶溶解術後疼痛反應袁 膠原酶溶解
術又彌補了切吸術減中的不足袁 同時增強盤內的抗
炎作用遥

渊2冤經皮腰椎間盤切吸聯合膠原酶靶位穿刺溶
解術

因爲膠原酶盤外硬膜外溶解袁藥物濃度難集中袁
溶解髓核受到影響遥 由此袁 將膠原酶盤外硬膜外溶
解袁改正爲膠原酶靶位穿刺溶解袁使膠原酶基本集中
于突出于椎管內的髓核中袁 大大提高對髓核的溶解
程度遥 目前觀察的病例數尙不夠多袁但從幾例巨大突
出病例中看到前景遥

應用靶位穿刺關鍵是穿刺技術要過硬袁 術前對
影像認眞的分析和必要的測量袁設計最佳穿刺路徑遥
如用X線增強顯示屛爲引導袁術中要掌握好穿刺針角
度曰如CT引導袁則可通過電腦計算修正穿刺角度袁最
後抵達突出外周和進入靶心遥
三尧討論
1 診斷要準確規範

腰椎間盤突出症的臨床診斷一定要以胡有谷的
四條診斷標準爲準繩遥 壓迫點要觀察準確和可靠袁不
可單純憑影像髓核突出加坐骨神經痛袁 也不可單純
以坐骨神經放射路線和病變椎隙一致袁 就認爲診斷
準確袁一定要找到壓迫點或稱責任病竈遥

再提出一個新的手術適應症袁 就是要有瘀血阻
滯的診斷遥 腰椎間盤微創手術的基本原理就是減壓袁
因此袁要有椎間盤高壓袁所謂椎間盤高壓袁就是中醫
瘀阻型腰椎間盤突出症遥 非瘀阻做了減壓袁療效差袁
甚至還有危害遥 瘀阻症狀要顯著袁肝腎虧損兼有點瘀
也非適應症遥
2 不要唯髓核壓迫論

腰椎間盤突出症是一個椎間盤單元的病袁 是一
個腰椎內外不平衡的病袁 也是一個脊柱整體失衡的
病遥 髓核突出部位是主要責任病竈袁還有不少的次要
責任病竈遥 在腰椎間盤突出症的基礎上袁還有橫突綜
合徵尧梨狀肌綜合徵尧棘上韌帶尧棘間韌帶尧橫突間韌
帶的病損袁脊神經後支卡壓綜合症等合併症袁都必須
明確袁才能提高療效袁才能使病人眞正感到症狀改善
了遥
3 失穩是影響療效的最大因素

沒有椎間盤高壓症狀的腰椎間盤突出症袁 多半
是病程較長袁椎間隙較窄袁髓核除了向後側突出袁還
向四周膨出袁這種情况要注意是否有失穩現象遥 如進
行微創手術治療袁療效一定是不好袁或近期療效不顯
著遥要進行動態腰椎攝片袁明確診斷遥這就是野平和腰
椎間盤理論冶 重要觀念袁 這類型椎間盤突出如用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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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名稱 治療例數 CT復查例數

經皮腰椎間盤切吸術 121 28
經皮穿刺腰椎間盤膠原酶溶解術 226 109

經皮腰椎間盤切吸聯合膠原酶溶解術 171 89
合計 518 226

表1 腰椎間盤突出症微創手術後CT復查數據表

突出物變化 椎間盤數 %

突出物消失 8 27.6
突出物縮小逸51% 6 20.7
突出物縮小臆50% 5 17.2

突出物無改變或增大 10 34.5
合計 29 100

表2 經皮腰椎間盤切吸術後影像改變情况

突出物變化 椎間盤數 %

突出物消失 27 18
突出物縮小逸51% 28 18.7
突出物縮小臆50% 36 24

突出物無改變或增大 59 39.3
合計 150 100

表3 經皮穿刺腰椎間盤膠原酶溶解術後影像改變情况

突出物變化 椎間盤數 %

突出物消失 26 28.9
突出物縮小逸51% 10 11.1
突出物縮小臆50% 22 24.4

突出物無改變或增大 32 35.6
合計 90 100

表4 經皮腰椎間盤切吸聯合膠原酶溶解術後影像改變情况

吸尧消融的減壓手段袁只會加重髓核的壓迫袁導致椎
間失穩遥
4 適度應用腰椎間盤微創手術

根據野平和腰椎間盤理論冶的觀點袁椎間盤微創
手術雖有快速攻瘀作用袁 對椎管結構的基礎也不産
生破壞袁與切開手術相比是微創袁但對於椎間盤結構

仍是有破壞袁可導致椎間盤單元的微細不平衡袁也只
能是適度應用遥 因此袁近年袁我科廣泛應用野平和腰椎
間盤理論冶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袁許多需要切開手術
的袁改爲微創手術袁許多本來可以應用微創手術的袁
也逐步被平衡治療所替代遥

中醫正骨 339



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前言
一尧關節基本功能及病症

髖關節功能活動範圍院屈130毅-140毅超伸10毅-15毅
外展30毅-40毅內收20毅-30毅外旋30毅-40毅內旋4毅-50毅遥
髖關節損傷常見症狀袁髖股關節移位尧彈響髖及髖關
節滑囊炎遥 髖股關節移位則髖部疼痛袁 活動功能喪
失袁前下脫者髖外側凹陷袁腹股溝部會高突遥 彈響髖
者袁病人站立或臥于健側主動屈曲尧內收或內旋袁髖
關節有彈響聲袁若被動屈曲尧內收尧內旋則無彈響聲遥

髖關節滑囊炎者袁髖關節屈曲尧內收或內旋會增
加疼痛袁大轉子後方有壓痛遥 膝關節院爲滑膜性關節
的屈戌關節遥 包括股骨下端尧脛骨上端尧髕骨尧半月
板尧韌帶尧關節囊所組成遥 關節活動功能袁屈135毅超伸
5毅-10毅遥

股骨院 爲人體內最長又堅固的骨骼袁 上端呈球
形袁崁入髖骨之髖臼袁構成髖關節袁股骨端與骨幹之
間細小部份爲骨頭遥 頭與骨幹之間袁 有大小粗隆突
起袁下端有兩個關節課袁與脛骨袁髕骨構成膝關節遥

髕骨院即膝蓋骨袁爲一種子狀骨袁位于膝關節處袁
略呈三角形袁尖端在下袁部埋于肌腱中袁後面與股骨尧
脛骨尧腓骨構成膝關節遥

脛骨院爲小腿內側之長骨袁分爲上端袁骨幹袁下端
三部分遥 與腓骨並列袁脛居內而腓居外袁上端寬而扁
平袁 有兩個骨髁與股骨構成膝關節袁 關節面之前下
方袁有一突起袁稱爲脛骨粗隆遥 外髁下方與腓骨頭構
成上脛腓關節遥 下端扁平光滑袁與距骨腓骨構成踝關
節遥 內側突起爲內踝袁 外側部與腓骨構成下脛腓關
節遥

腓骨院位于小腿脛骨之外側袁爲一細長之骨袁上
端與脛骨外髁構成關節袁下端突出爲外踝遥 脛腓骨下
端與跗骨連接形成踝關節遥

膝關節損傷常見症狀院
1.膝脛韌帶損傷袁則膝內側疼痛袁小腿外展更痛遥
2.膝腓韌帶損傷袁則膝外內側疼痛袁小腿內旋受

限而痛遥
3.膝前交叉韌帶損傷袁因膝度或強力外展尧外旋

所致遥 若膝關節屈曲袁暴力從脛骨上端向後推擊袁使
膝後交叉韌帶損傷袁膝腫痛活動受限遥

4.半月板損傷院仰臥屈膝袁小腿外旋尧內展尧並使
膝關節伸直而痛袁爲外側半月板損傷遥 反之袁小腿內

旋尧內翻尧並使膝關節伸直而痛袁爲外側半月板損傷遥
半月板在膝關節髕韌帶與膝內或外側韌帶之間尧損
傷原因院

1.膝關節韌帶損傷後關節不穩定遥
2.膝關節半屈位旋伸小腿遥
3.蹲位或跪位過久袁半月板受擠壓或牽拉遥
4.肥胖體重過大壓迫損傷遥 病人俯臥屈膝90毅在

足跟加壓並旋轉而誘發膝關節疼痛則半月板損傷遥
足踝關節院是由脛尧腓骨下端和距骨構成遥
跗有七塊袁上端與前述構成關節袁下端與蹠骨構

成關節遥
蹠骨五塊構成足背袁上端與跗骨尧下端與趾骨構

成蹠趾關節遥
趾骨院左右各十四塊袁各趾間爲趾間關節遥
踝關節功能活動範圍院足內翻30毅足外翻30毅-35毅

踝蹠屈20毅-30毅踝背伸40毅-70毅遥
足踝關節部損傷袁因構成關節軟組織尧韌帶尧遭

受外力急性牽拉袁以致局部腫脹尧疼痛尧活動功能受
限遥

足踝關節常見院腓側韌帶損傷與脛側韌帶損傷遥
踝過度內翻者袁 腓側韌帶損傷袁 則外踝的前下

方袁有明顯腫脹疼痛遥
若踝過度外翻者袁脛側韌帶損傷袁則內踝的前下

方袁有明顯腫脹疼痛遥
足跟痛渊跟後滑囊炎冤院足跟部腫痛袁由於跟骨骨

刺或尧足跟結節滑囊炎尧或足跟部脂肪墊的變性尧鈣
化尧而出現足跟痛遥

關節組織損傷的原因院
窑外力傷害要要要直接暴力尧間接暴力遥
窑慢性勞損要要要不正確勞動姿勢尧 不良生活習

慣遥
窑七情所傷要要要喜尧怒尧憂尧思尧悲尧恐尧驚遥
窑感受外邪要要要風尧寒尧暑尧濕尧燥尧火遥
窑體質強弱 組織退化
窑年齡差異
關節組織損傷的種類
窑開放性損傷院人肢體受外力傷害而突發性外傷

之症袁造成肢體皮肉破損者袁皮下及深部組織與外界
相通遥

窑閉合性損傷院損傷皮膚仍保持其完整性遥

治療關節損傷常見症狀

國際醫科交流大學傳統醫學博士 高啓瑞渊台灣冤

340



渊1冤急性損傷院又稱爲新傷袁人肢體受突發性外
力傷害而造成的損傷袁病情不超過兩星期遥

特點院一般有明顯外傷症狀袁局部出現疼痛袁腫
脹袁瘀種袁活動功能障礙遥

渊2冤慢性損傷院又稱爲舊傷袁一般是指急性損傷
後失治或治療不當超過兩星期以上未愈袁 而轉成慢
性損傷遥

特點院 外傷症狀不如新傷明顯袁 或因與七情六
欲尧生理機能衰退尧勞損關係密切遥

關節損傷常見症狀院
窑人體受到外來暴力之作用袁 致引起的皮肉挫

傷尧筋骨尧關節扭傷或拉傷尧臟腑等組織的損傷袁所表
現之症狀遥 損傷局部會出現疼痛袁腫脹袁瘀斑袁麻木或
肌肉萎縮袁關節生理機能障礙遥 甚至畸形遥

窑關節囊損傷異常袁包括關節面尧關節腔尧關節周
圍組織袁臨床上是一系列的治療方法袁是傷骨科重要
治療之技術遥

扭傷院可動關節或少動關節袁由於旋轉尧牽拉或
肌肉猛烈而不正常的收縮等直接暴力袁 其豁然發生
超出生理活動範圍時袁可使肌肉尧肌腱尧韌帶尧筋膜尧
關節囊過度扭曲尧牽拉而引起撕裂尧斷裂或移位尧也
可以引起關節的策細錯縫遥

例如院踝關節因行走或奔跑于不平的道路袁或由
高處跌下袁使踝關節突然極度內翻或外翻據傷遥

挫傷院由於跌僕撞擊或重物擠壓等袁外力直接傷
害于肢體而引起的閉合性損傷遥 挫傷是外力直接撞
擊局部皮下或深部組織損傷爲主袁輕者局部血腫尧瘀
血曰重者肌肉尧肌腱斷裂尧關節微細錯縫或血管尧神
經尧經脈和氣血尧甚至傷及臟腑而造成內傷遥

擠壓傷院 由於肢體直接受物體推移擠壓與旋轉
擠壓之外力袁造成皮下及深部組織爲主的嚴重損傷遥

例如院上肢絞入機械皮帶內袁被汽車車輪擠壓造
成的損傷遥

骨錯縫院 骨錯縫是指可動關節或少動關節受外
力的旋轉尧牽拉尧扭傷袁挫傷而發生關節組織細微的
錯動而言袁也稱爲骨縫開錯遥 骨錯縫程度嚴重者袁損
傷關節組織生理活動超于範圍極限遥 即爲關節脫位袁
引起關節功能活動障礙和局部的變形疼痛尧腫脹遥

關節病變院類風濕性關節炎尧退化性關節炎尧僵
直性關節炎尧痛風尧冰凍肩等遥 或慢性勞損過度袁經年
累月於人體而致的病變遥

創作性脫臼院關節移位活動受限尧關節變形尧腫
痛遥

骨折院局部疼痛尧腫脹尧功能障礙尧變開活動異常
等遥

推拿整復手法的適當作用院
1.活血化瘀袁消腫止痛遥

2.急慢性關節軟組織之損傷遥
3.肌肉組織之操作與勞損性疾病遥
4.舒筋活絡袁解除功能障礙袁防止關節組織變形遥
5.整復關節組織之錯位遥
6.疏通經絡袁調和氣血袁促進組織循環遥
7.骨骼損傷後期或關節僵硬尧僵直尧肌肉萎縮遥
8.風尧寒尧濕尧邪凝結筋骨關節袁致肢節疼痛尧功能

障礙遥
9.推拿關節組織功能損傷之並發病遥
推拿整復手法的基本規範院
掖醫宗金監袁手法總論业一旦臨症袁機觸于外袁巧

生於內尧手隨心轉袁法從手出遥
以手摸之袁自悉其情袁法之所施袁使患者不如其

苦袁方稱爲手法也遥
審證施法辨明病情
窑推拿整復必須先瞭解骨骼結構及生理功能袁辨

明病情尧損傷程度尧病因尧挫傷尧拉傷尧錯縫尧脫臼尧骨
折等袁再擬定治療手法遥

窑手法之運用是推拿整復技巧使出得宜則愈好
快速遥

窑仍須依審證施法要點袁觸診尧望診袁從有諸內必
形諸外的道理袁測知身體結構變化遥

窑再以熟練技巧袁手法宜輕宜重的過度袁剛柔相
濟袁方能得心應手遥

關節損傷推拿整復手法運用
醫宗金監袁 根據靈樞骨度篇闡明瞭人體周身的

骨度尺寸袁提倡摸尧接尧端尧提尧按尧摩尧推尧拏八種手
法遥

窑推拿整復手法的特點院腋離而複合袁 推之復位夜
之原則遥 施用各種不同手法遥

1.關節移位活動受限尧關節變開尧腫痛遥處置宜牽
引尧推按尧屈伸尧收展尧揉法等遥 四肢關節的損傷袁手法
以恢復關節活動功能袁多以屈伸旋轉手法爲主遥

2.韌帶尧筋尧肌腱尧關節囊軟組織等袁拉傷或挫傷袁
症狀表現疼痛尧腫脹尧瘀血斑尧功能障礙遥 處置則疏經
活血尧化瘀尧通經活絡尧止痛尧手法操作宜推拿尧按揉尧
生理功能運動等遥

3.脫位袁關節移位活動受限尧關節變形尧種痛遥 處
置宜牽引尧推按尧屈伸尧收展尧揉法等遥

4.骨折尧局部疼痛尧腫脹尧功能障礙尧變形活動異
常等遥 處置宜骨折接合復位尧固定袁使骨折端之連接
以促進骨痂分泌增生加強癒合遥

整復手法的禁忌注意事項院
渊1冤急性筋傷肌腱或韌帶撕裂袁局部劇痛或腫脹

瘀血嚴重者袁愼用手法遥
渊2冤急性脊柱或脊髓損傷袁症狀診斷尙不明確的

者禁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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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脊椎側彎是脊椎門診相當常見的疾病袁 也是最

令病者沮喪的疾病之一袁 因爲一旦被診斷是脊椎側
彎袁醫師往往囑咐院野先穿背架袁每半年來追踪一次袁
等到夠嚴重了渊40度冤再來開刀浴 冶

等它嚴重再治療钥
所謂野脊椎側彎冶是指脊椎向左右側彎曲變形袁

並合併椎體旋轉到曲線的凸側如果是因姿勢不良尧
肌肉不平衡造成側彎變形袁爲功能性袁脊椎側彎袁通
常不超過10度曰如因脊椎本身異常造成側彎彎形袁爲
野搆造性袁脊椎側彎袁多半具有先天遺傳傾向袁若角度
在10度以上袁需要積極治療遥

野脊椎側彎冶袁是兒童與靑少年脊椎發育的頭號
殺手袁 據統計袁 台灣學童罹患脊椎側彎的比較爲
10.10%19.34%袁 即每十名學童中就有一到兩人有不
同程度的脊椎側彎袁一般説來袁正在發育的兒童及靑
少年最容易脊椎側彎袁惡化的速度也比其他時期快袁
女生約是男生的九倍遥

靑春期 矯正最有效
雖然靑春期是脊椎側彎惡化速度最快的時候袁

卻也是治療效果最好的時候袁 脊椎側彎一定要開刀
嗎钥 目前台灣醫界對於脊椎側彎的治療袁多半採取的
原則是院40度以上者考慮手術矯正曰20至40度間建議
穿着背架預防惡化曰20度以下者作居家運動袁每半年
回診一次袁根據硏究顯示袁單獨作運動或穿着背架或
許能減緩側彎的惡化袁卻無法有效改善側彎程度遥

美式整脊非手術治療技術袁 尤其于脊椎側彎的
治療多有著墨袁美式的脊椎側彎非手術治療袁整合多
種非手術治療的精華袁包括院以矯正鞋墊矯正長短腳
與骨盆歪斜尧背架治療尧脊椎手法治療尧電氣治療尧與
運動治療等遥

20度以上 背架不可缺
若骨盆因長短腳或其他原因造成偏斜袁 整個脊

椎就會形成側彎遥 因此矯正脊椎側彎首要確保骨盆
在正中位置袁必要時需訂制矯正鞋墊袁以矯正長短腳
與骨盆的歪斜遥 雖然穿着背架無法積極改善脊椎側
彎袁但能保持矯正的成果袁並預防側彎惡化袁足矯正
20度以上的脊椎側彎不可或缺的重要配備遥

整合療法導正脊
脊椎側彎的治療院
1. 非結構性脊椎側彎袁 只要解決其造成的原因

就可恢復
2. 結構性脊椎側彎的治療袁 就要按照其發生的

年紀袁嚴重的程度尧造成的原因來安排治療計劃遥
渊1冤輕度脊椎側彎 運動治療下面詳述
渊2冤中度脊椎側彎 穿背架加上運動治療高位的

脊椎側彎渊Apex>T8)者袁一般用Milwaukee背架袁低位
的脊椎側彎一般用Boston或OMC背架尧背架一天要穿
23小時袁要穿到骨骼成熟

渊3冤重度脊椎側彎袁需考慮手術治療
3.其他一些治療袁例如院牽引尧電刺激
脊椎側彎的運動
增加緊縮結構的柔軟度渊圖3尧4尧5尧6尧7冤
伸長軀體渊圖8尧9冤
伸展膀子尧肩胛和髖部肌肉
加強腹肌肌力渊圖10冤
加強有尧腰以及髖部伸肌群渊圖11尧12冤
加強較弱肌群渊圖13尧14冤
深呼吸運動
結論

脊椎手法漢療則是美式脊椎側彎非手術治療的
特色袁運用力學原理將歪斜的脊椎導正袁並增加阻滯
椎體的關節活動度遥 治療與運動治療可以強化脊椎
凸側肌肉的肌力袁舒緩脊椎凹側肌肉的張力袁是整體
治療計劃缺之不可的項目袁 這種脊椎側彎的非手術
整合療法應用于台灣的患者袁 初期的療效頗令大振

治療脊椎側彎

台灣中醫藥研究委員會 廖信鑰

渊3冤診斷爲惡性腫瘤尧骨關節結核尧骨髓炎等患
者袁愼用或禁用遥

渊4冤身體虛弱損傷尧老年骨質疏鬆症袁伴有臟腑
病變者袁愼用或禁用遥

渊5冤有嚴重皮膚損傷或出血感染者袁禁用或愼
用遥

損傷藥物之規範院

窑肌體損傷宜辨證尧經絡尧臟腑尧氣血盛衰等袁爲
用藥依據袁整體兼顧袁施以藥物內服外敷與推拿整復
手法袁互相結合應用爲原則

窑初期院活血化瘀尧消腫止痛尧
窑中期院行血理氣尧通利關節尧
窑晩期院通經活絡尧強壯筋骨遥

342



中醫正骨

腰椎間盤突出是腰腿痛的常見病因遥 在我國袁每
百萬人口中約有120人因腰椎間盤突出症而進行手
術遥 然而袁仍有相當一部分患者術後殘餘或復發腰腿
痛遥 腰椎手術失敗綜合徵 渊Failed Back Surgery
Syndrome袁FBSS冤 是困擾脊柱外科醫生的一個問題遥
儘管FBSS通常是由於診斷或手術操作的失誤所造
成袁但其他一些重要原因包括醫源性腰椎不穩尧繼發
性側隱窩和中央椎管狹窄尧 椎間盤突出復發和硬膜
外纖維化遥 其中袁硬膜外纖維化越來越被認爲與術後
持續的下腰痛有關遥 如何預防和治療腰椎間盤術後
的硬膜外纖維化袁提高手術療效袁一直是骨科領域關
注的熱點遥 本文僅就近年來國內外的相關硏究進展
進行綜述遥
1 硬膜外纖維化的病因

硬膜外纖維化是機體對創傷的修復反應袁 其來
源和導致粘連的確切病因尙不清楚遥 1948年Key和
Fod首先提出椎板切除術後的疤痕來源椎管前方的
纖維環和後縱韌帶的前源性學説遥 而在另一項硏究
里發現殘餘的椎間盤碎片進入硬膜外間隙時袁 會激
發炎症反應袁産生硬膜外粘連袁突出的椎間盤可以被
疤痕組織包繞遥 1974年LaRocca和McNabb則提出後
源性學説袁 把硬膜外疤痕組織稱爲 野椎板切除術後
膜冶袁 認爲其來源于椎板切除區受損的腹膜外直肌遥
1990年Songer等提出了纖維化形成的三維立體學説袁
認爲其旣來自後方受損的椎旁肌尧 也來自前方受損
的纖維環和後縱韌帶遥1997年Einhaus 等提出血源性
學説袁 也就是説成纖維細胞除來源于局部本身受損
細胞外袁 更多的由血管游離出來的內皮下細胞和血
管外膜細胞演變而來遥

綜上所述袁 硬膜外纖維化是腰椎手術後傷口癒
合的自然過程袁其形成受諸多因素的影響遥 手術創傷
所導致的炎症反應是瘢痕組織形成的重要原因遥 而
術中椎旁動脈和硬膜外靜脈的出血導致硬膜外血
腫袁是成纖維細胞趨化尧聚集的中介袁則加重了疤痕
的緻密程度遥 另外袁術中過多的燒灼硬膜外靜脈叢袁
會抑制神經根的營養而導致硬膜外粘連曰 術中使用

後剩餘的棉絮以及操作時過多的硬膜牽拉尧 過重的
終板刮除也會引起過多的炎症反應從而導致硬膜外
粘連遥 一項硏究表明袁在纖維蛋白不正常的患者中袁
術後影像學出現硬膜外纖維化粘連的頻率很高遥
2 硬膜外纖維化的病理機制

FBSS和硬膜外纖維化的關係一直存在較大的爭
議遥 大部分脊柱外科醫生認爲硬膜外纖維化尧瘢痕組
織粘連導致神經根受到激惹尧壓迫尧缺氧變性和活動
受限袁 而脊神經根背側神經節對機械變形特別敏
感袁 因此導致疼痛復發遥Marron等通過MRI評估發現
疤痕數量和腰痛成正比遥 ROSS等發現FBSS患者硬膜
外腔前方瘢痕組織可能長期處于不成熟狀態遥 而前
方的瘢痕組織與椎間盤和終板的功能及生物力學病
變緊密相關遥 他們認爲纖維化的程度和術後疼痛有
關遥 但Cervellini等發現FBSS患者椎管纖維化與成功
患者的纖維化沒有顯著區別袁 而高度纖維化在成功
患者中更常見遥 Coskun認爲硬膜外纖維化的程度和
患者的疼痛評分和功能障礙評分之間沒有關係遥 因
此認爲疼痛與纖維化無關遥 至今仍沒有人能夠解釋
爲什么影像學看到纖維粘連袁在一些患者導致疼痛袁
而其他一些人卻沒有遥 Coskun的硏究小組建議在評
估FBSS時應考慮心理因素在內袁 使用抗抑鬱藥治療
可以減輕慢性疼痛病人的閾値袁 並保持患者的心理
狀態更穩定咱12暂遥
3 硬膜外纖維化的預防和治療

3.1 手術操作預防 微創性外科手術仍然是預防硬膜
外纖維化的主要方法遥 提倡有限手術袁儘量使用小的
手術切口袁操作輕柔仔細袁減少組織的破壞袁良好的
止血袁間盤切除後硬膜外腔冲洗袁避免棉絮等異物遺
留袁 術後保持引流通暢是減少這種並發症的最基本
措施遥
3.2 藥物預防 預防治療的目的就是清除纖維增生
因子遥 非甾體類抗炎藥可以抑制前列腺素的産生袁降
低毛細血管通透性袁減少炎症反應的擴散袁從而控制
纖維細胞的增生遥止血劑可以減少纖維素的産生遥纖
維溶解酶和血栓溶解酶袁 可以快速清除手術區域的

中西醫防治腰椎間盤術後硬膜外纖維化的硏究進展

王漢龍 陳長賢 賴展龍 柯曉斌

渊泉州正骨醫院脊柱科袁福建 泉州362000冤

奮遥
美國許多州在學童入學國小時即完成脊椎側彎

的節檢尧反觀我國袁則直到國小六年級才有部分學校

進行脊椎側彎篩檢袁 如果能在國小一级至六年級都
能篩檢脊椎側彎袁將能及早矯正孩子的骨骼發育袁並
節省龐大的醫療開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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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腫袁使硬膜外纖維化減少袁起到預防硬膜外纖維化
的作用遥Songer報道使用透明質酸鈉可以減少纖維化
的形成遥 目前認爲類固醇藥物只在短期內有抗粘連
和蛋白滲出的作用袁 只能延緩椎管內瘢痕組織的增
生形成而不能減少遥 其臨床效果尙存在爭議遥

3.3 機械材料預防 基于野椎板切除術後膜冶的理
論袁 很多學者嘗試用各種材料作爲機械屛障來預防
硬模外疤痕的形成遥 主要有生物材料渊游離脂肪尧硬
脊膜片尧骨塊冤尧軟性非生物材料渊可吸收明膠海綿尧
骨蠟尧纖溶酶原激活劑凝膠冤尧固體非生物材料渊聚四
氟乙烯尧膜尧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冤尧粘性材料渊透明質
酸尧APCOL-L尧幾丁糖尧膠原爲基礎的密封劑袁纖維
素冤遥 自體脂肪移植可以有效的減少術後硬膜外疤痕
形成的程度袁操作簡便袁不增加病人的負擔遥 但近年
來有不少並發症的報道袁如脂肪移位尧萎縮尧液化尧壞
死導致産生過多的硬膜外纖維化遥 其他材料方面雖
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袁但部分尙處于硏究階段袁未在
人體使用袁其臨床療效也還有不少爭議遥 人工脊柱膜
和可吸收粘連隔膜渊ADCON-L冤是目前最爲廣泛接
受和使用的方法袁 但弊端在于明顯增加了患者的負
擔和再次手術的風險袁同時有使用ADCON-L限制了
破裂硬脊膜的修復袁 導致腦脊液漏的可能的報道遥
綜上所述袁 最理想的的材料應是有良好的生物相容
性袁不影響切口內組織癒合尧能夠抑制炎症反應袁 減
少纖維化袁提供全方位保護的半液體狀的粘性物質遥
3.4 放療 Gerszten等實驗硏究發現院術前或術後24h
對椎板切除部位進行低劑量的放療袁 可以有效的預
防術後硬膜外纖維化袁且沒有傷口不癒合尧感染等並
發症出現遥 雖然放療的風險性較小袁但對適宜人群仍
有一定的限制遥
4 中醫藥治療

4.1 理論認識 大部分學者認爲主要屬於 野血瘀冶範
疇袁同時與氣血尧風寒濕尧肝腎相關遥 白玉等認爲該病
因手術所累袁 椎骨及其附屬組織受損袁 血溢脈外袁
離經之血阻滯氣機而爲氣滯袁 氣滯血瘀則爲腫爲
痛袁 瘀血日久不散則爲疤痕組織增生遥 于沈敏等則
提出野痰夾瘀血礙氣而病冶是本病的重要發病環節遥
周正新等認爲手術致正氣虛弱尧 脈絡損傷袁 瘀血阻
滯袁氣血運行不暢袁水濕內阻袁瘀血水濕互結爲患遥
4.2 臨床報道 目前針對硬膜外纖維化的臨床報道還

較少遥多按中醫學野腰痛野來進行宏觀辨證治療遥治法
上主要以益氣活血化瘀通絡袁利水消腫之法治療遥 白
玉等採用 野身痛逐瘀湯野治療術後硬膜外瘢痕粘連
47例袁優良率90.4%遥 睦承志等用補陽還五湯爲基礎
方袁益氣活血利水袁治療腰突症術後疼痛袁療效較好遥
于沈敏等採用野石氏牛蒡子湯野活血豁痰袁疏通經絡袁
臨床療效良好遥 蘇寅等將腰突症術後疼痛辨證爲瘀
血化熱尧血虛血瘀和腎虛血瘀三型袁用益髓消腫湯隨
證加減袁優良率達96%遥 手法推拿具有活血化瘀袁舒
筋通絡袁松解粘連袁 軟化疤痕袁作用袁在預防腰椎間
盤突出症術後症狀復發方面也有報道遥 趙敏輝等報
道在酌情選用骶麻尧硬膜外麻醉或神經根管麻醉後袁
于雙側骶棘肌部位以滾法爲主袁配合按揉尧彈撥等手
法曰結合抬腿尧腰部斜扳尧屈髖屈膝等方法袁使粘連得
到松解遥 結果院25例中治愈18例袁顯效4例袁有效2例袁
總有效率爲96%遥
4.3 實驗硏究 中醫藥預防和治療腰突症術後硬膜纖
維化袁目前還缺乏比較客觀性和科學性的硏究遥 朱勇
等硏究川芎嗪渊四甲基吡嗪TMP冤對硬膜外疤痕粘連
形成及疤痕中的碱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和琢-平滑
肌肌動蛋白表達的影響袁從分子角度探討TMP 防治
硬膜外疤痕粘連的機制遥 認爲局部使用TMP後能抑
制椎板切除術後的硬膜外疤痕粘連形成袁 晩期療效
優于透明質酸鈉遥 TMP可能通過降低碱性成纖維細
胞生長因子的表達袁從而抑制硬膜外疤痕粘連形成遥
沈權等用兔模型硏究黃芪對術後硬膜外瘢痕影響的
效果袁 結果發現黃芪組明顯抑製成纖維細胞分泌功
能袁抑製成纖維細胞轉化遥 王錫陽等實驗證實玻璃酸
鈉和川芎嗪混合液能夠有效地預防腰突症術後硬膜
外粘連遥 萬小明等通過臨床實驗硏究丹參預防椎板
切除術後硬膜外粘連的效果遥 結果證實丹參組術後
各期硬膜外膠原纖維生成量明顯少于空白組與明膠
海綿組遥 靳鐵成等硏究黃芪桂枝五物湯對椎板切除
術後硬膜外粘連的干預作用機理和效果袁 證實採用
益氣通絡的藥物可以抑製成纖維細胞增生袁 膠原含
量減少袁阻止硬膜外粘連形成遥

渊作者簡介院王漢龍 男袁1976年1月袁1999年畢業于福建中

醫學院渊現福建中醫藥大學冤骨傷專業袁學士袁現任職泉州正骨

醫院袁脊柱外科學科帶頭人袁主治醫師遥 主要從事脊柱外科方

面的硏究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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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我科使用翔宇牌HYZ要要要I/II型燻蒸治療
機袁採用先進的中藥液化裝置袁通過數字智能化控制
恆溫/電腦控溫袁使中藥藥液産生中藥蒸汽遥 患者在
燻蒸治療時袁能通過蒸汽熱敷使全身毛孔張開袁毛細
血管網開放袁在蒸汽環境內袁肌體內邪外出袁藥物離
子通過對患病部位和經絡病變區進行有效滲透袁藥
力直達病竈遥 通過改善微循環袁鬆弛骨骼尧鎮痛袁活絡
關節而達到治療作用遥

腰椎間盤突出症是骨傷科一種疑難病袁 好發于
靑壯年遥 由於受風寒濕邪侵襲袁跌僕勞傷以及肝腎虧
虛袁氣滯血瘀所致遥 臨床表現腰部疼痛袁下肢放射痛
及麻木袁間歇性頗行袁在咳嗽時疼痛加重等症狀遥 本
科自2005年以來袁 採用中藥燻蒸配合治療腰椎間盤
突出症袁收效顯著遥 現介紹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一般資料院腰椎間盤突出症患者100例袁全部是
住院患者遥 觀察組50例袁男性30例袁女性20例袁年齡
18-70歲袁病程10天到12年遥 對照組50例袁男28例袁女
22例袁年齡20-65歲袁病程15天到13年袁一般情况基本
相同袁具有可比性遥

診斷標準院 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1994年發佈
的叶中醫病症診斷標準曳中腰椎間盤突出症的診斷標
準進行診斷遥 結合腰椎X線片尧CT或MRI檢查確診遥

排除標準院全部病例無嚴重肝尧腎功能障礙袁嚴
重精神病或心臟病尧高血壓尧糖尿病患者遥
2 治療方法

觀察組 使用翔宇牌JYZ要要要芋型腰椎治療多
功能牽引床袁 行腰椎電腦牽引30分鐘後採用下述治
療方法遥

評估院主要臨床表現尧旣往史尧藥物過敏史尧體
徵尧燻蒸部位的皮膚情况尧心理狀况遥 女性病人評估
經尧産尧帶史遥

物品準備院中草藥尧紗布袋尧水渊中草藥方院生麻
黃15g尧制川草烏15g尧海桐皮15g透骨草15g等冤遥

燻蒸床準備院打開燻蒸機面的帶孔鋼板袁加入適
量清水渊以埋位加熱器2-3cm爲宜冤袁將中草藥用紗布

袋包好投入水中袁浸泡10min遥 打開燻蒸機開關和調
溫開關袁把溫度設定爲100毅袁讓中藥水煮沸10分鐘袁
再調整調溫開關袁把溫度設定在50毅左右遥

患者準備院核對姓名尧診斷尧給病人做好解釋取
得合作尧取合適體位袁暴露燻蒸部位遥

燻蒸院旋轉對應部位渊腰背部尧腰骶部冤進行中藥
氣療袁時間設定爲30min遥

觀察院保持藥液溫度袁詢問患者有無不適袁防止
燙傷遥

燻畢院用干毛巾擦干燻蒸部位袁防止着涼袁注意
補充水分遥

整理院協助衣着袁病人回病房休息遥
記録院燻蒸部位尧皮膚情况尧病人反應遥
對照組 使用翔宇牌JYZ要要要芋型腰椎治療多

功能牽引床袁 行腰椎電腦牽引30分鐘後採用紅外線
理療腰背部或腰骶部遥
3 效果觀察

療效標準院痊癒院症狀及體徵全部消失袁能從事
正常工作和生活曰症狀和體徵大部消失袁功能基本恢
復袁但勞累和天氣驟變可能出現腰腿痛袁可連續從事
原來工作曰好轉院症狀部分改善尧體徵未完全恢復袁功
能部分受限袁可改做輕鬆工作曰無效院症狀尧體徵尧功
能均無改善遥

治療結果院兩組治療爲10天到3個療程渊10天爲
一個療程冤袁兩組療效觀察組50例袁觀察組50例袁痊癒
的36例袁顯效6例袁好轉7例袁無效1例袁痊癒率72%曰對
照組50例袁痊癒5例袁顯效20例袁好轉15例袁無效10例袁
痊癒率10%遥

痊癒率比較袁經統計學處理渊p<0.01冤袁差異有非
常顯著性袁觀察組優于對照組遥
4 討論

經氣不利是腰椎間盤突出症的病機核心袁 中藥
燻蒸以祛風通絡尧溫經散寒尧活血止痛袁有效調整經
脈氣血運轉袁開通腠理閉塞袁疏通經脈遥 此方法與腰
椎牽引尧藥物治療有機結合袁可起相輔相成袁相得益
彰袁是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很有效的療法遥

中藥燻蒸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

王碧雲 盧碧梅 陳瓊霞

渊福建省惠安縣中醫院曰3621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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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醫藥特色和優勢越來越受到世界的關
注袁中醫護理也越來越受到國際護理界的靑睞遥 我院
骨傷科在繼承袁 發揚傳統中醫特色護理理論及操作
技術的基礎上袁結合現代護理的理論和方法袁不斷總
結袁加以提高袁實施中西醫結合護理袁呈現了獨特的
效果遥 現將中醫特色護理在骨傷科的應用探討如下院
一尧調暢情志

情志的變化袁影響着臟腑的生理功能袁叶內徑曳有
野喜傷心袁思傷脾袁恐傷腎袁悲傷肺袁怒傷肝冶遥 叶素問窑
舉痛論曳有野怒則氣上袁喜則氣緩袁悲則氣消袁恐則氣
下袁驚則氣亂袁思則氣結冶袁講的都是情志致病袁氣機
紊亂袁可導致陰陽失調袁氣血不和袁經絡閉阻袁臟腑功
能失調袁故而患病遥 如楊某袁女袁42袁診斷爲右股骨粗
隆間骨折袁入院後行持續骨牽引袁患者由於突然失去
生活自理能力加之治療時間長袁害怕終生殘疾等袁對
今後工作生活顧慮重重袁爲此産生憂慮尧悲觀尧失望
甚至厭世等多種心理狀態袁進而納獃袁日漸消瘦袁出
現了脾不健運之症遥 祖國醫學認爲袁 脾主肌肉與四
肢袁脾不健運袁肌肉筋骨失去濡養袁從而使病人骨痂
形較慢袁影響骨折的癒合袁護理上我們着重從情志護
理入手袁經常巡視病房袁主動關心患者並建立良好的
護患關係袁及時掌握患者的情志變化袁積極開導袁耐
心地講解不良情緒影響飲食及骨折的癒合袁 使患者
消除各種不良情緒袁愉快地接受治療袁以利于早日康
復遥
二尧調理飲食

祖國醫學歷來重視脾胃的調理袁 將飲食調護作
爲治病手段之一袁骨傷科病人一般病程較長袁骨折後
由於傷後氣血失和袁 骨折組織的修復需要充足的營
養袁中醫素來有野食治勝于藥治袁藥補不如食補冶之
説袁在飲食調護過程中袁應根據三因制宜原則袁通過
八綱辯證袁採取不同的調護方式袁選擇氣味相宜的食
物予以調養袁使氣血旺盛袁四肢百骸袁筋骨皮毛得以
濡養遥 中醫認爲腎藏精尧主骨尧生髓尧骨的生長尧修復
均依賴腎精滋養和腎陽推動遥 故以補腎精的食物爲
主袁用枸杞尧核桃仁尧肉桂等煮粥尧炖鱉遥 氣血虛加入
適量黃精尧黃芪尧當歸尧大棗尧桂圓肉以調補氣血遥 對
肝陰虛以養肝滋水涵木爲主袁可進食熟地尧山藥尧黨
參炖鷄或豬肚尧 小腸湯袁 另外注意患者脾胃功能強
弱袁在不影響病情的基礎上袁尊重病人的飲食習慣及

嗜好袁靈活運用袁以強筋壯骨尧補養氣血袁促進骨折癒
合遥
三尧 合理用藥

傳統的中藥治療是根據藥物所具有的若干特性
所決定的袁所謂的寒尧熱尧溫尧涼是藥物作用于機體所
發生的反應袁辛尧甘尧酸尧苦尧咸是中藥所具有的五味袁
味道不同袁作用各異遥 升降沉浮是藥物作用於人體後
的四種不同趨向尧性能遥 中藥這種特性就要求我們在
護理工作中袁旣要注意中藥的野十八反冶尧野十九畏冶的
配伍禁忌袁又要注意藥物的服用時間及方法遥 遵醫囑
指導患者正確使用外治或內服藥袁 觀察用藥效果及
反應袁並向患者做好藥物相關知識的宣敎遥

骨折初期以活血化瘀湯尧複元活血湯尧骨折中期
以和營止痛尧接骨續筋爲主袁選用和營止痛湯尧定痛
和血湯尧續骨活血湯曰骨折後期以補養肝腎尧強筋壯
骨爲主袁選用壯筋養血湯尧養筋健骨湯曰中藥湯劑一
般每日2次予兩餐之間溫服袁中成藥予飯後半小時口
服爲宜遥 外治藥在骨傷科的應用相當豐富袁最多有膏
藥尧藥膏尧其次有搽擦藥尧燻洗濕敷藥袁膏藥有遇溫則
烊化袁粘貼性好袁易粘貼在患處袁故臨床應用藥效持
久袁能較好發揮療效袁又方便經濟尧便于收藏攜帶袁深
受患者歡迎遥
四尧 中醫護理技術

中醫有自身獨特的治療技術袁 在骨傷科應用較
多的有針刺療法尧撥罐尧水針療法尧推拿尧艾炙尧紅外
線照射等遥 它們不僅是中醫治療技術尧也是中醫護理
技術袁針刺療法一般在新傷急性期是以野痛可兪冶與
鄰近取穴相結合袁 在疼痛劇烈處進針可收到止痛消
腫袁舒筋活絡等效果曰在慢性期袁主要以循經取穴和
鄰近取穴爲主袁在陳傷而有風寒溫外邪兼夾時袁多在
針刺後加用撥火罐袁以促使血脈暢通袁起到更好的效
果遥 撥罐法具有溫通經絡尧祛濕逐寒尧行氣活血尧對痹
症有較好的治療效果遥 水針療法是將針炙與現代注
射法相結合袁它分爲穴位注射和封閉療法兩種袁有活
血化瘀袁消炎止痛的作用袁對各種軟組織尧關節病變
療效顯著袁對功能性恢復有良好的促進作用遥

總之袁 中醫特色護理在骨傷科有着很好的應用
前景袁將中醫特色護理與臨床實踐相結合袁大大減少
了護理並發症袁減輕病人的經濟負擔袁提高了骨傷科
疾病的治愈率及患者的滿意度袁 在強化中醫基礎知

中醫特色護理在骨傷科的應用

安溪縣中醫院 陳丹桂 陳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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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和操術技能的前提下袁充分發揮特色護理袁使中醫
護理在現代醫學護理飛速發展的時代中展現了獨具
特色的風采和魅力遥

渊作者簡介院陳丹桂 女 1969年10月 大專袁安溪縣中

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主管護師袁主要從事骨傷科護理及護理

管理工作遥 電話院15392193989 郵箱院cdangui@163.com 通

訊地址院福建省安溪縣中醫院 郵編院362400冤

中醫正骨

骨結核是指骨與關節所生之結核病袁亦稱骨癆袁
包括四肢關節袁頸尧胸尧腰椎等處所患袁它屬於中醫陰
疽尧流痰等範疇遥 因其病變部位不同而名稱亦異袁在
脊柱者稱龜背痰袁膝關節者叫鶴膝風袁指趾關節者叫
蜣螂蛀袁踝關節者叫穿拐痰袁髖關節者叫附骨痰渊附
骨疽冤遥 無論其病變患于何處袁其病因病機基本相同袁
其辨證論治亦無多大差異遥 骨癆起病較慢袁始有局部
腫脹疼痛袁繼後可腐穢化膿袁潰口不易癒合袁膿多稀
薄如痰袁故有流痰之稱遥 輕者筋骨損傷袁形成殘疾袁重
則遷延不愈袁最後夭命遥

本病多系素體虛弱袁氣血不足袁致肝脾腎三臟失
調袁肉骨失養袁筋骨不堅袁或幼年先天不足袁骨骼柔
嫩袁或因跌打損傷袁瘀阻經絡袁癆邪乘虛侵襲遥 亦可因
素患癆疾袁毒邪漸次侵及于骨袁進而氣血阻滯袁經絡
閉塞袁肉腐成膿袁萎軟廢用遥 腎主骨袁腎強則骨堅髓
滿袁邪不得入遥 腎氣虧虛袁骨疏髓損袁病邪侵襲袁寒痰
凝聚袁留于骨骼袁發爲本病遥 骨癆發病多爲陰寒袁日久
化膿可轉爲陽熱袁亦可有陰虧火旺之象袁續後膿水淋
灕不斷袁耗氣傷血袁又有氣血不足之證遥 腎爲先天之
本袁生命之根袁精之所處袁其充在骨遥 今骨患病袁久腐
成膿袁精血虧耗怠盡袁生命何由從也遥

本病多屬陰寒虛證袁常纏綿日久袁久治不愈袁局
部漫腫微高袁皮色多不變袁腐穢化膿袁難於收口痊癒袁
流出米泔樣淡膿袁或夾絮狀物袁或夾死骨碎片遥 先有
肝腎陰虧袁氣血不足袁最後陰陽俱敗遥 因其患病部位
不同袁病損程度有異袁故其證候亦有差別遥 中醫臨床
有陽虛寒凝證尧陰虛內熱證尧寒郁化火證和氣血虧虛
證袁但以陽虛寒凝證袁陰虛內熱證爲主袁寒郁化火證
和氣血虧虛證可于前者化裁遥 今以陽虛寒凝證尧陰虛
內熱證舉例遥 根據叶內經曳野在骨守骨袁在筋守筋冶袁野形
不足者溫之以氣袁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冶的治療原則遥
應以補脾益腎袁強筋健骨之法治之遥 腎爲作強之官袁
生命之本袁主骨藏精袁腎旺骨自堅袁精充身自強遥 脾爲
生化之源袁充養肌肉百骸袁土旺生萬物袁脾健體自安袁

故調理脾腎乃治本大法袁或溫陽化痰袁或養陰清熱袁
適加解毒抗癆之品遥 因本病一般爲本虛標實袁故攻邪
與扶正應結合起來遥
1 陽虛寒凝證

1.1 病症特點
起病較緩袁病處隱隱作痛袁外無形體變異袁亦無

紅熱腫脹袁繼後病部肢體活動受阻袁痛有增重袁肌脹
漫腫袁日久破潰袁流出稀膿袁可有破碎骨片袁或形如棉
絮之物袁潰口下陷紫暗袁日久不愈遥 肌肉漸萎袁筋骨無
力袁面白無華袁形神俱衰袁畏寒肢涼袁心悸自汗袁納谷
不香袁大便溏泄袁小便清袁舌淡苔白袁脈虛無力遥 若頸尧
胸尧腰椎病損者可見有肢體癱瘓袁二便失禁遥
1.2 基本方藥

補骨脂30克 夏枯草30克 杜仲10克
續斷15克 川牛膝30克 生黃芪30克
當歸20克 山藥30克 薏苡仁30克
黑附子10克 羌活10克 黃精30克
如有肢體麻木袁癱瘓者加烏蛇30克

1.3 方藥淺解
本方能溫腎補脾袁 壯骨強筋袁 排膿生肌解毒抗

癆遥 方中補骨脂補腎助陽袁補脾止瀉袁爲治療下元虛
冷之要藥遥 叶本草綱目曳記載院補骨脂能主野五勞七傷袁
風虛冷袁骨骼傷敗袁腎冷精流袁及婦人血氣袁墮胎遥 冶杜
仲補肝腎袁強筋骨袁對腎虛腰痛袁筋骨無力袁胎動流産
或因腎虛引起之腰膝酸痛均效遥 叶本草綱目曳記載院杜
仲主野腰膝痛袁補中益精氣袁堅筋骨袁噎噎遥 冶續斷可通
絡止痛袁補肝益腎袁續筋骨袁固冲任袁對筋骨損傷袁腰
膝乏力袁崩帶胎漏均效袁確是一味續筋接骨之良藥遥
叶本草匯言曳稱院續斷野大抵所斷之血脈袁非此不續袁所
傷之筋骨非此不養袁所滯之關節非此不利袁所損之胎
孕非此不安袁久服常服袁有補傷生血之效袁補而不滯袁
行而不泄遥故女科尧外科取用恆多也遥冶筆者體會續斷
補骨安胎確有獨到效果遥 附子乃大熱之品袁可助心腎
之陽袁爲回陽救逆之要品袁對陽虛陰寒袁周身骨節痛袁

自擬骨結核湯抗骨癆治驗

洪景秀 洪頂明

渊福建省南安市英都鎮霞溪村第一衛生室 福建南安 36230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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眞寒凝聚者用之無不大效遥 薏苡仁尧山藥補脾生肌遥
當歸尧黃芪補氣補血袁補氣可益陽袁補血可滋陰袁野陰
平陽秘袁精神乃治冶遥 夏枯草軟堅散結袁川牛膝活血通
絡袁羌活散積定痛袁虛實兼顧袁使病竈得以更新遥 據現
代醫學硏究袁夏枯草袁黃精有抗結核菌作用袁黃芪尧補
骨脂等能旺盛細胞新陳代謝袁改善機體免疫狀態袁提
高機體防衛能力袁使病竈向痊癒方面轉化遥
2 陰虛內熱證

2.1 病症特點
此型多爲病人耗傷津血袁或因他處病癆而致者袁

出現陰虛火旺之象袁或潰口新感熱毒袁陽邪侵襲而發
熱者遥 症見午後潮熱袁夜間盜汗袁口干不欲飲袁肉削膚
萎袁形瘦體弱袁飲食減退袁或咳嗽痰血袁舌紅少津袁無
苔或少苔袁化驗檢查血沉增快遥
2.2 基本方藥

生黃芪30克 熟地10克 白芍10克
山藥20克 川牛膝15克 黃精30克
杜仲10克 續斷10克 薏苡仁30克
羌活10克 當歸10克 夏枯草30克
如肢體麻木袁癱瘓者加烏蛇30克袁傷口有混合感

染者加敗醬草30克袁連翹30克遥
2.3 方藥淺解

本方是在前方的基礎上減去附子尧 補骨脂等大
溫補陽之品袁加熟地尧白芍滋肝腎之藥遥 叶本草備要曳
指出院熟地能野補肝腎養血滋陰袁爲補血之上品遥 冶白
芍斂陰養血袁對陰血不足引起之虛熱療效甚好遥 方中
杜仲尧續斷雖爲補陽之品袁但其性甘而不太溫袁如適
當配伍袁可治肝腎不足之陰虛證遥 黃精尧山藥尧生黃
芪袁旣補氣袁又滋陰袁且黃精對結核病療效顯著袁中醫
視爲補肝腎之難得佳品遥 其餘諸藥前方述及渊略冤遥
3 病案舉例

3.1 例一 劉某袁男袁29歲袁以腰痛三年袁兩下肢截癱
一年半爲主訴就診袁患病後多方醫治無效遥 後經某醫
院X線拍片確診爲腰椎結核袁 建議做病竈清除手術袁
因經濟困難未做遥 曾服雷迷封一年袁肌注鏈霉五十餘
支袁病情未見轉輕遥 診時形體瘦弱袁面白無華袁雙下肢
癱瘓袁肌萎膚干袁腰下部有碗大一塊冷膿腫袁破口呈
紫紅色袁久不收口袁流出來泔樣膿液遥 二便失禁袁食慾
大增袁脈虛無力袁舌質淡袁有白苔遥 考其脈證袁乃爲骨
癆袁屬陽虛陰寒證袁是因脾腎兩虧袁氣血不足袁致骨髓
空虛袁癆邪乘虛侵襲袁經絡陰滯袁氣血不運袁積聚關節
骨骼袁藴結日久袁腐化成膿袁進而筋骨失養袁萎軟廢
用遥 治以補腎壯骨袁益氣養血袁健脾生肌袁解毒抗癆遥

方擬院補骨脂30克 薏苡仁30克 杜仲10克 續
斷10克 黑附子10克 夏枯草30克 山藥20克 當歸20
克 生黃芪30克 黃精30克 烏蛇30克 羌活10克 牛
膝20克 熟地10克 十劑

服藥後排膿減少袁 體質漸覺增強袁 諸證均有改
善袁藥中病減袁效不更方袁共服六十餘劑袁膿腫消失袁
破口癒合袁下肢恢復功能袁參加勞動已十二年之久袁
至今健壯遥
3.2.1 例二 楊某袁女袁10歲袁因腰背疼痛二年袁加重
一月余爲主症袁在某中心醫院就診袁按結核病治療袁
口服雷迷封七個月袁肌注鏈霉素四十餘支袁間斷服中
藥十餘劑袁均無顯效袁且體質日衰袁病情漸重袁近月來
又見發熱尧咳嗽袁夜間盜汗袁仍用抗癆藥治療袁病情不
減遥 今來看中醫袁晨見患兒形體虛弱袁兩頰潮紅袁咳嗽
頻發袁臥床不起遥 脈細數袁每分鐘120次袁體溫39益袁血
常規示院血沉一小時値70毫米袁血色素10克遥 兩肺可
聞及小水泡音遥X線肺部拍片袁診斷爲肺門淋巴結核遥
第三腰椎骨質大部破壞遥左臀部有10X10厘米大小之
腫物袁漫腫微高袁皮色不變袁中有紫紅色破口一處袁流
出淡膿液袁 診斷爲腰椎結核遥 中醫辨證認爲肺腎兩
虛袁氣血不足袁癆邪乘虛侵襲遥 久致骨空無髓袁肉骨失
養袁血肉俱敗袁瘀腐化膿遥 腎不足而肺亦受病袁故潮熱
盜汗袁頻咳氣促袁此乃肺腎俱虛袁子母同病袁治宜肺腎
雙補袁養陰清熱袁益髓壯骨袁解毒抗癆遥

方擬院 黃精30克 生黃芪20克 夏枯草30克 薏
苡仁20克 山藥30克 白芍20克 敗醬草30克 川牛膝
20克 熟地黃10克羌活8克 甘草3克 八劑
3.2.2 二診院服藥八劑後袁體溫降到37益袁潮熱盜汗基
本消失袁咳嗽氣促大爲減輕遥 唯腰痛流膿袁潰口不收袁
尙無明顯效果袁脈始轉旺袁且已減緩袁每分鐘78次袁應
着重補腎壯骨袁排膿生肌遥

方擬院 補骨脂20克 川牛膝20克 薏苡仁30克
山藥20克 繼續10克 生黃芪20克 當歸10克 夏枯
草30克 杜仲10克 羌活8克 白芍20克 熟地20克 黃
精30克

至此袁守方服藥六十餘劑袁六個月後袁患者自行
十華里前來復診袁見患者體質增強袁膿腫消失袁破口
癒合袁形體與前相比袁判若兩人遥 查血血沉已正常袁血
色素上昇爲13克曰X線拍片肺結核基本鈣化袁 腰椎病
竈已癒合遥 家屬仍不放心袁原方又服十餘劑袁今已隨
訪十年袁吿知健壯上學袁未再復發遥
3.3.1 例三 王某袁男袁14歲袁左膝關節腫痛袁活動受
限一年余遥某醫院X線拍片袁確診爲膝關節結核袁已服
雷迷封六個月袁肌注鏈霉素四十餘支袁病情不減袁膝
部較前更爲腫大袁轉來就診遥 晨見形體瘦弱袁精神萎
軟袁面色欠華袁唇舌色淡袁脈細弱遥 患肢膝部腫脹袁皮
色不變袁動則疼痛袁扶杖跛行遥 化驗檢查血色素9克袁
血沉一小時42毫米袁X線拍片袁左膝關節積液袁股骨內
踝邊沿毛糙不齊袁 骨質疏鬆袁 同意診斷爲膝關節結
核遥 中醫認爲脾腎兩虧袁氣血不足袁筋骨失養尧關節失
利袁癆邪乘虛侵襲袁致關節腫如鶴膝遥 治宜強筋健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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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氣養血袁疏利關節袁解毒抗癆遥
方擬院 補骨脂20克 夏枯草30克 生芪30克 薏

苡仁20克 續斷10克 山藥20克 當歸10克 羌活10克
川牛膝20克 熟地10克 黃精30克 杜仲10克 十劑
3.3.2 二診院膝痛有減袁已能支杖自行袁精神轉佳袁食
納增加袁脈始有力袁舌質稍紅袁有薄苔袁初方見效袁不
作更改袁囑其守方守法袁共服五十劑遥
3.3.3 三診院時過半年袁病兒體質增強袁精神活躍袁膝
關節腫痛全消袁步態正常袁血色素上昇爲13克袁血沉
已恢復正常袁X線拍片復查袁病竈癒合袁骨質疏
鬆全部消失袁基本痊癒袁後隨訪三年未發袁正常上學遥
4 臨床體會

本病所用方劑系自擬方袁暫取名爲骨結核湯袁經
筆者臨床應用累見著效遥 以天津醫院所編叶臨床骨科
學曳骨關節結核療效標準爲評定依據袁所治二十八例
病人袁全部達到治愈標準袁故其療效比較確實遥 本方
適應各部位的骨關節結核袁 但在臨床上還需辨證加
減袁才能收到較好效果遥

文中介紹三例病案袁 例一爲久病陽虛袁 筋骨失
養袁流痰積聚袁髓空肌萎袁治以補腎壯骨袁排膿生肌袁
解毒抗癆遥 例二爲肺腎不足袁陰虛成癆袁致肉骨不堅袁
腐化成膿袁潰面又新感熱毒袁治以養陰益氣袁強筋壯
骨袁清熱解毒袁標本同治遥 例三爲氣血不足袁癆邪乘虛
侵襲袁筋骨失養袁關節失利袁治以益氣血袁強筋骨袁祛
癆邪袁利關節遥

臨床體會袁本病一般是偏陽虛袁偏陰虛爲多袁但
無論何種證型袁 其治法主要有三個關鍵袁 一是補脾
腎袁二是益氣血袁三是驅癆邪遥 如辨證加減袁以二主證
爲綱袁隨症化裁袁病情可望痊癒遥 本病療程長袁服藥
多袁短時間要治愈這樣一種病很不現實袁在治療前應
向病人説明情况袁不可中途停藥遥 注意治療誤區院認

爲中醫落後袁不可治療大病曰認爲西醫手術能根治袁
務必接受手術治療曰認爲痛苦解除袁病即已好袁不堅
持用藥袁或只斷續用藥遥 特別強調的是在治療幾乎痊
癒的恢復期階段袁應結合滋補肝脾腎的中藥或成藥袁
以及食物調養袁調理較長時間袁避免復發遥 筆者認爲
中醫治療本病有很好效果袁可消膿腫袁除寒邪袁益精
髓袁解癆毒袁排死骨袁生新骨袁扶正氣袁安五臟袁免受手
術袁很値得推廣遥

渊洪景秀袁男袁南安市英都人遥 1943年2月出生於四代中醫

世家遥 幼承家訓袁立志學醫袁初習叶醫學三字經曳尧叶醫學實在

易曳尧叶湯頭歌訣曳尧叶藥性賦曳等入門醫書遥 後專攻叶醫宗金鑒曳尧
叶外科正宗曳等外科要著遥 並侍父臨診見習袁製藥配方袁硏讀刻

苦袁學而不厭袁學有所成遥 先父洪敦蓼袁原英都衛生院外科醫

師袁學驗俱豐袁治學嚴謹袁處方用藥師古而不泥袁尤以中醫外科

爲擅遥 今以野及臨症三年袁謂天下無方可用冶爲訓袁每有單方驗

案袁輒親實踐之袁方可爲信遥 稟家傳之法袁熟練掌握丹尧膏尧丸尧
散之製作工藝袁並自製多個驗方遥若辨證準確袁則效如桴鼓袁立
竿見影遥 對各種皮膚病袁頑疾固癬袁骨癆瘡瘍等均有較深的認

識和經驗遥 近年來逐手收集整理家傳驗方袁擬出版叶洪敦蓼中

醫師外科實踐方法録曳渊暫定名冤一書遥 冤

渊洪頂明袁男袁南安市英都人袁1966年7月生遥 大專文憑袁畢
業于福建中醫學院袁國家注冊執業中醫師遥 少稟庭訓袁得承家

傳袁先父洪孝華袁原福建老中醫袁爲中醫事業奮鬥終身袁對中醫

臨床實踐頗有專攻遥 于2006年8月至2007年3月參加福建省鄉

鎮衛生院中醫臨床骨幹培訓班遥多次參加各種大型學術會議袁
2007年12月參加第八屆中國泉州要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硏討

會曰2008年3月參加首屆李可中醫學術思想硏討會曁中醫急難

重症經驗硏修班曰2009年5月參加第二屆李可中醫學術思想硏

討會曁中醫急難重症經驗硏修班曰2009年11月參加第九屆中

國泉州要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硏討會曰2011年5月參加紀念國家

級名老中醫吳光烈從醫65周年曁學術思想硏討會遥 已發表論

文三篇袁叶規範中醫醫囑內涵及必要性的思考曳尧叶理清中醫氣

血與西醫血液的區別曳尧叶吳老説醫曳遥 冤

中醫正骨

兒童股骨幹骨折是一種常見的損傷袁 傳統的方
法是牽引尧石膏外固定尧切開復位加壓鋼板內固定等
治療袁雖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袁但存在住院時間長尧
創傷大尧易感染等袁影響兒童上學等缺點遥 近年來袁臨
床上常採用損傷小尧操作簡便尧不傷骺板尧恢復快等
優點的鈦制彈性髓內針渊Titanium Elastic Nail袁TEN冤
治療兒童股骨幹骨折遥 我院自2006年8月至2009年12

月採用彈性髓內針治療5耀13歲兒童股骨幹骨折30
例袁取得了較好的療效遥 現報吿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本組患兒30例袁男21例袁女9例曰年齡5歲-13歲袁
平均6.5歲曰上段7例袁中段15例袁下段8例曰橫形6例袁短
斜形7例袁螺旋形11例及長斜形骨折6例曰其中單純股
骨骨折25例袁合併同側脛腓骨骨折3例袁合併腦外傷2

閉合復位彈性髓內針固定治療兒童股骨幹骨折

李炳鑽 宮偉 鍾黎娟 王建嗣 蔡秀英 練志平

渊福建泉州市正骨醫院小兒骨科 3620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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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術前X線片

圖2術後第2天X線片 圖3術後9個月X線片

例袁合併I型糖尿病1例曰所有病例均爲閉合損傷和單
側損傷袁不包括病理性骨折遥
2 治療方法
2.1 術前準備 拍患側股骨全長正側位片袁瞭解骨折
端移位情况袁 在X線片上測量髓腔最狹處的直徑袁選
擇合適的髓內針袁 每一枚針的直徑均相當于髓腔最
狹處直徑的40%左右袁 將選擇好的彈性髓內針進行
預彎遥
2.2 手術操作院麻醉成功後袁常規消毒鋪巾袁讓患兒仰
臥在可透X線的手術牽引床上袁擺放好野C冶型臂X線
機袁定位進針點水平面遥
2.2.1 逆打渊雙側進針冤技術 進針點選擇在離股骨
遠端骨骺板約1.5耀2.0cm的干骺端袁 于大腿下端內外
側袁向下各作一長約1.5cm的縱形切口袁止血鉗鈍性
分離至骨骼袁開鑿器開孔袁將預彎好的彈性髓內針揷
入骨孔進入髓腔袁推進達到遠骨折段骨折線下曰用同
樣方法袁 在股骨下端另一側同一水平打入同樣直經
和形狀的彈性髓內針袁將骨折復位袁兩枚彈性髓內針
分別穿過骨折線袁進入近骨折段髓腔袁調整髓內針的
方向袁透視證實骨的端對位對線好袁針的長短合適袁
剪除多餘的髓內針袁縫合切口遥
2.2.2 順打渊單側進針冤技術 進針點均位于股骨大
粗隆下方的前外側袁 兩個進針點垂直相距1耀2cm袁水
平相距0.5耀1cm袁作一長約34cm的皮膚切口袁顯露股
骨近端外側袁先打入預彎好的野C冶形彈性髓內釘袁達
到近骨折段的骨折線水平袁 再打入另一枚預彎好的
野S冶形髓內釘袁將骨折復位袁兩枚彈性髓內針分別穿
過骨折線袁進入近骨折段髓腔袁調整髓內針的方向袁
透視證實骨的端對位對線好袁針的長短合適袁彈性髓
內針針尖置于股骨遠端骨骺板上方1耀2cm處袁剪除多
餘的髓內針袁縫合切口遥

2.3 術後處理 予患肢行單髖人字石膏外固定2周耀
3周遥 拆除石膏托後指導患兒行股四頭肌收縮及髖膝
關節等康復鍛煉袁X線片證實骨折端骨痂形成明顯袁
開始下地負重站立行走袁 術後6個月耀12個月取出內
固定渊見圖1-3冤遥
3 結果

30例均獲隨訪袁平均隨訪時間8.0個月渊6個月耀
18冤袁所有病例骨折均達臨床癒合袁癒合時間6周耀16袁
平均8.6周曰術後6個月耀1年拔除髓內針袁平均9.7月袁
術後到開始下地負重時間4周耀10周袁平均6.5周遥 根
據Flynn等提出的髓內釘治療股骨骨折的評分標準袁
下肢功能評分優秀率爲100%袁 髖膝踝關節活動正
常袁無骨骺損傷尧再骨折尧不癒合及畸形癒合等並發
症袁本組病例未出現肢體不等長的現象遥
4 討論

彈性髓內針固定的生物力學原理袁 是基于從干
骺端揷入的兩枚彈性髓內針的對稱支撑袁 每一根針
在骨有3個點袁起到支撑作用遥 這種固定具有4個生物
力學物特性院抗彎曲穩定性尧軸向穩定性尧橫向穩定
性和旋轉穩定性遥 這4個特性對於達到理想的治療效
果是必不可少的遥
4.1 閉合復位彈性髓內針固定治療兒童股骨幹骨折
優點院淤創傷小袁切口小袁符合微創理念袁符合大衆美
觀的心理遥 于住院時間短袁可早期上學袁符合現在生
活中學業與治療的矛盾袁得到家長的歡迎遥 盂對於一
些有特殊基礎病的小孩袁因爲創傷小袁具有優勢袁本
組病例中有一例股骨幹骨折伴有玉糖尿病病史的病
例袁血糖波動大袁沒有合適的治療方案袁行閉合復位
彈性髓內針固定袁術後恢復情况良好遥 榆彈性髓內針
從干骺端進針袁不損傷骨骺遥 虞復位好袁一般達解剖
或近解剖復位袁 病人家長滿意度高袁 固定後穩定性
好袁本組病例未再出現術後再移位遥 虞微創治療袁對
骨折端影響小袁本組病例未出現過度生長的現象遥
4.2 進針點及進針順序的選擇院逆打渊雙側進針冤技術
適用于股骨中段及中上1/3骨折袁順打渊單側進針冤技
術適用于股骨下1/3骨折遥
4.3 針的選擇與預彎要求院針的選擇上要根據X線測
量爲準袁病人的年齡與肢體的粗細只能供參考袁本組
病例中袁有4例病人年齡7歲耀9歲袁且較瘦袁但選擇的
針的直徑是4.0mm袁5例病人10歲耀12歲袁 且大腿較粗
大袁但選擇的針的直徑是3.0耀3.5mm遥 測量預計針頭
到達位置與骨折端間的距離袁予相應位置進行預彎袁
在預彎時應將髓內針頭部原有的角度與針的移行部
進行預彎處理袁經過處理袁比較容易將髓內針推進髓
腔遥 順行進針時袁應將一枚彈性髓內針預彎成野C冶形
彈性髓內釘袁另一枚預彎成野S冶形遥
4.4 開鑿器邊緣鋭利袁 在開鑿時不能用勁向前壓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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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滑動袁會造成神經血管或軟組織的損傷袁如果開鑿
器尖較鈍袁先用錘子敲打開鑿器尾端遥
4.5 因患兒較小袁不適合現有大部分骨科牽引床袁在
復位時可能遇到不好復位的骨折袁 我們採用在股骨
近骨折段從前向後打入一枚直徑2.5耀3.0mm的克氏
針袁作爲把手袁固定股骨近骨折段袁這樣袁復位相對容
易袁且復位後容易維持袁本組病例有7例病人採用該
技術方法進行復位遥

4.6 術中復位完成及進針後袁一定要進行股骨正側位
的透視檢查袁如果骨折端存在對位不良或對線不良袁
則需要調整髓內針的方向袁旋轉髓內針袁直到骨折端
達到良好的對位對線遥
4.7 髓內針長度合適後袁應將針頭釘入骨皮質袁增加
穩定性袁股骨近端內側是股骨矩袁用力錘擊針尾袁才
能使針頭進行骨皮質袁外側是股骨大轉子袁骨質結構
薄弱袁 不能用力錘擊針尾袁 否則會使針頭穿出骨皮
質遥
4.8 剪除多餘髓內針時袁應將髓內針折彎袁並保護好
皮膚袁儘量將針尾剪短袁並置于筋膜層下袁減少針尾
激惹的出現袁本組病例未出現針尾激惹遥

通過本組病例的觀察袁 閉合復位彈性髓內針內
固定治療兒童股骨幹骨折袁是一種微創的尧且符合人
體生物力學原理的骨折治療方法袁 具有良好的治療
效果袁可以作爲適齡兒童的療法袁旣可復位袁且有相
當穩定的一種治療方法遥

渊作者簡介院李炳鑽袁男袁1976年7月出生袁1999年畢業于福

建中醫學院袁獲學士學位袁泉州市正骨醫院小兒骨科學科帶頭

人袁中華醫學會小兒骨科學組委員尧泉州市中醫藥學會骨傷分

會委員尧豐澤區中醫藥學會秘書長遥 聯繫方式院13599220363曰
0595-22576436袁E-mail院libingzuan@sina.co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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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非常重視人體本身的統一性尧 完整性及
其與自然界的相互關係遥 它認爲人體是一個有機整
體袁構成人體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袁在結構上是不可
分割的袁在功能上是相互協調尧相互爲用的袁在病理
上是相互影響的遥 皮膚是整體的一部分袁中醫治療皮
膚病同樣要強調整體觀念遥 在皮膚病發病以後袁局部
病變必然會影響到其它部分和整體袁 而整體變化又
必然會對局部發生影響遥 因此袁在治療上必須重視局
部與全身密切聯繫的整體觀點遥 即所謂野治外必本諸
內袁治內亦即治外冶遥

經方是指漢代以前經典醫藥著作中記載的方
劑袁 以張仲景的方劑爲代表遥 而此處講的是經典方
劑袁指的除了張仲景方劑外袁還有其它臨床常用典型
方劑袁現舉例如下遥

一尧經方在皮膚病中的應用
經方在總結先賢臨床經驗的基礎上袁 創立了辨

證論治的理論體系袁是集臨床經驗之大成袁也是張仲
景畢生經驗的總結遥
1 經方臨床應用體會要解表劑

桂枝湯治療瘙癢症尧蕁麻疹
瘙癢症在皮膚科常見袁分泛發性和局限性袁泛發

性患者中以老年人居多袁以全身劇癢尧晝輕夜重袁搔
抓後引起抓痕尧血痂尧皮膚肥厚尧苔蘚樣變等爲主要
表現遥 臨床多以血虛不能濡養肌膚立論袁或以濕熱藴
于肌膚不得疏泄處方
體會院桂枝湯
而桂枝湯作爲經方之首方袁其地位不言而喩袁又桂枝
湯類方爲張仲景運用最多的一類方劑袁 其基本功用
爲調和營衛尧氣血尧陰陽袁可治療諸病之營衛不和者遥
而皮膚病中由營衛不和所致病證亦多見袁
原文院太陽中風袁陽浮而陰弱袁陽浮者袁熱自發曰陰弱
者袁汗自出遥 嗇嗇惡寒袁淅淅惡風袁翕翕發熱袁鼻鳴干
嘔者袁桂枝湯主之遥
原文叶傷寒論13條曳 太陽病袁頭痛尧發熱尧汗出尧惡風袁
桂枝湯主之遥
枝麻黃各半湯要要要寒冷型蕁麻疹
桂枝二麻黃一湯要要要蕁麻疹
枝二越婢一湯要要要腹型蕁麻疹
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要要要蕁麻疹尧脫髮
枝加黃芪湯要要要蕁麻疹

桂枝加附子湯要要要燙傷尧帶狀疱疹
桂枝新加湯要要要蕁麻疹
小建中湯要要要白塞氏病尧蕁麻疹
2 經方臨床應用體會要和解劑

小柴胡湯要要要濕疹尧皮炎
傷寒五尧六日袁中風袁往來寒熱袁胸脅苦滿袁飢不

欲食袁心煩苦嘔曰或心不悸袁小便不利曰或不渴身有微
熱曰或咳者袁小柴胡湯主之
3 經方臨床應用體會要清熱劑
竹葉石膏湯要要要口腔潰瘍尧白塞氏病
原文院傷寒解後袁虛贏少氣袁氣逆欲吐袁竹葉石膏湯主
之
4 經方臨床應用體會要溫里劑
當歸四逆湯治療寒冷性蕁麻疹
手足厥寒袁脈細欲絶者袁當歸四逆湯主之遥
寒冷性蕁麻疹是蕁麻疹中的一型袁病因諸多袁但不外
乎稟賦不受尧胃腸濕熱尧表虛感受寒熱等遥 寒郁肌表
與衛陽相搏則起風團袁正如叶諸病源候論窑風瘙隱疹
候曳中記載野邪氣客于皮膚袁復逢風寒相折袁則起風瘙
隱疹遥冶寒鬱血脈,則血行不暢難達末梢袁溫煦當減袁故
而遇寒冷則發袁得熱可緩遥 治以疏表散寒袁宣陽通脈遥
5 經方臨床應用體會要理血劑
當歸芍藥散要要要黃褐斑
原載兩條院野一在叶婦人妊娠病脈證並治第二十篇曳中
有野婦人懷娠袁腹中痛袁當歸芍藥散主之冶遥 二在叶婦人
雜病脈證並治第二十二篇曳中野婦人腹中諸疾病袁當
歸芍藥散主之冶袁可見其用均在婦人病
6 經方臨床應用體會要祛濕劑
五苓散治療慢性濕疹
慢性濕疹以野治本冶爲要袁以五苓散加味袁主要爲濕邪
內阻袁肌膚失養袁治當健脾利濕尧養血潤膚袁尙有叶內
經曳野治濕之法袁不利小便袁非其治也冶之總綱
原文院叶傷寒論曳第71條曰院野太陽病袁發汗後袁大汗出袁
胃中干袁煩躁不得眠袁欲得飲水者袁少少與飲之袁令胃
氣和則愈曰若脈浮袁小便不利袁微熱消渴者袁五等散主
之遥 冶
第72條日院野發汗已袁脈浮數袁煩渴者袁五荃散主之遥 冶
其症微惡風尧汗出尧飲不解渴尧心煩尧寐不安尧脈浮數
等遥
7 經方臨床應用體會要瀉下劑

經典方劑治療皮膚病的臨床體會

中日友好醫院皮膚科 白彥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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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承氣湯要要要臟腑內熱蕁麻疹尧濕疹
此外袁經方臨床應用體會要麻黃杏仁苡仁甘草湯
麻黃杏仁苡仁甘草湯治療扁平疣
二尧經典方劑在皮膚病內治法
皮膚病的內治法有多種袁現將常用的幾種列舉如下遥
1援1 祛風解表法 用祛風散表的藥物袁達到驅除表
邪的作用遥 用于皮膚病表症初起袁風邪客于肌表者遥
由於感受風寒尧 風熱的不同袁 又可分爲散寒祛風解
表尧清熱祛風解表遥
1.1.1 常用藥物 荆芥尧防風尧蟬蛻尧薄荷尧牛蒡子尧
苦參尧刺蒺藜尧白鮮皮尧地膚子尧何首烏尧殭蠶尧烏梢
蛇尧全蝎尧蜈蚣遥
方劑舉例
消風散渊叶外科正宗曳冤院當歸尧生地尧防風尧蟬蛻尧知母尧
苦參尧胡麻仁尧荆芥尧蒼朮尧牛蒡子尧石膏各6g袁甘草尧
木通各3g遥 本方疏風養血尧清熱除濕止癢遥 用于風熱
爲患的瘙癢性皮膚病袁如蕁麻疹尧濕疹等遥 皮疹色紅袁
或遍身雲片斑點袁抓破滲出津水遥
荆防敗毒散渊叶攝生衆妙方曳冤院羌活尧柴胡尧前胡尧獨
活尧枳殻尧茯苓尧荆芥尧防風尧桔梗尧川芎各4.5g袁甘草
1.5g遥本方發汗解表尧祛風止癢遥用于風寒爲患的瘙癢
性皮膚病遥 如寒冷性蕁麻疹尧凍瘡尧寒冷性多形紅斑尧
雷諾氏病等遥
1援2涼血化斑法 用清熱涼血的藥物袁治療血熱藴毒
或熱入營血而引起的皮膚病遥 如急性濕疹尧丹毒尧接
觸性皮炎尧紅皮病尧藥物性皮炎尧銀屑病等袁表現爲皮
膚紅斑尧灼熱袁或伴有全身發熱遥
1援2援1常用藥物 生地尧水牛角尧赤芍尧牡丹皮尧紫草尧
白茅根尧板藍根尧栀子尧玄參遥
1援2援2方劑舉例
犀角地黃湯渊叶備急千金要方曳冤院犀角2g渊或水牛角
代冤袁生地30g袁芍藥12g袁牡丹皮9g遥 本方清熱解毒尧涼
血散瘀遥用于治療一切熱入血分遥高熱尧神昏煩躁尧皮
膚紅斑尧紫癜等病遥
清營湯渊叶溫病條辨曳冤院犀角2g渊或水牛角代冤袁生地
15g袁玄參9g袁竹葉心3g袁麥冬9g袁丹參6g袁黃連5g袁金銀
花9g袁連翹6g遥本方清營透熱尧養陰活血遥用于治療熱
入營血袁身熱夜甚袁斑疹隱隱袁舌絳而干袁脈數等遥
1援3 清熱利濕法 用清利濕熱的藥物祛除體內濕熱
的方法袁用于濕熱外感尧或濕熱內藴以及濕熱下注的
皮膚病遥 如帶狀疱疹尧濕疹尧生殖器疱疹等袁表現爲紅
斑尧水疱尧糜爛尧滲液等遥
1援3援1常用藥物 防已尧紫花地丁尧茯苓尧車前子尧澤
瀉尧木通渊現多爲通草冤尧茵陳尧蒼朮尧黃柏尧瞿麥尧扁
蓄尧牛膝尧赤小豆尧金錢草尧地膚子尧冬瓜皮尧燈心草尧
豬苓尧滑石尧薏苡仁等遥
1援3援2方劑舉例

龍膽瀉肝湯渊叶醫宗金鑒曳冤院龍膽草6g袁黃芩9g袁栀子
9g袁澤瀉12g袁木通9g渊或通草冤袁車前子9g袁當歸3g袁生
地9g袁柴胡6g袁生甘草6g遥 本方瀉肝膽實火尧清下焦濕
熱遥 適用于濕疹尧接觸性皮炎尧脂溢性皮炎尧帶狀疱
疹尧癤腫等屬肝膽濕熱者遥
萆薢滲濕湯渊叶瘍科心得集曳冤院萆解尧薏苡仁尧黃柏尧赤
芍尧牡丹皮尧澤瀉尧滑石尧通草各10g遥 本方清熱利濕尧
分清化濁遥 適用于下肢丹毒尧濕疹尧足癬等屬濕熱下
注者遥
1援4 清熱解毒法 用寒涼的藥物袁 使熱毒之邪得以
清除袁用于治療熱毒藴結引起的各種急性皮膚疾患遥
在皮膚和黏膜上表現有潮紅尧灼熱尧紅斑尧出血斑尧血
疱尧皮膚紅腫熱痛等症狀遥 伴有口干尧唇燥尧發熱尧咽
痛尧小便灼熱短赤等遥
1援4援1常用藥物 金銀花尧蒲公英尧紫花地丁尧馬齒
莧尧連翹尧野菊花尧大靑葉尧板藍根尧黃連尧黃芩尧栀子尧
黃柏尧七葉一枝花尧四季靑尧羚羊角等遥
據現代藥理學硏究遥 清熱解毒藥具有殺菌尧抗病毒和
增強白細胞呑噬能力的作用遥 抗病毒的清熱解毒藥
有院金銀花尧紫花地丁尧馬齒莧尧板藍根尧大靑葉尧虎
杖尧穿心蓮尧魚腥草尧連翹尧黃芩尧黃柏尧大黃尧野菊花尧
紫草尧柴胡尧大蒜尧牛蒡子尧赤芍尧牡丹皮尧夏枯草尧蒲
公英尧射干尧側柏葉等遥
抗細菌的清熱解毒藥有院金銀花尧蒲公英尧連翹尧紫花
地丁尧黃柏尧黃芩尧黃連尧大黃尧穿心蓮尧牡丹皮尧七葉
一枝花尧魚腥草尧敗醬草尧地錦草尧白花蛇舌草尧貓爪
草尧夏枯草尧虎杖尧野菊花尧一支黃花尧龍膽草尧靑黛尧
山豆根尧知母尧牛黃等遥 抗螺旋體的清熱解毒藥有院大
靑葉尧板藍根尧穿心蓮尧土茯苓尧黃連尧黃芩尧黃柏尧千
里光尧栀子尧地楡尧連翹尧大葉桉等遥 可以增強白細胞
呑噬功能的清熱解毒藥有院白花蛇舌草尧穿心蓮尧大
靑葉尧金銀花尧魚腥草尧馬齒莧尧黃連尧黃芩尧金錢草尧
蒲公英等遥
1援4援2方劑舉例
五味消毒飲渊叶醫宗金鑒曳冤院金銀花20g袁野菊花15g袁
蒲公英15g袁紫花地丁15g袁天葵15g袁本方清熱解毒尧
消散疔瘡遥 適用于疔瘡初起尧發熱惡寒尧癰瘍癤腫尧紅
腫熱痛遥
黃連解毒湯渊叶外台秘要曳冤院黃連9g袁黃芩6g袁黃柏6g袁
栀子9g遥 本方瀉火解毒袁適用于癰瘍疔毒遥
普濟消毒飲渊叶東垣試效方曳冤院黃芩尧黃連尧陳皮尧甘
草尧玄參尧柴胡尧桔梗各69袁連翹尧板藍根尧馬勃尧牛蒡
子尧薄荷各3g袁殭蠶尧升麻各2g遥 本方疏風散邪尧清熱
解毒遥 用于熱毒藴結袁 血熱生風爲患的瘙癢性皮膚
病遥

仙方活命飲渊叶校注婦人良方曳冤院白芷尧貝母尧防
風尧赤芍尧當歸尾尧甘草尧皂角刺尧穿山甲尧天花粉尧乳

痔外皮膚 353



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香尧沒藥各3g袁金銀花尧陳皮各9g遥 本方清熱解毒尧消
腫潰堅尧活血止痛袁適用于癰瘍腫毒尧丹毒尧膿疱瘡
等遥
1援5養血潤燥法 用養血滋陰尧生津潤燥的藥物達到
滋潤肌膚止癢的目的袁 用于治療因燥邪所致的皮膚
病遥 表現爲皮膚乾燥尧脫屑尧肥厚尧角化尧皸裂尧毛髮枯
槁脫落等遥
1援5援1常用藥物 生地尧熟地黃尧當歸尧川芎尧赤芍尧鷄
血藤尧天門冬尧麥門冬尧胡麻仁尧石斛尧何首烏等遥
1援5援2方劑舉例
當歸飲子渊叶醫宗金鑒曳冤院當歸尧生地尧白芍尧荆芥尧防
風尧白蒺藜尧川芎尧何首烏各12g袁黃芪尧甘草各15g遥 本
方祛風止癢尧養血潤膚袁用于皮膚病袁如皮膚瘙癢症尧
神經性皮炎尧銀屑病尧魚鱗病尧毛髮紅糠疹等日久血
虛風燥者遥
1援6健脾祛濕法 用健補脾氣尧運化水濕的藥物使脾
健濕化的方法遥 用于脾虛失運援水濕內藴袁泛于肌膚
所致的皮膚病遥 臨床表現爲水疱尧糜爛尧滲出尧腫脹
等遥
1援6援1常用藥物 蒼朮尧白朮尧陳皮尧茯苓尧厚樸尧山藥尧
豬苓尧扁豆尧茵陳尧瞿麥尧澤瀉尧木通尧薏苡仁等遥
1援6援2方劑舉例
除濕胃苓湯渊叶醫宗金鑒曳冤院蒼朮尧防風尧木通尧厚樸各
6g袁陳皮尧燈心尧澤瀉尧甘草各9g袁滑石尧白朮尧豬苓尧赤
茯苓各12g尧肉桂3g遥 本方健脾燥濕袁適用于濕疹尧藥
疹尧天疱瘡尧帶狀疱疹等屬脾虛濕藴者遥
參苓白朮散渊叶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曳冤院蓮子肉尧薏苡
仁尧砂仁尧陳皮尧桔梗各5g袁白扁豆7g袁茯苓尧人參尧甘
草尧白朮尧山藥各10g遥 本方益氣健脾滲濕遥 適用于脂
溢性脫髮尧慢性濕疹尧天疱瘡尧女陰潰瘍尧慢性小腿潰
瘍或各種皮膚病伴有面色萎黃尧 疲乏無力遥 肢體浮
腫袁食慾減退等屬脾虛濕困者遥
1援7活血化瘀法 用活血藥使瘀滯之血得以消散的方
法遥 適用于經絡阻隔尧氣血瘀滯所致皮膚病遥
1援7援1常用藥物 當歸尧桃仁尧紅花尧乳香尧沒藥尧三棱尧
莪術尧川芎尧五靈脂尧延胡索尧赤芍尧丹參尧鷄血藤尧三
七尧牛膝等遥
1援7援2方劑舉例
桃紅四物湯(叶醫宗金鑒曳冤院熟地黃12g袁當歸尧白芍尧桃
仁各9g袁川芎尧紅花各6g遥本方養血活血遥用于皮膚瘀
斑尧結節尧疤痕尧腫脹尧疼痛等遥
血府逐瘀湯渊叶醫林改錯曳冤院桃仁12g袁紅花尧當歸尧生
地尧牛膝各9g袁赤芍尧枳殻各6g袁川芎尧桔梗各5g袁柴
胡尧甘草各3g遥本方活血祛瘀尧行氣止痛遥用于血栓閉
塞性脈管炎尧帶狀疱疹尧結節性癢疹尧盤狀紅斑狼瘡尧
酒渣鼻及皮膚腫瘤等遥
1援8 補益氣血法 用補虛扶正尧益氣補血的藥物使

體內氣血充足援得以消除各種虛弱現象袁恢復人體正
氣的方法袁 用于皮膚病久病氣血耗傷或素體氣血不
足者遥
1援8援1常用藥物 黃芪尧黨參尧人參尧茯苓尧白朮尧山藥尧
扁豆尧大棗尧當歸尧白芍尧熟地黃尧何首烏尧黃精尧阿膠尧
龍眼肉等遥
1援8援2方劑舉例
十全大補湯渊叶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曳冤院人參3g袁肉桂
8g袁川芎5g袁熟地黃15g袁茯苓8g袁白朮10g袁炙甘草5g袁
黃芪15g袁當歸10g袁白芍8g遥 本方溫補氣血袁用于紅斑
狼瘡尧結節性紅斑尧血栓閉塞性脈管炎等遥

人參養榮湯渊叶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曳冤院白芍15g袁
當歸10g袁陳皮6g袁黃芪15g袁肉桂5g袁人參10g袁白术
10g袁炙甘草6g袁熟地黃10g袁五味子10g袁茯苓10g袁遠志
10g遥本方益氣補血尧養心安神遥用于皮膚病久治不愈
或恢復期氣血不足尧 心脾兩虛者袁 或潰瘍日久不斂
者遥
1援9 溫陽祛寒法 用溫陽尧通絡尧散寒的藥物袁以驅散
陰寒凝滯之邪援用于陽氣虛弱尧寒濕阻絡或寒凝氣滯
而致的皮膚病遥
1援9援1常用藥物 獨活尧羌活尧肉桂尧桂枝尧絡石藤尧麻
黃尧鹿角尧附子尧制川烏尧細辛尧補骨脂尧黃芪等遥
1援9援2方劑舉例
陽和湯渊外科全生集曳冤院熟地黃30g袁肉桂3g袁麻黃2g袁
鹿角膠9g袁自芥子6g袁姜炭29袁生甘草3g遥 本方溫陽補
血尧散寒通滯遥 用于硬皮病尧皮肌炎尧系統性紅斑狼
瘡尧血栓閉塞性脈管炎尧寒冷性多形紅斑尧雷諾病遥
當歸四逆湯渊叶傷寒論曳冤院當歸12g袁桂枝9g袁芍藥9g袁
細辛1.5g袁甘草5g袁通草3g袁大棗8枚遥 本方溫經散寒袁
養血通脈遥 用于雷諾病尧血栓閉塞性脈管炎尧慢性寒
冷性蕁麻疹等遥
1援10 補益肝腎法 用滋補肝腎的藥物治療肝腎不足
方法袁用于肝腎不足袁體弱尧面色晦暗尧憔悴等袁使體
內正氣充足袁得以消除各種虛弱現象遥
1援10援1常用藥物 熟地黃尧何首烏尧當歸尧白芍尧山萸
肉尧菟絲子尧枸杞子尧阿膠尧鹿角膠尧狗脊尧巴戟天尧肉
蓯蓉尧續斷尧杜仲尧黃狗腎尧陽起石尧益智仁尧冬蟲夏
草尧女貞子尧龜板尧鱉甲尧黃精尧麥冬尧石斛尧紫河車等遥
1援10援2 方劑舉例
六味地黃丸渊叶小兒藥證直訣曳冤院熟地黃24g袁山茱萸
12g袁山藥12g袁澤瀉9g袁茯苓9g袁牡丹皮9g遥本方滋陰補
腎袁適用于慢性皮膚病患者腰膝酸軟尧頭目眩暈尧耳
鳴耳聾尧盜汗遺精者遥
左歸丸渊叶景岳全書曳冤院熟地黃24g袁山藥12g袁枸杞子
12g袁山茱萸12g袁川牛膝9g袁菟絲子12g袁鹿角膠12g袁龜
板膠12g遥 本方滋陰補腎遥 用于各種皮膚病日久眞陰
不足袁精髓內虧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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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氣丸渊叶金匱要略曳冤院熟地黃24g袁山藥12g袁山茱萸
12g袁澤瀉9g袁茯苓9g袁牡丹皮9g袁桂枝3g袁制附子3g遥本
方溫補腎陽遥 用于各種皮膚病腎陽不足者遥
右歸丸渊叶景岳全書曳冤院熟地黃24g袁山藥12g袁山茱萸
9g袁枸杞子12g袁鹿角膠12g袁菟絲子12g袁杜仲12g袁當歸
9g袁肉桂6g袁制附子690本方溫補腎陽袁塡精補血遥 用
于各種皮膚病日久氣衰神疲袁畏寒肢冷袁陽萎遺精袁
小便自遺者遥
二 經典方劑在皮膚科外治

中醫外治法在皮膚病的治療中佔有相當重要的
地位遥 是運用藥物和手術或配合一定的器械直接作
用于病人體表某部或病變局部袁可以直達病所袁以達
到治療目的遥 外治法的應用同內治法一樣袁要進行辨
證施治遥 要根據各種不同的皮損及自覺症狀袁分別使
用不同的外用藥物互相配伍遥 隨證加減遥
2援1外用中藥的性能
2援1援1清熱解毒藥 蒲公英尧黃柏尧黃連尧大黃尧千里
光尧靑黛尧紫花地丁尧馬齒莧尧車前草尧金銀花尧金錢
草尧地錦草尧魚腥草尧白花蛇舌草尧穿心蓮尧敗醬草尧大
靑葉尧板藍根遥
2援1援2 祛風止癢藥 薄荷尧冰片尧樟腦尧銅緑尧地膚
子尧白鮮皮尧刺蒺藜尧土茯苓尧荆芥尧防風尧蛇蛻尧枯礬尧
大楓子尧鶴虱尧黃柏尧蛇床子尧蒼耳子尧苦參尧川椒遥
2援1援3 收斂燥濕藥 龍膽草尧爐甘石尧滑石尧煅石膏尧
枯礬尧明礬尧五倍子尧海螵蛸尧海蛤殻尧石榴皮尧松香尧
白鮮皮尧土茯苓尧苦參尧馬齒莧尧黃柏尧蒼朮遥
2援1援4養血潤膚藥 當歸尧紅花尧地膚子尧大楓子尧桃
仁尧蒼耳子尧紫草尧地楡尧蜂蜜尧芝蔴油尧獾油尧蓖麻子尧
生地尧紫草尧胡麻尧杏仁遥
2援1援5殺蟲攻毒藥 輕粉尧硫黃尧百部尧雄黃尧藤黃尧朱
砂尧鉛丹尧蟾酥尧川椒尧土槿皮尧茵陳尧大楓子尧烏梅尧信
石遥
2援1援6腐肌祛疣藥 木賊草尧鴉膽子尧烏梅尧石灰尧鹵
碱尧升丹尧降丹尧密陀僧遥
2援2外用的劑型
2援2援1 水劑 又稱溶液劑袁是將單味藥或復方藥物加
水適量煎煮後濾過而成的水溶液遥 供濕敷尧塗搽尧沐
浴等外用遥 有祛濕尧收斂尧潤膚尧止癢等作用遥 主要適
用于急性炎症性皮膚病尧化膿瘡面尧全身瘙癢性皮膚
病尧鱗屑肥厚等角化性皮膚病遥
方劑舉例院
苦參湯渊叶瘍科心得集曳冤院苦參60g袁蛇床子30g袁自芷
15g遥 金銀花30g袁菊花60g袁黃柏15g袁地膚子15g袁大菖
蒲9g袁水煎洗袁祛濕止癢遥 用于神經性皮炎尧女陰自
斑尧陰囊濕疹等遥
蛇床子湯渊<醫宗金鑒>冤院威靈仙尧蛇床子尧當歸尾尧土
大黃尧苦參各15g袁縮砂殻9g袁老葱頭7個袁水煎先燻後

洗遥消風祛濕尧殺蟲止癢遥用于疥瘡尧陰虱以及外陰瘙
癢遥
2.2.2散劑 又稱粉劑尧藥粉遥 是將一種或多種藥物乾
燥後袁硏成細末援過篩混匀而成遥 有清涼安撫尧乾燥收
斂尧除濕止癢的作用遥 適用于無滲液僅有潮紅尧丘疹
的急性或亞急性皮膚病尧 減輕皺襞部及間擦部的磨
擦及浸漬尧以及用做爽身粉
或防護粉袁或直接摻撒于皮損袁而起消散尧提膿尧祛
腐尧止血作用遥
方劑舉例院
祛濕散渊叶趙炳南臨床經驗集曳冤院大黃面尧黃芩面尧寒
水石面各30g袁靑黛3g袁直接外用遥 清熱解毒袁收斂止
癢遥 用于有輕度滲出的急性或亞急性皮炎尧濕疹等遥
也可加香油調匀成祛濕散油遥
如意金黃散渊叶醫宗金鑒曳冤院大黃尧黃柏尧薑黃尧白芷各
150g袁南星尧陳皮尧蒼朮尧厚樸尧甘草各60g袁天花粉
300g袁共硏細末遥 用蜂蜜或鮮草露汁調敷袁清熱消腫尧
活血止癢袁用于癤腫尧癰尧丹毒尧結節性紅斑等遥
生肌散渊叶醫宗金鑒曳冤院珍珠尧黃連尧黃柏尧輕粉尧花粉尧
象牙尧五倍子尧兒茶尧沒藥尧乳香遥 共爲細末遥 外摻患
處遥 生肌活血袁用于潰瘍久潰不斂者遥
二味拔毒散渊叶醫宗金鑒曳冤院明雄黃尧白礬各等份袁共
硏細末遥 用茶水調搽患處遥 清熱解毒袁消腫止痛遥 用
于帶狀疱疹尧丹毒尧疥瘡等遥
2援2援3水粉劑 又稱洗劑尧搽劑尧振蕩荆尧混懸劑遥 是
將一定分量不溶于水的藥末與冷開水或蒸餾水相混
合而成遥 有清熱解毒尧清涼止癢尧乾燥收斂尧安撫保護
作用遥 適用于急性尧亞急性炎症性皮膚病袁能大面積
塗搽遥
方劑舉例院
三黃洗劑渊顧伯康叶中醫外科學>冤院大黃尧黃柏尧黃芩尧
苦參各等份袁 共硏細末遥 上藥10-15g袁 加入蒸餾水
100IIIL袁醫用石炭酸lmL遥用時搖匀袁用棉花蘸藥汁搽
息處遥清熱尧止癢尧收澀遥用于急性無明顯滲出的皮膚
病袁如濕疹尧脂溢性皮炎尧痤瘡尧蟲咬皮炎等遥
顛倒散洗刺渊經驗方冤院硫黃尧生大黃各7援5g袁石灰水
100mL遥 將硫黃尧大黃硏極細末後袁加入石灰水渊將石
灰與水攪渾袁 待澄清後袁 取中間清水冤100mL混和即
成遥 外搽患處袁每日3-4次遥 活血化瘀遥 用于痤瘡尧酒
渣鼻尧脂溢性皮炎等遥
2援2援4油劑 是以植物油與藥粉調和混匀而成遥 可用
藥物浸入植物油中熬煎至枯去渣遥 再加入適量黃蠟
而成遥 有保護尧滋潤尧收斂尧消炎尧祛腐尧生肌的作用遥
適用于輕中度糜爛尧滲出的急性尧亞急性皮膚病袁繼
發感染的化膿性皮膚病或潰瘍尧 皮膚乾燥脫屑和皸
裂等遥
方劑舉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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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癬是指發生於趾間袁 足底和足跟部位的皮膚
癬病袁中醫稱之爲野臭田螺冶遥 其致病多由足部多汗尧
過于潮濕尧衛生失理致濕尧熱尧蟲三邪外侵而發病遥
1 臨床資料
1援1 一般資料 所有病例均爲2009年3月至2011年6
月門診成年病例遥 其中男性87例袁女性66例曰年齡最
小18歲袁最大75歲曰職業分別有幹部28例尧職員39例尧

工人46例尧農民11例尧學生13例尧家庭婦女16曰雙足患
病136例袁單足患病17例曰病程最長17年袁最短3個月遥
1援2 診斷依據 淤皮損常初發于單側2尧3或3尧4趾間袁
匡廓清楚袁後逐漸浸淫蔓延至足跖尧足跟遥 于皮損
以瘙癢尧水泡尧糜爛尧脫屑尧角化爲特徵遥 盂患處浸
漬尧濕爛或粟粒大小水疱袁攢集皮下袁或皸裂脫皮遥
榆易反復袁入夏加劇袁冬日易皸裂遥 虞眞菌直接鏡

鵝掌風浸泡劑治療足癬153例

泉州市中醫外科醫院 陳文展

蛋黃油渊經驗方冤院煮熟鷄蛋黃3q枚袁放人鍋內用文火
煎熬袁炸枯去渣存油備用遥外搽患處遥潤膚生肌袁用于
乳頭破碎尧奶癬等病遥
大楓子油渊經驗方冤院大楓子油2000g袁硼酸100g袁冰片
10g袁麝香0援1g袁調匀後袁直接外搽患處袁或與甘草油尧
蛋黃油混匀外搽遥 攻毒殺蟲袁潤膚止癢遥 用于皮膚瘙
癢症尧神經性皮炎尧魚鱗病等遥
2援2-5酊劑 又稱藥酒尧酒劑尧浸劑遥 是將藥物浸入白
酒或乙醇中浸泡溶解後配制而成遥 有清涼止癢尧殺菌
消炎尧散瘀消腫尧解毒殺蟲作用遥 適用于瘙癢性皮膚
病尧皮膚淺部眞菌病等遥
方劑舉例院
百部酒渊酊冤渊叶醫宗金鑒曳冤院百部75g袁白酒300g渊或
75豫乙醇冤浸1日援外搽患處袁殺蟲止癢袁用于陰虱遥
復方斑蝥酊渊經驗方冤院斑蝥12個袁全蝎16個袁烏梅肉
30g袁皮硝12g袁75豫乙醇渊或百部酒冤480mL遥 將上藥直
接浸入75豫乙醇 渊或百部酒冤 內浸泡10晝夜過濾備
用遥殺蟲止癢遥用于神經性皮炎尧皮膚瘙癢症尧扁平苔
蘚尧斑禿等遥
2援2援6軟膏 是將單味中藥或復方中藥硏成細末袁與
適宜基質混合調成均匀尧細膩尧半固體狀態的劑型遥
有保護瘡面尧潤滑肌膚尧消除痂皮尧消腫止痛尧軟堅散
結的作用遥 適用于皮膚深部炎症尧皮膚乾燥皸裂尧浸
涸肥厚苔蘚化的慢性皮膚病尧結痂尧潰瘍等遥
方劑舉例院
紫草膏渊朱仁康叶中醫外科學曳冤院紫草尧生地各120g袁
黃柏90g袁當歸60g袁紅花尧生大黃尧自芷各30g袁冰片9g
渊硏細末冤袁黃蠟240g袁麻油1000g遥 除黃蠟尧冰片外袁將
其他藥物入油浸1d袁再人鍋內袁文火熬至藥枯袁去渣
濾凈袁人黃蠟熔化袁傾人盆內袁再加冰片袁攪匀遥 將藥
膏均匀地塗紗布上袁貼敷患處遥 涼血解毒袁潤膚生肌遥
用于慢性濕疹尧神經性皮炎等遥
黃連膏渊叶醫宗金鑒曳冤黃連9g袁當歸15g袁黃柏9g袁生地

30g袁薑黃9g袁麻油3609袁黃蠟120g袁上藥除黃蠟外袁浸
入麻油內袁1d後遥 用文火熬煎至藥枯袁去渣濾清袁再加
人黃蠟袁文火徐徐收膏遥 將膏均匀塗于紗布上袁敷貼
患處遥有潤燥尧清熱尧解毒尧止痛之功遥用于痔瘡尧燙傷
等證袁瘡瘍色紅作痛者遥
10豫硫磺軟膏院硫磺l0g袁凡士林加至100g遥 調匀袁外搽
患處遥 用于亞急性濕疹尧痤瘡尧脂溢性皮炎尧單純糠
疹尧疥瘡遥
2援2援7硬膏 又稱膏藥遥 是將中藥放入植物油中炸
枯尧去渣尧再將藥油加入適量黃丹而成遥 有軟堅散結尧
搜風止癢尧護膚防裂尧提膿祛腐尧軟化角質尧促進吸收
的作用遥 適用于慢性局限性浸潤肥厚性皮膚病尧角化
性皮膚病尧皮膚皸裂尧癤腫等遥
方劑舉例院
黑色拔膏棍渊叶簡明中醫皮膚病學曳冤院鮮羊蹄根梗葉尧
大楓子尧百部尧皂刺各60g袁鮮鳳仙花尧羊躑躅花尧透骨
草尧馬前子尧苦杏仁尧銀杏尧蜂房尧苦參子各30g袁穿山
甲尧川烏尧草烏尧全蝎尧斑螫各15g袁金頭蜈蚣15條遥 藥
麵類院白芨面30g袁藤黃面尧輕粉面各15g袁硇砂面99遥
制法院香油3840mL袁生桐油960mL遥 放入鐵鍋內袁浸泡
群藥後袁文火炸成深黃色袁離火後過濾援再將藥油置武
火煎煉至滴水成珠 渊溫度約2400C冤袁 然後下丹袁每
840mL藥油加樟丹300g袁藥麵90g袁松香60g遥 用法院加
溫外貼患處遥 3-5d更換1次袁清拭時需要用植物油或
揮發性油類才能擦凈遥 殺蟲袁除濕袁止癢袁軟化浸涸袁
剝脫上皮袁破瘀軟堅袁止痛遥 用于帶狀疱疹後遺神經
痛尧神經性皮炎尧毛囊炎尧結節性癢疹尧尋常疣尧胼胝尧
鷄眼尧 甲癬尧 瘢痕疙瘩及一切肥厚性角化性皮膚疾
患遥
四尧結語

中醫治療皮膚病有着良好的療效袁 這也是中醫
治療的一大特色和優勢所在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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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野火神派冶的興起袁且由於療效顯著袁爲硏究
治療疑難病症拓開了一個新的方向遥 筆者硏習之餘
受益頗深袁現將治療皮膚病的六則總結出來遥 以供同
道參考袁希望給予指正遥

案例一院紫斑病渊腹型過敏性紫癜冤
蔡某 男袁17歲袁晉江靑陽人袁2008年2月17日就

診遥
主 訴院 雙小腿散在性暗紅色斑疹袁 伴腹痛十

天遥
現病史院患者十天前因腹痛袁伴雙小腿散在性瘀

點就診于某醫院袁 診斷爲腹型過敏性紫癜而給予治
療渊具體欠詳冤袁症狀時輕時重袁後要求中醫治療遥

旣往史院 患者去年十二月曾患腹型過敏性紫癜
住院治療袁否認肺結核尧肝傳染性疾病遥

檢 查院體溫36.7益袁呼吸20次/分袁脈搏72次/分袁
雙小腿散在性暗紅色斑疹袁時覺腹痛袁按之柔軟袁面

色蒼白袁精神倦怠尧手足欠溫遥
實驗室檢查院血尧尿常規正常遥
凝血六項正常尧血沉尧抗野〇冶正常遥
舌脈象院舌淡袁苔白袁脈沉細袁雙尺尤甚遥
西醫診斷院過敏性紫癜渊腹型冤
中醫辨證院陽氣虛弱尧血道失攝
治 法院溫陽攝血
方藥院制附子9克渊先煎冤尧干姜9克尧炙甘草10克尧

砂仁15克尧黃柏5克尧龜板6克尧黨參30克尧白術15克尧
仙靈脾15克尧鹿角霜15克尧白芨12克尧阿膠12克渊烊
化冤六劑一天一劑水煎服渣再袁第三次煎洗雙小腿遥

2月23日復診院腹痛消失袁精神好轉袁小腿部斑疹
基本消失袁續服半月袁諸症消失袁體力好轉袁手足溫袁
追訪兩年未復發遥

按院患者兩次發病皆在歲末年終袁系太陽寒水主
氣之時袁加之體倦尧手足不溫袁舌脈之象袁則陽氣虛衰

扶陽論治皮膚病舉隅

福建省晉江市中醫院 蔡文墨 許佩玲

檢發現菌絲或以孢子爲主遥
2援 治療方法
2援1 取中藥 大風子500g 丁香500g 苦參750g 皂莢
500g 防風300g 明礬750g 五加皮300g 地骨皮300g
浸泡于25kg 黑醋中密封10天袁 後濾取藥液封裝袁每
瓶500ml備用遥
2援2 用藥前先用溫水洗腳袁擦干後視患足單或雙足袁
取藥液1000ml耀2000ml置盆中加熱至略燙袁 浸泡患
足袁每天一次袁每次浸泡30分鐘以上袁後用專用毛巾
擦干袁藥液連續泡用10天後棄之遥
2援3 使用時袁若患足處于浸漬糜爛階段袁則先用加味
三石軟膏渊爐甘石尧煅石膏尧滑石粉尧黃柏粉尧硫磺粉尧
凡士林冤塗抹袁待其糜爛面結痂後浸泡遥
2援4 冬季浸泡時袁若患部粗糙尧皸裂袁先用15%硫磺軟
膏塗抹裂口後浸泡袁以免刺激傷口袁影響療效遥
2援5 上述藥液浸泡10天爲一周期袁三個周期後判定療
效遥
3 治療結果

3援1 痊癒院患部皮損消失袁無癢袁眞菌直接鏡檢無查出
菌絲遥

好轉院患部皮損基本消失袁皮膚表面粗糙袁
眞菌直接鏡檢無查出菌絲遥

無效院患部癢痛不適袁甚或腫脹曰或皮膚粗
糙袁時有瘙癢遥

3援2 結果院痊癒132例袁達86.3%曰好轉17例袁達11.1%曰
無效4例袁達2.6%袁總有效率97.4%遥
4 體會

淤中醫認爲足癬由濕尧熱尧蟲三邪所致遥 由於閩
南地處東南沿海袁氣候溫暖潮濕袁加上社會發展和文
明程度的增加袁不論何種職業袁多數人鞋襪長時間裹
足袁足汗未能及時從皮膚表面清除袁均爲眞菌的生長
提供了方便的條件遥

于本病由於溫熱下注袁兼感外邪而發袁故方中重
用苦參尧皂莢尧明礬尧大風子尧防風尧五加皮袁清熱燥
濕袁再以丁香尧黑醋殺蟲袁合爲清熱解毒袁除濕殺蟲之
效遥 同時袁據報道袁上述藥品經藥理實驗證明均具有
一定的抗眞菌作用袁故療效滿意遥

盂由於患者鞋襪的反復使用和對本病治療未徹
底袁因此袁常致本病反復發作袁難於根治遥 因此袁治療
中應堅持用藥袁切勿時斷時續袁影響療效曰此外袁治療
過程中袁 所有穿用鞋襪均需用1/10008.4消毒液浸泡
清洗後晾干袁方可再穿用遥

榆實踐證明袁中藥醋浸劑副作用小袁價格低廉曰
對足癬袁尤其是對角化過渡型足癬有良好療效遥 中藥
醋劑可以直接改變皮膚的PH値袁軟化皮膚袁增強皮膚
新陳代謝和抗感染能力袁 有效地破壞了眞菌的生長
環境袁 有效地阻止了重複感染袁 達到徹底治愈的目
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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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象顯矣袁患者體倦袁屬野少陰病袁但欲寐冶的範疇袁
叶傷寒論曳第二百八十一條院野少陰之爲病袁脈沉細袁但
欲寐冶袁少陰篇的第三百二十三條院野少陰病袁脈沉者袁
急溫之袁宜四逆湯冶袁故採用溫陽以攝血袁諸症消失袁
遠期療效大爲提高遥

案例二院葡萄疫渊單純性紫癜冤
邱某 男袁16歲 石獅祥芝人 2008年6月3日

就診
主 訴院雙下肢紫紅色瘀斑袁瘀點一周遥
現病史院 患者平素缺少運動袁 夏天在空調里上

網袁嗜食冰冷之物袁一周前自覺雙下肢出現紫紅色斑
疹袁小如針尖樣袁大如錢幣遥 無腹痛尧關節痛之症袁當
地衛生所給予安絡血袁維生素C等口服藥袁症狀未減
而求治遥

旣往史院沒有傳染病可追溯袁否認用藥史遥
檢 查院體溫36.6益 呼吸19次/分袁脈搏75次/次袁

雙下肢大小不一的瘀斑袁 瘀點壓之不褪色袁 不痛不
癢袁面色蒼白袁手足不溫遥

實驗室檢查院血尧尿常規正常袁血小板計數尧凝血
六項正常遥

舌 脈院舌質淡白尧舌體胖大尧有齒印尧苔白袁脈
沉細雙尺無力遥

西藥診斷院單純性紫癜
中醫辨證院陽氣虛衰尧血失統攝遥
治 法院制附子15克渊先煎冤尧生薑12克尧炙甘草

10克尧黃芪50克尧巴戟天15克尧菟絲子15克尧黨參15
克尧白術15克尧砂仁15克尧仙鶴草30克尧阿膠12克遥

六 劑院水煎服袁渣再袁第三遍煎洗患外袁並囑其
禁食冰冷袁不在空調里袁早睡覺遥

6月10日復診袁皮疹消褪十之七八袁續服半月袁諸
症消失袁追訪半年未作遥

按院此患者久居寒濕之地袁因嗜食冰冷袁生活作
息不規則袁耗傷人體陽氣袁致陽虛氣少袁氣不攝血袁血
液泛溢肌膚袁從面色蒼白袁手足不溫袁舌脈表現辯證
爲陽虛袁故通過溫陽益氣而取效遥
案例三院隱疹渊慢性蕁麻疹冤
陳某 女袁27歲 袁晉江靑陽下行人袁初診日期2008年
4月10日

主 訴院反復發作風團尧搔癢三年袁近半月加劇
現病史院 患者三年前因進食海鮮後全身發作搔

癢尧風團損害袁經當地給予鈣劑袁抗組胺藥袁強的松等
治療袁症狀均緩解袁而後反復發作遥 今自服西替利嗪
而取效袁並均于夜間八尧九點即作風團直至次日凌晨
五尧六點漸清退袁情况持續三年袁服藥無數袁今要求中
藥以求野斷根冶治療遥

檢 查院四肢尧軀于皮膚散在淡紅色風團袁皮損
形態不一袁部分堆壘成片塊狀袁平素畏冷感袁手足不
溫袁尤于冬天爲甚袁皮膚劃痕症渊+冤

舌 脈院舌淡胖袁舌體大有齒印袁脈沉雙尺尤甚遥
西院診斷院慢性蕁麻疹
中醫辨證院陽虛衛外失固遥
方 藥院生黃芪40克尧白術30克尧防風10克尧桂枝

15克尧炒白芍10克尧大棗25枚渊擘開冤尧砂仁15克尧制附
子12克渊先煎冤尧炙甘草10克尧補骨脂15克尧蛇床子15
克尧白蒺藜15克尧何首烏15克尧全蝎4克尧蜈蚣2條遥

7劑一天一劑水煎服袁渣再遥
1月17日復診袁仍有風團發生袁但較前風團減少袁

癢感不明顯袁續服7劑遥
4月25日三診袁夜間風團基本不作袁胖大之舌體

已不明顯袁舌質無齒印袁續服14劑諸症消失袁後以玉
屛風顆粒附子理中丸善後調理袁追訪年半未作遥

按院癮疹又作風疹塊袁屬於變態反應性疾病袁今
名蕁麻疹袁病因很多而複雜袁偶有遇數月袁或數年而
反復未愈者袁系慢性蕁麻疹袁中醫治療方法很多袁本
例通過溫陽益氣固表而取效袁此外對於遇冷袁遇風而
作袁 夜間加重者袁 通過溫陽治療而有較好的遠期療
效遥
案例四院風瘙癢渊搔癢症冤
吳某 女袁70歲 2008年12月5日初診

主 訴院全身皮膚反復搔癢三個月
現病史院患者近三月來全身皮膚劇烈搔癢袁以往

間爲甚袁常以熱水燙洗以減輕搔癢症狀袁經多方檢查
未見相關疾病遥 常服開瑞坦袁谷維素尧腦益嗪尧多慮
平袁強的松尧維生素E等症狀緩解袁近半月來患者自覺
搔癢袁夜不能寐袁故來門診要求內服中藥治療遥

旣往史院否認肝膽疾病袁糖尿病袁高血壓病史遥
檢 查院全身皮膚乾燥尧鬆弛尧少量鱗屑袁大量抓

痕袁血痂袁無丘疹尧紅斑袁無糜爛尧滲出袁面色萎黃尧手
足冰冷袁時有腰部痠痛袁飲食尧二便如常遥

實驗室檢查院血常規尧尿常規正常袁生化提示膽
固醇升高遥

舌 脈院舌質淡袁舌體胖大袁苔白袁脈雙尺沉細遥
西醫診斷院老年性皮膚搔癢症
中醫辨證院陽氣虛衰袁肌膚失養遥
方 藥院制附子15克渊先煎冤尧生薑10克尧炙甘草

10克尧砂仁15克尧生黃芪50克尧菟絲子15克尧巴戟天15
克尧黨參15克尧生白術30克尧龜板6克尧龍牡各15克尧白
蒺藜15克尧何首烏15克遥

7劑袁水煎服渣再袁第三遍煎洗遥
12月13日復診袁搔癢之症好轉袁夜間能多少睡一

會兒袁效不更方袁續服七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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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之診袁搔癢之症明顯好轉袁夜能寐袁腰
痠症消袁手足溫暖感袁續服半月諸症消失袁追訪一年
未見復發遥

按院老年性搔癢症病因很多袁以養血潤膚止癢的
當歸飲子治療報道很多遥 本例患者面色萎黃袁手足冰
冷袁時有腰酸疼痛袁舌脈之表現袁陽氣虛衰之症明顯袁
採用扶陽治療效果顯著遥
案例五院蝴蝶斑渊黃褐斑冤
施某 女袁43歲 2008年10月11日就診

主 訴院雙面頰蝴蝶狀色素沉着斑三月
現病史院患者形體瘦弱袁平素睡眠不佳遥 近三月

來面頰逐漸出現黯黑色沉着斑袁飲食量少袁大便常三
至四一行袁月經量少袁時有夾黯黑色血塊袁畏冷腰痠袁
白帶清稀遥

旣往史院否認結核病史袁肝腎等慢性疾患遥
檢 查院雙面頰部呈蝴蝶狀黃褐色斑片袁邊界清

楚袁表面光滑袁無鱗屑袁對稱分布袁上唇部散在性黃褐
色斑片遥

實驗室檢查院血常規尧尿常規正常
舌 脈院舌質淡袁苔薄白袁脈沉細雙尺無力遥
西醫診斷院黃褐斑
中醫辨證院陽氣虛衰袁瘀血阻滯肌膚失養遥
方 藥院制附子15克渊先煎冤尧生薑10克尧炙甘草

10克尧砂仁15克尧生黃芪50克尧菟絲子15克尧巴戟天
15尧黨參15克尧生白術30克尧桂枝10克尧赤芍15克尧茯
苓15克尧桃仁15克尧牡丹皮15克尧大黃5克尧絲瓜絡12
克遥

7劑袁水煎服渣再袁第三遍煎洗患部遥
10月19日復診袁黃褐斑較前略淡袁腰痠袁畏冷症

狀改善袁夜寐稍安袁續服七劑遥
10月26日三診袁黃褐斑比較前淡袁前天行經時袁

未見血塊袁經血量比前增多袁續服半月袁黃褐斑褪盡袁
諸症消失遥 一年後相遇袁面色紅潤袁身體較前肥胖袁黃
褐斑未見遥

按院中醫認爲蝴蝶斑多因肝郁氣滯袁郁久化熱袁
使顔面氣血失和袁或因過食肥甘袁損傷中土尧脾虛濕
阻袁氣血不能榮于顔面袁或因房勞過度傷及陰精袁腎
陰不足袁虛火上炎袁以致肌膚失養遥 本例患者平素腰
痠畏冷袁白帶清稀袁夜寐不佳袁脈雙尺沉細無力等則
爲腎陽不足袁陰氣彌散袁泛于顔面所致袁在溫陽的基
礎上加以活血的桂苓湯袁 唐容川氏有句名言曰院野一
切不治之症袁皆由於不善祛瘀所致冶袁本例採用溫陽
活血而奏效遥
案例六院肺風粉刺渊痤瘡冤
蔡某 女 32歲 初診2009年3月13日

主 訴院面部紅色丘疹袁小膿疱袁反復發作半年遥
現病史院患者半年前常熬夜不寐袁而後在面部出

現紅色丘疹袁膿疱遥 在院外診爲蕁常型痤瘡袁先後服
用四環素尧美滿霉素尧甘草鋅袁煙酰胺和中藥清熱解
毒藥等症狀仍時好時差遥 大便常三天一行袁 夜寐不
佳袁頭暈袁腰痠乏力袁手足冬天不溫遥

檢 查院顔面萎黃袁雙顴部下頜部見紅色丘疹袁
用手擠壓可見少量白色脂狀物流出袁周邊有3-5個針
頭狀膿疱袁周圍炎症潮紅遥

舌脈象院舌淡袁舌體胖大袁有齒印袁苔白袁脈沉雙
尺尤甚

西醫診斷院痤瘡
中醫辨證院陽氣不足袁虛陽上越
治 法院扶陽潜納遥
方 藥院潜陽封髓丹加減
制附子10克渊先煎冤尧生薑10克尧炙甘草10克尧砂

仁12克尧黃柏10克尧龜板10克尧生白術30克尧肉蓯蓉30
克尧桑白皮15克尧枇杷葉15克尧龍牡各15克遥

7劑袁水煎服渣再袁第三遍煎洗患部遥
3月21日二診院自覺腰痠症緩袁頭暈減尧大便通尧

夜寐好轉袁面部丘疹紅斑減袁膿瘡不再袁續服14劑袁而
痤瘡消失袁諸症好轉袁囑其注意生活起居袁忌食冰冷
煎炸之品袁追訪半年未見復發遥

按院痤瘡是一種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疾病袁
臨床中多以清熱袁祛火毒袁清化濕熱袁健脾化濕袁疏肝
解郁袁活血涼血袁調理冲任爲主袁但過于苦寒之品袁加
上抗生素的大量使用袁往往損傷人體陽氣袁致使陽虛
而虛陽外越遥 故扶陽潜納之法在臨床中仍可取效遥

小結院叶內經曳院凡陰陽之要袁陽密乃固遥 這是中醫
治療的終極目標袁 皮膚病的外在表現與內臟功能密
切相關袁所謂野有諸內必形諸外遥 冶因爲很多慢性疾病
反應的已不是一個系統尧一個臟腑的單一疾病袁而更
多反應的是多臟腑的疾病遥 由於先天不足袁嗜食生冷
寒涼袁誤用苦寒袁濫用抗生素袁加之工作的煩勞袁非時
作息袁心性因素等袁致使陽氣損傷增多遥 只有針對病
人的野觀其脈證袁知犯何逆袁隨證治之冶遥 因此只要在
脈症上符合陽虛的條件袁 皮膚病仍舊可採用扶陽的
方法治療並可使遠期療效大爲增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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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血爲肛腸科常見症狀遥 作者對便血採用三黃
湯加味治療並設對照組袁經兩臨床療效對比觀察袁結
果表明其對實證便血療效較好遥 現報吿如下院

臨床資料
本組共576例袁男217例袁女359例曰年齡9~54歲袁

平均35歲遥 引起便血之疾病均爲實證便血遥 內痔者
396例袁肛裂160例袁大腸息肉20例遥 隨機分爲兩組袁觀
察組287例袁對照組289例遥

治療方法

觀察組服三黃湯加味治療遥 方藥組成院 錦紋大
黃袁川黃蓮袁黃芩袁愧角袁升麻遥 煎服法院放中川黃蓮袁
黃芩袁槐角以冷水员缘园园酝蕴袁先煎员园分鐘後袁再加入升
麻袁大黃一併煮沸猿分鐘袁倒出頭煎藥液後袁再煎一
次袁兩次藥液合併約猿园园酝蕴袁分兩次口服袁每日一劑袁缘
天爲一療程遥 冷服爲宜遥 中藥即止遥

對照組常規服用西藥袁止血藥袁抗感染藥袁缘天爲
一療程遥

治療結果

三黃湯加味治療便血臨床硏

泉州市中醫院肛腸科 吳榮發 洪曉華

筆者從1998年至今袁 運用馬錢子外用合龍膽瀉
肝湯治療帶狀疱疹50例袁療效滿意袁總結如下院

一尧臨床資料院
經治50例中袁男15例袁女35例袁年齡20要40歲共

15例袁41要75歲共35例袁最小年齡20歲袁治療平均天
數10天遥

二尧治療方法院
先用生理鹽水清洗瘡面袁後用碘伏常規消毒袁再

用馬錢子磨井清水袁 用鷄毛拈少量磨好的液體塗擦
患處袁一天3次袁連用3要5天渊注意馬錢有毒冤袁同時配
合龍膽瀉肝湯加減袁 一天一幅水煎服袁150ml一天2
次袁連用七天爲一療程遥

三尧療效評定院
治愈院皮疹清退袁臨床體徵消失袁無疼痛後遺症遥
好轉院皮疹消退袁約30%疼痛明顯減輕遥
未愈院皮疹消退袁不足30%仍有疼痛遥
治療結果院
病患經用馬錢子外塗袁 連用3要5天再服龍膽瀉

肝湯一周袁治愈35例袁好轉10例袁無效5例袁有效率
90%遥

四尧典型病例院
患者李某袁男袁年齡52歲袁尻尾連及肛周尧前陰部

皮膚見成簇而不融合的栗粒至黃豆大的大丘疹袁丘
疱疹袁繼而變爲水泡袁坐臥難安袁活動受限袁厭食袁疼

痛難忍袁昧差袁求治于我袁給馬錢子磨井清水袁用鷄毛
拈少量液體塗擦患處袁第二天瘡面明顯收縮袁水泡乾
涸袁疼痛明顯減輕袁能行走活動袁繼用3天瘡面結痂袁
再給龍膽瀉肝湯7天袁一天一幅袁150ml袁一天2次袁連
服4天症狀基本消失袁瘡面收復袁繼用三天鞏固療效袁
第十天隨訪袁患者吿知全愈遥

五尧體會院帶狀疱疹由病毒引起的急性炎症性皮
膚病袁中醫稱之野蛇串瘡冶是因肝脾內藴濕熱袁兼感邪
毒所致遥 以成簇水疱沿身體一側呈帶狀分布袁排列宛
如蛇行袁且疼痛劇烈爲特徵的皮膚病遥 皮疹多見于胸
背部尧面部尧腰部尧大腿內側袁前陰部袁一般不超過正
中線袁多發于春秋兩季遥 中醫分爲肝經鬱熱型袁脾虛
濕藴型袁還有氣滯血瘀型袁一般多見于肝經鬱熱型袁
馬錢子性味苦寒袁有毒袁歸肝脾經袁功效通絡散結袁消
腫定痛袁與野蛇串瘡冶的病因病機相符袁又龍膽瀉肝湯
具清肝膽實火兼清肝膽濕熱袁內外並治袁起到事半功
倍的治療效果袁縮短病程袁減輕患者的痛苦袁患者幸
矣袁我亦樂矣袁値得推廣遥

渊作者簡介院黃細波袁出生於1968年8月袁畢業于泉州黎明

大學中醫專業袁從事中醫事業20年袁曾經參加2007年尧2009年

兩屆野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硏討會冶袁並于2009年在叶世
界中醫藥曳發表叶骨髓炎中草藥治驗曳論文袁2007年取得中醫執

業醫師資格證書袁2010年被評爲泉港區優秀鄉村醫生遥聯繫電

話院0595-87700521冤

馬錢子外用合龍膽瀉肝湯治療帶狀疱疹50例

黃細波

渊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區塗嶺鎮松園村第二衛生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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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 例數
顯效
率渊豫冤 有效率渊豫冤 無效率渊豫冤 平均治愈

天數

對照組 287 273渊95.1冤 14渊4.9冤 0 3.3
對照組 289 83渊28.7冤 182渊63.0冤 24渊8.3冤 4.4
*t檢驗與對照組比較P<0.005

治療標準顯效院 大便出血停止袁 肉眼看不到血
絲遥 有效院大便出血基本停止袁手紙上仍有血色遥 無
效院大便出血未見明顯好轉或加重者遥

療效兩組治療結果及療效比較見表遥 兩組顯效
率有明顯差異袁觀察組優于對照組遥

附表 觀察組及對照組治療比較

典型病例

姚某袁男袁缘圆歲遥 圆园员园年怨月员猿日初診袁平素偶爾
大便帶血袁此次便血已經猿日袁每日圆原猿次袁血色鮮紅袁
便時滴血袁有時呈噴射狀出血袁顔面發熱而紅袁煩躁袁
舌質紅苔黃膩袁脈數遥 經檢查診爲混合瘡遥 治以瀉火
寧絡袁袪瘀生新遥 取三黃湯加味方煎湯袁令其冷服袁每
日一劑袁日服二次袁次日晨起排便一次袁糞質軟成形袁
少量帶血袁情緒好轉袁顔面已經不發熱袁兩劑服下袁便
血停止遥

討 論
便血是指排糞時大便帶血或血隨糞便出之症袁

可見于多種疾病遥 臨床診治必須辨別病與辯證相結
合遥 中醫學認爲袁便血的發證不外乎虛實兩類遥 實證
爲風火內迫袁濕熱下注袁血熱忘行袁熱傷血絡爲患曰虛
症爲血虛腸燥袁陰虛火旺袁灼傷血絡或脾不統血袁氣
不攝血所致遥 據野瀉火寧絡袁祛瘀生新冶的治療原則袁
取三黃湯加味治療便血袁是針對實證便血而設遥 叶金
匱要略曳三黃湯是主治邪火內熾袁迫血忘行的方針袁
治療熱盛吐血袁衄血遥 方中川黃蓮袁黃芩袁大黃皆苦寒
冷清泄袁直折其熱袁使火降則血亦自止遥 今用治療便
血袁意在以大黃加強瀉火泄熱之攻袁以瀉代清袁通腑
逐瘀爲主藥遥 藥理硏究證實袁大黃有收斂止血袁沉澱
蛋白質的作用袁可減少創面組織液外滲遥 止血成分除
與説含鞣質及鈣有關外袁主要爲大黃酚遥 大黃可使凝
血時間縮短袁降低毛細血管通透性袁改善脆性袁還可
促使骨髓製造血小板並且使毛細血管緻密袁 因此有
促進血凝作用遥 方中用升麻袁是取其升提和清解濕熱
之功袁叶勿誤方函口訣曳 曰院野升麻自古作爲犀角之代
用袁有止血之效遥 冶小鼠實驗證明袁升麻生藥活炒炭後
均能明顯便血袁諸藥合用袁有效地發揮了降逆瀉火袁
通腑逐瘀袁涼血止血的功效遥

作者認爲三黃湯加味方治療便血袁具有見效快袁
療程短袁 無毒副作用等優點是治療實證便血較理想
的有效良方袁値得推廣應用遥

臨床病例院
蔡某袁女袁58歲袁病歷編號210134遥 2010年8月20日初
診遥
病 史院四肢伸側渊手腕尧踝部冤尧皮膚粗糙尧瘙癢尧

反復發作20年余袁經中西醫治療罔效袁近2
年來復發並加重袁現已延及上腰骶部及肘
部尧膝後袁皮膚變粗變厚袁晩間瘙癢加重袁
致使不能入睡袁情緒波動時更甚遥

由於患者已經在其他中醫診治中袁 故只要求針
灸治療渊曲池尧血海尧三陰交尧合谷尧太冲冤袁隔日一次袁
治療三次後袁 病情稍改善袁 後不知何事未能繼續治
療遥

2010年9月20日二診遥
主 欣院上次不能來繼續治療袁是因丈夫不相信針

灸袁説如去針灸就不給醫療費曰所以要聽
丈夫指定的中醫治療袁但皮膚瘙癢加重袁

上星期丈夫還看醫書自行開藥給她服袁現
皮膚瘙癢更加嚴重袁除了頭面部外袁全身
皮膚都紅腫脹尧皮疹瘙癢袁失眠多夢袁伴有
兩脅脹滿袁善太息袁神疲食少袁口苦咽干袁
小便不利袁舌紅尧苔白袁脈弦滑數遥 查看前
中醫的方藥大都是以清熱解毒袁祛風止癢
之類曰他丈夫在前法基礎上加了大量的苦
寒藥及蟲類藥渊全蝎尧蜈蚣等冤袁二者的藥
數量達40味之多遥

診 斷院牛皮癬渊肝郁化火型冤遥
治 則院疏肝理氣袁養血祛風袁兼解毒止癢遥
方 藥院逍遙散加味院柴胡10g尧白芍12g尧當歸10g尧

薄荷6g尧茯苓12g尧白術15g尧丹皮10g尧山栀
子10g尧丹參10g尧金銀花10g尧白鮮皮10g尧地
膚子10g尧甘草10g遥 每天一劑袁日服二次遥

針 灸院曲池尧血海尧三陰交尧合谷尧太冲遥 合谷尧太

逍遙散加味配合針灸治療牛皮癬一得

香港針灸學會 方幫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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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性皮膚瘙癢病是一種臨床上無原發性皮膚
損害袁以皮膚瘙癢尧乾燥尧無疹點爲特點的皮膚病遥 瘙
癢有兩種類型袁一種是野血虛生風冶型袁見于老人和體
質虛弱者袁表現爲奇癢難忍袁皮膚乾燥無疹點遥 另一
種是野動風發癢冶型袁無年齡界限袁皮膚一般有炎症性
感染袁搔抓現疹或觸診即癢袁如夏天皮炎尧稻田皮炎尧
痱子等遥 皮膚瘙癢病的病因病機主要有兩點院一爲陰
虛血虧袁不能涵木袁繼而生風生燥袁肌膚失養所致遥 一
爲風濕熱邪內淫袁藴于肌膚袁不得疏泄所成遥 筆者自
2009年以來採用自擬養血祛風湯治療本病30例袁療
效較爲滿意袁現報道如下院
一尧 一般資料

30例患者均爲門診病人遥 其中男性22例袁女性8
例遥年齡56要64歲11例遥65要81歲19例袁平均63歲遥均

爲全身皮膚瘙癢無疹點袁發病季節袁春季6例袁夏季4
例袁秋季5例袁冬季15例遥

病程院發病最短者2天袁最長者1個月遥
臨床表現院皮膚瘙癢袁以軀幹尧四肢爲主袁頭面較

少袁無明顯的皮損袁無疹點袁呈陣發性袁但皮膚乾燥脫
屑較爲多見袁部分病人可見局部抓痕尧出血尧結痂及
色素沉着遥 發病患者大多在情緒激動時或因入睡前
溫度變化而發作遥
二尧 治療方法

1尧 養血祛風湯組成院 炙黃芪20g 當歸15g
熟地10g 白芍10g 丹參10g 川芎10g 刺蒺
藜15g 白鮮皮10g 地膚子10g 蟬衣6g 甘草5g
日1劑水煎服

2尧加減法院陰血虧虛者可加何首烏尧玉竹尧火麻

養血祛風湯治療老年性皮膚瘙癢30例

福建省光澤縣醫院 饒水根

冲尧曲池用瀉法袁血海尧三陰交平補平瀉遥
每天針一次遥

囑其治療間不用其他西藥及外用藥袁 要心情保
持舒暢袁注意休息遥 連續治療3天後袁皮膚紅腫脹瘙癢
明顯減輕袁後每隔一天又治療7次諸症消失遥 繼用前
方去金銀花尧山栀子袁加制首烏尧旱蓮草尧女貞子尧枸
杞子以補益肝腎袁以固其本遥

每日1劑袁日服二次袁隔2~3日針一次袁共服1個月
余袁除了四肢伸側渊手腕尧踝部冤皮膚稍爲黑粗糙外袁
其他皮膚基本恢復正常袁病吿痊癒遥
按院

野牛皮癬冶正名爲銀屑病袁屬中醫 渊白疕冤的範
疇袁 是一種常見的具有特徵性一種常見的復發性炎
症性皮膚病遥 皮損爲對稱性泛發的上覆銀白鱗屑的
斑丘疹尧斑塊遥難於根治袁易復發遥臨床表現爲紅色丘
疹或斑塊上覆蓋多層銀白色鱗屑遥 中醫認爲本病由
外邪內侵袁七情內傷袁脾胃失和等因素致內外合邪尧
熱壅血絡所致袁根據病症分型爲院渊1冤風濕熱型袁渊2冤
血虛風燥型袁渊3冤脾虛濕盛型袁渊4冤肝郁化火型遥

逍遙散出自宋代叶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曳袁系調和
肝脾的代表方劑遥 據叶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曳所載袁逍遙
散主治野血虛勞倦袁五心煩熱袁肢體疼痛袁頭目昏重袁
心忪頰赤袁口燥咽干袁發熱盜汗袁減食嗜臥袁及血熱相
搏袁月水不調袁臍腹脹痛袁寒熱如瘧遥 又療室女血弱陰

虛袁營衛不和袁痰嗽潮熱袁肌體羸瘦袁漸成骨蒸冶遥
此病案原本爲久病血虛袁 加上因夫妻關係不和

致情志不暢袁肝郁化火袁風尧濕尧熱邪藴阻肌膚袁日久
不解袁化熱生風袁風燥傷陰袁陰血受損袁失其濡養袁故
膚干發癢遥 後因服用大量清熱解毒袁及蟲類藥全蝎尧
蜈蚣尧殭蠶尧地龍尧烏梢蛇渊因此類的異性蛋白質豐富
易引起過敏冤肝腎中毒所致遥 治療上不能一味用清熱
解毒的苦寒藥及蟲類藥以致身體虛者越虛及中蟲類
藥之毒曰 應以逍遙散爲主疏肝解郁兼顧血虛袁 加丹
皮尧丹參尧涼血活血袁加金銀花尧山栀子清熱解毒透
疹袁白鮮皮尧地膚子除濕止癢尧利尿消腫曰再配合針灸
治療袁用曲池尧血海尧三陰交穴位能清熱涼血尧祛風止
癢袁合谷尧太冲爲開四關能疏肝解郁袁理氣活血袁故能
郁解火瀉袁皮疹消退遥 後期用加味逍遙散去金銀花尧
山栀子袁加制首烏尧旱蓮草尧女貞子尧枸杞子以補益肝
腎袁以固其本遥

中醫稱瘙癢症爲癢風袁 多由肝氣不疏袁 郁而化
熱袁風火泛表而發遥 叶續名醫類案曳有情志鬱結野遍身
作癢冶之説遥 柳寶詒説院野肝火游于外袁發爲膚疹冶遥 蓋
風氣通于肝袁故疏肝祛風袁以肝郁立論治療而獲較好
療效遥

渊作者簡介院方幫助 男 香港針灸學會理事長 會立香港

針灸醫學院副院長遥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注冊中醫師袁南方

醫科大學醫學碩士渊針灸推拿專業冤尧湖南中醫藥大學醫學博

士渊中醫婦科專業冤袁國際針灸醫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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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組織損傷分急性軟組織損傷和慢性軟組織
損傷兩類遥 軟組織損傷常表現出疼痛尧瘀腫和功能障
礙等症狀遥 軟組織損傷在體育競技場尧軍事訓練場和
生産勞動場所等發生率較高遥 軟組織損傷後如果得
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袁 可使急性軟組織損傷變爲慢
性軟組織損傷袁導致傷病數年不愈袁給患者身心帶來
極大痛苦遥 筆者運用藥摩法治療軟組織損傷袁不僅療
效顯著袁 而且不受新傷在24小時內只能應用冷敷療
法治療的理論限制袁傷後即可應用袁並可在治療10耀
20分鐘後即取得腫消痛減的療效遥 現介紹如下遥
1 發病機理

外界直接或間接暴力袁如跌撲尧拳棒打擊尧扭挫
傷等作用於人體部位造成損傷袁 損傷組織因局部充
血尧水腫致氣血運行通道發生障礙袁出現疼痛腫脹等
氣滯血瘀症狀袁形成急性軟組織損傷疾患遥 急性軟組
織損傷如果因失治或誤治致使傷病超過2周以上未
愈時袁 損傷組織則産生粘連尧 變性和增生等病理變
化袁轉變爲慢性軟組織損傷袁出現慢性疼痛和局部功
能障礙等症狀遥

2 臨證治法

藥摩法是將外用藥劑袁如酒劑尧油劑等塗抹于體
表治療部位或操術者手心後袁 再對治療部位施行按
摩手法的一種外治療法遥 本法以川烏尧草烏尧南星尧大
羅傘等活血化瘀尧消腫止痛藥爲基本處方用藥袁硏製
成藥摩法酒劑介質遥 應用時將藥摩法酒劑介質塗抹
于患者體表治療部位或操術者手心後袁 再對治療部
位施行揉尧按尧捏尧彈尧撥等按摩手法進行治療遥 患部
每天治療一次袁每次治療10耀20分鐘遥
3 典型病例

病例1院黃某袁男袁66歲袁 2011年2月25日診遥 主訴
2010年12月15日上午拉抬重物時不愼扭傷右腳踝出
現輕度疼痛袁經應用活絡油尧正骨水等外搽治療袁疼
痛症狀未見緩解且加重袁 行路和腳掌擺動時均出現
疼痛袁 後雖經多方求醫袁 並應用草藥外敷加手法牽
引尧內服雙氯滅痛和養血祛風濕止痛中藥尧右臀部肌
肉注射藥物等法治療袁但症狀不僅未見好轉袁而且繼
續加重遥 現症院右腳內外踝關節腫脹疼痛袁腫脹面積
11伊6cm袁其中皮下瘀斑面積達10伊5厘米袁按之疼痛難

藥摩法治療軟組織損傷

謝克謙

渊陽江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廣東省 陽江 529500冤

仁等養血熄風尧滋陰潤燥曰以外風爲主加防風袁尧荆芥
祛風解表曰濕熱重加黃芩尧黃柏尧蒼術曰瘙癢劇烈難忍
者加全蝎尧白花蛇曰失眠多夢加酸棗仁尧茯神尧合歡
皮曰口苦急躁易怒者加膽草尧柴胡曰口干心煩者加栀
子尧麥冬曰食少納獃加厚樸尧白術尧砂仁曰瘙癢有焮熱
感袁受熱加重袁加丹皮尧生地尧紫草涼血解毒遥

3尧飲食禁忌院飲食上要禁辛辣和含香料的刺激
性食物及魚尧蝦尧蟹河鮮海産等動風發物以免誘發本
病遥
三尧療效觀察院

痊癒院服藥1-8劑袁皮膚瘙癢完全消失者20例袁佔
總數的66.67%

顯效院服藥8-14劑袁皮膚瘙癢明顯減輕袁時有輕
微瘙癢8例袁佔總數的26.67%

無效院服藥14劑以上瘙癢無任何改變2例袁佔總
數0.66%袁總有效率爲93.34%
三尧 病案舉例院

李伊伊袁男袁66歲袁初診日期 2009年2月8日
患者半月前不明原因全身皮膚瘙癢袁 曾就診于

當地醫院袁屢進西藥袁症無改善遂而來診袁診見患者

消瘦袁全身皮膚瘙癢袁癢無定處袁瘙癢以夜間爲重袁難
以忍受袁而時常搔抓袁血痕遍布袁隨破隨收袁影響睡
眠袁周身皮膚乾燥脫屑袁肌膚無光澤袁軀幹四肢可見
抓痕血痂袁患者素體虛弱袁伴有面色無華尧心煩尧倦怠
乏力尧失眠尧食少納差袁二便正常袁舌質淡白袁苔薄袁脈
弦細遥

診斷院皮膚瘙癢渊陰血虧虛冤
治則院養血潤燥袁祛風止癢遥
方藥院養血祛風湯加酸棗仁尧砂仁二劑而瘙癢大

減袁繼進四劑競吿痊癒遥
體會院患者年老體衰氣血兩虛袁血不養膚袁肝風

內生袁風盛則燥袁風動則癢袁氣血二虛袁心失所養袁故
心煩面色無華袁神不內守則失眠袁舌淡苔薄袁脈弦細
均爲血虛之象袁治法以養血潤燥袁祛風止癢爲主袁方
中黃芪尧當歸尧熟地尧白芍補氣補血袁丹參尧川芎養血
活血散血中之風袁刺蒺藜尧白鮮皮尧地膚子尧蟬衣均能
祛風止癢袁甘草調和諸藥袁全方熔養血祛風于一爐袁
實含野治風先治血袁血行風自滅冶之忌袁加減運用得
當袁確有療效袁在服藥期間囑病人注意動風發物的飲
食禁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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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袁足內翻和足外翻時踝關節疼痛加劇袁右腳掌板硬
且不能平地受力袁右下肢不能直立和下蹲袁跛行且艱
難袁夜睡覺因疼痛難眠遥 診爲右腳踝關節內尧外側韌
帶損傷遥 患部經應用藥摩法酒劑介質和揉尧按尧撥手
法治療15分鐘袁患部疼痛腫脹和跛行諸症狀即減輕袁
經再按上法治療2次渊每天治療1次冤袁除內踝前3伊4cm
面積有輕微腫脹外袁皮下瘀斑尧右腳掌板硬不能平地
受力尧右下肢不能直立和下蹲尧跛行和夜睡覺因疼痛
難眠諸症消除袁後再按上法治療3次袁行走活動自宜袁
上述各症狀消失痊癒遥

病例2院張某袁女袁19歲袁省體育職業技術學院附
屬競技體校學生袁2009年2月6日診遥 主訴2008年5月
23日下午跑三級跳遠着地時扭傷左腳踝關節出現腫
脹疼痛袁用冰塊外敷30分鐘後袁腫脹疼痛症狀不僅未
見減輕而且繼續加重袁行走困難袁動之則疼痛加劇袁
後經應用封閉療法尧藥液浸泡和藥物外敷等法治療袁
症狀有所緩解袁 但腫脹疼痛症狀一直未能消除遥 現
症院左腳外踝關節腫脹疼痛袁面積5伊3厘米袁按之疼
痛袁行走疼痛明顯袁足內翻或跖屈時出現疼痛遥 診爲
左腳踝關節外側韌帶損傷遥 患部經應用藥摩法酒劑
介質和揉尧按尧撥手法治療10分鐘袁患部疼痛腫脹症
狀即減輕袁按之疼痛症狀減半袁後再按法治療2次袁上
述症狀消失而愈遥

病例3院梁某袁女袁36歲袁職員袁2010年1月14日17
時10分來診遥 主訴2010年1月14日7時10分下樓梯時
腳踏空梯板扭傷左腳踝關節出現腫痛袁 中午12時30
分用野雙氯芬酸鈉搽劑冶治療後腫痛症狀未見緩解遥
現症院左腳踝關節腫脹疼痛袁面積8伊8厘米袁其中皮下
瘀斑面積達5伊5厘米袁 輕度用力按之則疼痛難忍袁表
情痛苦袁跛行且艱難袁足內翻尧足外翻和跖屈時踝關
節疼痛加劇遥 診爲左腳踝關節內尧外側韌帶損傷遥 患
部經應用藥摩法酒劑介質和揉尧 按手法治療12分鐘
後腫脹疼痛即減輕袁第二天用藥摩法酒劑介質和揉尧
按尧撥手法治療6分鐘後袁皮下瘀斑面積大部分消失袁
輕度用力按之不覺疼痛袁正常行走僅覺微痛袁後再按
法治療3次袁上述症狀消失痊癒遥

病例4院黎某袁女袁43歲袁2005年9月8日19時50分
來診遥 主訴有腰部扭傷史袁本月8日早起床後腰部突
然出現疼痛袁活動後更加疼痛遥 現症院腰部右側疼痛袁
腰部活動受限袁 活動則疼痛加重袁 深呼吸時疼痛加
劇袁疼痛牽涉兩側臀部袁第3至第4腰椎右側橫突處按
之疼痛袁第3至第4腰椎右側肌肉質實且大於同側袁行
路跛行袁重心向右側傾斜遥 診爲右腰扭傷遥 患部經應
用藥摩法酒劑介質和揉尧按尧撥尧提彈手法治療13分
鐘袁症狀即覺減輕暢舒袁後再經應用藥摩法酒劑介質
和揉尧按尧撥手法每天治療1次袁連續治療2次袁上症消
失而愈遥

病例5院陳某袁男袁14歲袁學生袁2005年9月13日21
時5分來診遥 主訴2005年9月12日17時打籃球時扭傷
左腳踝關節出現腫脹疼痛袁 用冰塊外敷30分鐘後見
腫痛症狀未見減輕袁又用跌打藥酒外搽治療袁但腫痛
症狀仍未見緩解遥 現症院左腳踝關節腫脹疼痛袁面積
17伊10厘米袁按之疼痛加重袁行路疼痛且艱難袁足內翻
和足外翻時踝關節疼痛加劇遥 診爲左腳踝關節內尧外
側韌帶損傷遥 患部經應用藥摩法酒劑介質和揉尧按手
法治療15分鐘後腫脹面積消退三分之一袁按之疼痛尧
行路疼痛和足內翻與足外翻時踝關節疼痛症狀減
輕袁後再按法治療3次袁上述各症消失痊癒遥

病例6院張某袁男袁26歲袁職員袁2007年8月20日17
時50分來診遥 主訴2007年8月20日16時10分下樓梯時
不愼扭傷左腳踝關節和足背出現腫痛袁 經用活絡油
外搽袁腫痛症狀未見緩解遥 現症院左腳踝關節腫脹疼
痛袁面積11伊8厘米袁其中皮下瘀斑面積達10伊6厘米袁
按之疼痛難忍袁行走則疼痛加劇袁足內翻時外踝前下
方出現疼痛遥診爲踝關節外側韌帶和足背損傷遥患處
經運用藥摩法酒劑介質和揉尧按手法治療20分鐘袁腫
脹疼痛症狀即見減輕袁經再按上法治療2次渊每天治
療1次袁每次治療15分鐘冤袁皮下瘀斑消失袁行走疼痛
症狀消除袁按之疼痛輕微袁後再按上法治療3次上述
症狀消失痊癒遥

病例7院梁某袁男袁18歲袁市體校學生袁2006年8月
23日20時10分來診遥 主訴本月22日下午5時做壓腿動
作時袁右膝不愼被扭傷出現腫痛症狀袁到晩上8時疼
痛加劇袁經應用活絡油外搽治療袁症狀未見好轉遥 現
症院右膝關節疼痛較劇袁關節內則間隙壓痛明顯袁功
能活動受限袁腫脹面積6伊7cm遥 診爲右膝關節內則副
韌帶損傷遥 患部經應用藥摩法酒劑介質和揉尧按尧撥
手法治療10分鐘袁上述症狀即顯著減輕袁後再按法治
療2次渊每天治療1次冤袁上症消失痊癒遥

病例8院黃某袁男袁16歲袁市體校學生袁2006年9月4
日21時26分來診遥 主訴2006年9月4日17時30分跑步
時左足背被欄架撞傷出現腫痛遥 現症院左足背腫脹面
積5伊5cm袁按之疼痛袁足背屈尧跖屈和足內翻均覺疼
痛袁行走疼痛加重遥 診爲足背損傷遥 患處經應用藥摩
法酒劑介質和揉尧按尧撥手法治療10分鐘袁腫痛症狀
即明顯減輕袁第二天經再按上法治療1次袁除患部按
之僅出現輕微疼痛外袁其餘症狀基本消失袁後再按上
法治療2次渊每天治療1次冤袁上述各症消失而愈遥
4 證治體會

4援1 藥摩法療效獨特顯著遥藥摩法具有外用藥物療法
與按摩療法的雙重作用袁 有比單純應用外用藥物或
按摩治療更加顯著的治療效果遥 藥摩法通過按摩手
法和藥物作用的有機結合袁迅速發揮藥物活血化瘀袁
消腫止痛的治療功能袁改善損傷部位血液循環袁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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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修復袁使患者在較短時間內消除腫脹尧疼痛和功
能障礙等症狀遥 有關資料也表明袁藥摩法通過直接作
用于病變組織袁可提高藥物滲透性能袁促進病變組織
小血管網的重建袁使毛細血管數目增加袁管徑增大袁
加快微循環內血液流動袁降低血液粘稠度袁排除局部
組織釋放出的氫鉀離子尧5-羥色胺尧緩激肽尧前列腺
素等炎症介質袁消除組織內高壓袁達到疏通經絡袁宣
通氣血袁解除肌肉痙攣袁祛除血瘀腫脹疼痛袁消除軟
組織粘連與組織變性産生塊狀尧 片狀或結節狀諸形
態改變的目的袁 使損傷軟組織和關節活動受限與功
能障礙等病症在短期內得到康復遥
4援2 藥摩法不受新傷在24小時內只能用冷敷療法的
限制遥 現代醫學理論認爲袁在軟組織損傷急性期渊損
傷24小時內冤袁只能使用冷敷法渊如冰塊冷敷冤進行治
療袁 否則就會加重皮下軟組織周圍小血管破裂和局
部血液滲出袁 使腫脹疼痛症狀加劇和造成難以想象
後果遥 然而袁臨床實踐證明袁運用藥摩法治療急性軟
組織損傷袁不僅不受冷敷理論限制袁而且傷後即可應
用袁並可在治療10耀20分鐘後即取得腫消痛減的立竿
見影效果遥
4援3 藥摩法應用範圍廣遥 不論是急性軟組織損傷袁還
是慢性軟組織損傷曰不論傷後症狀輕袁還是症狀重曰
不論傷後用過何藥袁還是用過何法治療袁只要治療部
位的皮膚不出現皮損袁均可應用藥摩法治療遥
4援4 藥摩法優勢獨特遥療效立竿見影袁病人可見可信曰
治療時間短袁病人無痛無苦曰使用方便袁隨時隨處可
用曰安全無副作用袁不會給病人帶來損害遥
4援5 藥摩法實用性強遥 平時可快速減輕運動員傷痛袁
提高競爭力袁戰時可快速消除損傷將士腫痛袁恢復戰
鬥力遥
附院藥摩法簡介

藥摩法簡介

野藥摩法冶是運用藥摩手法和介質治療在體育競技尧軍事

訓練尧生産勞動和日常生活中常發生的軟組織損傷渊中醫稱筋

傷冤的外治療法遥 野藥摩法冶治療軟組織損傷不僅具有見效快尧
療程短尧無創傷尧無痛苦尧無異味尧無副作用等功效袁而且不受

野急性軟組織損傷在24小時內只能應用耶冷敷法爷治療冶的現代

醫學理論限制袁隨時隨地可用袁可使急性或慢性損傷患者經治

10耀20分鐘後即取得腫消痛減的立竿見影療效和短時間內獲

得康復的效果渊詳見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于2010年5月出版筆

者編著的叶手到病除要要要藥摩法治療軟組織損傷圖解曳79頁第

五章叶藥摩法臨證録曳遥 注院網上查閲該書名有介紹冤遥
野藥摩法冶在國家級和省級學術交流與現場演示袁以及在

南方醫科大學于2006年10月舉辦的繼續醫學敎育項目 叶軟組

織痛的解剖與臨床曳 學習班宣講和治療演示所展現出的立竿

見影療效均得到專家學者的好評遥野藥摩法冶治療在體育競技尧
軍事訓練尧生産勞動和日常生活中常發生的軟組織損傷袁不但

應用廣泛尧簡便快捷尧療效獨特袁而且投資少少即可建立治療

新品牌和取得新效益袁値得有意開發應用者參考遥
渊作者簡介院謝克謙袁男袁1956年8月生遥現抽調到廣東省陽

江市衛生局中醫科工作遥 1993年12月畢業于廣州中醫學院曰
1993年12月任中醫內科主治醫師職務曰1994年6月加入中國中

西醫結合硏究會廣東分會曰2000年3月3日被中國民間中醫醫

藥硏究開發協會醫藥科技推廣交流中心授予新世紀民間中醫

藥特色專科名醫證書曰2000年6月加入中華中醫藥學會曰2001
年4月被呂炳奎中醫藥硏究院特聘爲硏究員和客座敎授職務曰
2001年2月5日被中華醫藥名人協會授予中華特技名醫證書曰
衛生技術業績于2002年3月被收入人事部全國人才交流中心

組織編寫尧 中國人事出版社出版的 叶中國人才辭典曳 第4卷曰
2004年4月被聘爲叶中華新醫藥雜誌曳編輯委員會委員曰在醫學

刋物發表論文16篇袁 出版醫學專著一本冤叶手到病除要藥摩法

治療軟組織損傷圖解曳一書于2010年5月由湖南科學技術出版

社出版 渊通訊地址院 廣東省陽江市衛生局中醫科曰 郵編院
529500曰 電話院13542610996曰 電子郵箱 院hongqian168@163.
com冤遥

扁平疣是一種多發生於顔面或手背的米粒大的
扁平贅生物遥 祖國醫學稱之爲野扁瘊冶袁又名野千日瘡冶
野尋常疣冶野疣瘡冶野疣目冶遥 現代醫學對此病的治療形
式多樣袁如局部冷凍尧激光等遥 但此法對局部有一定
的損傷作用袁甚則痊癒後留有瘡疤袁使患者不樂于接
受遥 鑒于此我們採用傳統的中醫藥療法袁並取得一定
療效袁現將較完整的80個病例總結介紹如下院

一尧 一段資料院
本組80例中男35例袁 女45例袁 年齡在6-42歲之

間袁其中10歲以下者9例袁10-20歲43例袁20-30歲者20
例袁30歲以上者8例袁病程10天-15天之間渊其中1個月
以下者11例袁1-3個月者28例袁3-6個月者23例袁6-12
個月者12例袁1年以上者6例遥 冤
二尧 診斷依據院參照叶中醫病症診斷療效標準曳扁瘊

扁平疣的中醫藥治療

指導老師 許百軒

福建省晉江市陳埭湖中橋頭衛生所 張金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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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斷依據遥
三尧 治療方法院

渊一冤 內服方院
1 基本方院生薏米45-120g袁大靑葉24g袁板蘭根24g袁
赤芍藥12g袁紅花10g袁珍珠母30g袁牡蠣30g袁生甘草9g遥
2 隨症加減院

1冤 顔面多發者選加荆芥尧防風尧殭蠶曰
2冤 局部瘙癢者選加烏梅尧蟬衣尧白蘚皮曰
3冤 氣虛弱者選加黃芪尧黨參尧白術曰
4冤 久病纏綿者選加山慈姑尧丹參尧澤蘭葉曰
5冤 患部皮損紅赤者加黃芩尧山楂尧連翹曰

3 療程院每天一劑袁水煎服兩次袁七天爲一療程遥
渊二冤 外洗方院

1 組成院木賊草40g袁香附40g袁明礬30g袁白蘚皮40g袁
馬齒莧50g袁板蘭根40g遥
2 用法院取水2000毫升煮成1000毫升左右袁患部外
洗袁日2-3次袁每劑可重複2-3天遥
四尧 療效評定院

治愈院皮損消退袁無新出皮疹曰
好轉院皮疹較前變平退袁消失30%以上或有個別

新疹點出現遥
未愈院皮疹無變化或消退不足30%遥

五尧 治療結果院本組完成二個療程統計袁其中治愈32
例袁好轉35例袁未愈13例遥 未治愈者48例再繼續治療
兩個療程後袁計治愈24例袁好轉16例袁未愈8例袁臨床
療效總有效率爲90%遥
六尧 病例選介院

丁氏袁女性袁20歲袁晉江陳埭人袁2010年4月27日
就診袁患者發現面部扁平疣已近3個月袁曾先後就診
多家醫館袁用過病毒靈袁聚肌胞袁阿昔絡韋袁肽丁胺軟
膏等袁治療罔效袁反而有加甚之勢遥 來診時檢見院面
部尧手背部幾十處扁平丘疹樣贅生物袁如米粒大散在
不融合袁捫之礙手袁尤于頭前額及鼻翼兩旁較多袁皮
疹色鮮紅袁按扁平疣論治袁以上方薏米60g袁加荆芥
9g袁防風9g袁黃芩120g水煎內服袁外洗方如前治療遥 一
周後復查袁皮損已去十之六七袁效不更方袁再治療一
周袁皮損全部消失袁追訪一年未見復發遥
七尧體會院現代醫學硏究證實袁扁平疣的病理機制是
由乳頭瘤空論病毒引起的皮膚腫瘤病袁 這種病毒潜
存在于皮膚表層棘細胞核內袁 引起的棘細胞增生所
致袁屬於皮膚的良性贅生物袁祖國醫學則稱之爲野扁
瘊冶袁是由於風熱之邪容于肌表袁搏于肌膚使氣血失
和袁腠理不密袁毒邪凝聚肌膚而發遥 在治療上以疏風
清熱解毒袁佐以平肝活血遥 在選用藥物上即要吃遵循
中醫治療原則袁 又可結合現代醫學硏究遥 本方以薏
米袁大靑葉袁板蘭根疏風清熱解毒袁同時藥理硏究證
實有較強的抗病毒作用曰赤芍尧紅花活血尧珍珠母尧牡
蠣平肝尧散結軟堅曰蒼術潤燥化濕袁現代醫硏提示含
有大量維生素A袁 外用藥具有清熱解毒散結之功袁外
洗患部直達病所袁 這樣口服配合藥汁外抹治療扁平
疣袁 見效較捷遥 但有些患者用藥後小有急性發作現
象袁皮疹反見加多疹子發紅突起等袁這種現象我們體
會是治療見效的好兆頭袁此時不必仃藥袁堅持用藥往
往迅速治愈遥

蕁麻疹中醫稱爲野癮疹冶袁是皮膚科常見病尧多發
病之一遥 現代醫學認爲袁與機體對某些物質過敏尧産
生變態反應有關遥 中醫則認爲是由於野邪之所湊袁其
氣必虛冶所造成遥 臨床上多發于女性袁尤以中靑年爲
多見遥 本病西醫除給以抗過敏尧封閉尧自血療法外袁尙
無確切療效遥 中醫在治療本病時袁各家辨治不一袁筆
者三年來在臨床上根據野治風先治血袁血行風自滅冶
的中醫理論袁採用活血化瘀法爲主袁佐以清熱涼血尧
益氣養血尧疏風散寒等袁治療頑固性癮疹袁取得較好
的療效袁現總結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1.1 診斷標準 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頒佈的叶中醫

病症診斷療效標準曳袁野以突然發作尧皮膚出現鮮紅色
或蒼白色風團尧癢而不痛尧時隱時現尧消退後不留痕
迹爲特徵遥 本病多發生於冬春季節袁病史長短不一易
反復發作袁 一般病程在3個月以上者稱爲慢性蕁麻
疹冶遥 但要排除因糖尿病尧肝膽疾病等其他疾病引起
的皮膚瘙癢尧疹塊遥
1.2 一般資料 60例患者中袁有男性23例袁女性37例袁
年齡分布在8-85歲袁平均年齡35.8歲袁病程在3個月
至1年余遥 有56例患者在接受中醫治療前用過抗組胺
類藥尧鈣劑及維生素等袁還有41例因本病反復發作袁
用過激素類藥遥
2 治療方法

中藥治療慢性蕁麻疹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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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藥方 生地15克袁生石膏30克袁黃芪20克袁紅棗
20克袁刺蒺藜15克袁赤白芍各12克袁生首烏10克袁當歸
10克袁川芎10克袁桃仁10克袁蟬蛻10克袁紅花10克袁苦
參10克遥
2.2 辯證加減 風盛者加金芥尧防風曰濕盛者加蒼術尧
澤瀉曰熱盛者加金銀花尧黃芩曰夾瘀者加用丹皮尧丹
參曰由食用海鮮引發者加山楂尧鷄內金曰經久不愈伴
瘙癢者加全蝎尧蜈蚣等遥 每日1劑袁早晩分服遥 1周爲1
個療程袁經3個療程後判定療效遥 用藥期間囑患者忌
煙尧酒尧魚蝦及辛辣食品遥
3 療效觀察

3.1 療效評定標準 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頒佈的
叶中醫病症診斷療效標準曳遥 治愈院風團消退袁臨床症
狀消失袁不再復發者遥 好轉院風團消退30%或消退後
復發間隔時間延長遥 未愈院風團消退不足30%或風團
及瘙癢無明顯改善者遥
3.2 治療結果 60例中袁治愈31例袁治愈51.6%袁好
轉18例袁好轉30%袁總有效率81.6%遥
4 病案舉例

例1院王某袁男袁40歲袁2008年12月26日初診遥 自述
全身出風團已10年之久袁時現時消袁時輕時重袁部位
不定袁以四肢及顔面居多遥 瘙癢難忍袁每至春秋多發袁
遇冷或風吹而發袁得暖則緩袁西醫診斷爲寒冷性蕁麻
疹遥 用H1尧H2受體拮抗劑治療袁用藥時可緩解袁停藥
又復發遥 現病史院臉頰及四肢可見白色紅色風團袁稍
高出皮膚表面袁部分融合成片袁觸無欣熱感袁可見搔
痕血痂袁伴見形寒肢冷袁腰膝酸痛袁舌質淡暗袁苔薄
白袁脈浮緊袁中醫診斷爲頑固性癮疹袁治宜活血化瘀袁
佐以疏風散寒遥 方擬院桃仁10g袁紅花10g袁赤芍10g袁當
歸10g袁柴胡10g袁炒枳殻10g袁生地30g袁牛膝15g袁麻黃
5g袁紅棗20g袁桂枝5g袁甘草5g袁白蘚皮15g袁黃芪20g袁黨
參20g袁苦參10g袁蠶蛻10g袁刺蒺藜15g遥 每日1劑袁水煎
服袁連服10劑而愈遥 囑續用玉屛風散顆粒冲劑每日3
次袁每次10g袁連服15日袁隨訪半年無復發遥

按院該證屬腠理不固袁風寒外襲袁寒凝氣滯之癮
疹袁雖然風寒之邪客表袁但久病入絡袁淤阻血脈袁故治
當以活血化瘀爲主袁取血符逐淤湯化裁袁合麻黃尧桂
枝以祛風散寒尧調和營衛而取效遥 愈後以玉屛風散固
表以鞏固療效遥

例2院許某袁女袁49歲袁2009年7月18日初診遥 患者
形體消瘦袁貧血面容袁風團反復發作10餘年袁勞累時
加重袁以四肢尧軀幹爲甚袁神疲乏力袁納差袁夜寐不安遥
有哮喘和貧血病史遥 西醫診斷爲慢性蕁麻疹袁曾用抗
組胺類尧皮質類固醇激素尧茶碱類藥物治療袁因不良
反應大而未能堅持用藥袁轉診中醫遥 現見院面色蒼白袁
唇甲無華袁四肢及腹部可見淡紅色成簇的風團袁稍扁
平袁觸之無灼熱感袁可見搔痕血痂袁舌質淡胖袁有齒

痕袁脈沉細遥 中醫診斷爲氣血兩虛之癮疹遥 治宜活血
化瘀袁補氣養血遥 方擬院桃仁10g袁紅花10g袁赤芍10g袁
當歸10g袁柴胡10g袁枳殻10g袁熟地30g袁牛膝15g袁黃芪
60g袁甘草6g等遥 每日1劑袁水煎服袁連服7劑後疹腿納
增袁上方去桃仁尧紅花加黨參15g尧川芎15g袁再進7劑
而愈袁隨訪半年未再復發袁體重亦有所增加遥

按院本例雖屬氣血兩虧袁然病日久不愈袁氣血運
行不暢袁氣滯血淤袁淤血不去袁新血不生袁故治以活血
化瘀爲主遥 但必須注意謹守祛瘀勿傷正氣的原則袁中
病即止袁並補其氣血以扶正袁重用黃芪之意在野氣爲
血帥冶袁而熟地爲補血第一品袁使氣血雙補而固本培
元遥

例3院李某袁男袁11歲袁2010年3月5日初診遥 其母代
述院患兒全身皮膚出現風團伴瘙癢3年余袁時起時伏袁
遇熱尧風吹加劇袁遇冷則隱袁西醫診斷爲慢性蕁麻疹遥
曾用鈣劑尧 抗組胺類藥物及內服外洗疏風清熱涼血
之中藥均無效遥 專科見院頭頂尧軀幹及四肢有散在性
大小不一的粉紅色的風團樣皮疹袁稍高出皮膚表面袁
周圍紅暈袁部分皮疹融合成片袁觸之稍硬袁灼熱感袁並
可見搔痕血痂遥 伴口干袁尿黃尧便秘袁舌質地紅邊有瘀
點袁苔白膩袁脈滑略數遥中醫診斷爲頑固性癮疹遥治宜
活血化瘀袁佐以清熱疏風涼血遥 處方院紫丹參10g袁紅
棗20g袁桃仁10g袁紅花10g袁赤芍10g袁當歸10g袁柴胡
10g袁枳殻10g袁生地30g袁牛膝15g袁紫草15g袁連翹15g袁
甘草5g遥 每日1劑袁水煎服袁連服3劑袁忌魚蝦尧辛辣刺
激性食物遥

3月9日復診院症減疹退袁效不改方袁再服3劑袁余
症全消袁舌脈正常遥 繼上方去桃仁尧當歸尧加茯苓尧淮
山藥尧鷄內金各15g袁再服10劑以鞏固療效遥 隨訪1年
無復發遥

按院本例屬熱郁腸胃袁復感風邪袁搏結于腠理袁營
衛淤滯袁日久而發遥 故治療單以疏風清熱難以奏效袁
應以活血化瘀爲主袁佐以清風涼血遥 方用血府逐淤化
裁袁以桃仁尧紅花尧赤芍尧當歸尧生地行血尧消淤尧涼血
養血爲主藥袁輔以柴胡尧枳殻疏肝理氣袁牛膝引淤血
下行遥 加紫草清熱涼血透疹遥 連翹尧疏風清熱甘草調
和諸藥袁遂收其效遥 但因方中祛瘀藥多袁易傷正氣袁故
應中病即止袁續以健脾固本之藥善後遥
5 體會

慢性蕁麻疹中醫稱爲 野癮疹冶尧野赤白游風冶尧野風
疹塊冶等遥 病機多爲患者稟賦不耐袁或風寒入里化熱袁
或食辛辣尧 魚腥等生風化熱之物袁 而致風邪克于肌
膚曰久病氣血耗傷袁腠理衛外不固袁營衛不和袁氣血雍
滯袁內不得宣泄袁外不能投達于肌膚袁故治則應活血
化瘀袁益氣固表袁養血祛風遥 藥方中黨參尧黃芪益氣固
表曰當歸尧川芎尧白芍尧生首烏補血養陰袁取野治風先治
血袁血行風自滅冶之意曰赤芍尧川芎祛瘀消斑曰桃仁尧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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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褐斑是一種損容性皮膚病袁 是發生在面部黃
褐色或淡黃色斑片袁不高出皮膚袁常對稱分布袁以顴尧
頰尧額部爲多見袁中醫稱之野黎黑斑冶尧野肝斑冶尧野妊娠
斑冶等遥 三年來我們採用中醫藥治療袁取效頗佳袁兹總
結如下遥
一尧 一般資料院

150例均來自門診袁其中男35例袁女115例曰年齡
在18-45歲之間袁 其中18-25歲26例袁26-35歲81例袁
36-45歲43例曰病程最短三個月袁最長六年曰其中有肺
結核病史者7例袁面部患有皮炎尧過敏袁用化妝品者42
例袁伴有婦科疾患者6例遥
二尧 治療方法院

10尧 內服藥物組成院山茱萸12g袁熟地黃15g袁蘇
淮山12g袁東阿膠12g袁福荆芥9g袁川芎藭15g袁大丹參
15g袁浙紅花9g袁凈連翹9g袁白附子9g遥 伴肝郁氣滯者
加北柴胡尧醋香附袁伴脾虛失運者減九熟地袁重用蘇
淮山袁加炒白術尧雲茯苓袁腎陰虛明顯者選加女貞子袁
甘枸杞曰腎陰虛甚者選加制附子袁淫羊藿曰濕熱下注
白帶色黃量多者加敗醬草曰 伴婦科小良性腫瘤加穿
山甲尧浙貝母袁或服桂枝茯苓丸遥 水煎服袁二天一劑袁
早晩分服袁第三遍藥渣煎洗患部遥

2尧 外用藥院白附子20g袁白芷10g袁密陀僧5g袁白
芨20g袁雲茯苓30g袁共硏細末調水外用袁一天二次袁擦
藥後3小時忌接觸水遥 一個月爲一個療程袁一般治療
二個療程遥
三尧 療效評定院

治愈院 顔面皮膚呈正常膚色曰 好轉院 皮損治愈
30%曰皮膚無明顯改變或消退不足30%遥
四尧 治療結果院

治愈83例袁佔55.34%曰好轉53例袁佔35.33%曰未愈
14例袁佔9.33%袁總有效率爲90.67%遥

病例介紹院
陳某袁女袁33歲袁已婚袁于2009年12月17日就診遥

訴面部雙頰部蝴蝶斑近2年袁 患者分娩第2胎後于面

頰部膚色逐漸變成黎黑袁近年來在前額尧雙面頰尧上
唇等處分布黃褐色斑點袁前額尧雙頰部鄰近的斑點又
融合成片袁形似蝴蝶狀袁境界清楚袁唇部形狀不規則
伴神疲乏力袁腰酸腿軟袁五心煩熱袁月事前後無定期袁
量少袁色黑袁口干咽燥袁舌紅少苔袁脈細弱遥 診斷爲黃
褐斑遥治宜補腎養血袁活血祛斑遥內服上方袁加甘枸杞
15g袁女貞子12g袁水煎服二天一劑袁早晩分服袁令第三
遍煎洗患部使之微熱感袁外用方如前袁經半個月調治
症去十之六七袁再治一個月後顔面膚色如常遥 囑其平
素多食蔬菜水果袁少食海産貝殻類及動物內臟袁少曬
太陽袁追訪二年未見復發遥
五尧 體會

現代醫學認爲黃褐斑與內分泌失調袁 雌激素水
平偏高有關袁懷孕袁服避孕藥等因素袁肝腎疾病袁紫外
線輻射袁皮膚炎症或過敏袁不良化裝品等均成爲色斑
的成因遥 中醫書籍論述頗多袁叶外科正宗袁 黎黑斑曳院
野黎黑者袁水虧不能制火袁血弱不能華肉袁以致火燥結
成黑袁色枯不澤冶遥 腎陰不足袁水衰火旺袁置水不能上
澤袁顔面不得榮潤而釀成褐斑遥 因此我們採用滋陰補
腎袁調和氣血袁活血化瘀爲治則遥 方中山茱萸袁熟地袁
山藥即爲六味地黃丸主藥袁滋補養腎袁壯水爲主曰阿
膠甘平補血袁滋陰潤燥曰川芎可活血行氣祛瘀袁爲血
中氣藥袁辛溫香竄袁可上行頭目袁下調經水袁中開鬱
結袁可溫通血脈袁通達氣血曰丹參祛瘀生新袁行而不
破袁功同野四物冶袁紅花善通利血脈袁旣瀉又能補袁可活
血通經袁利血止痛曰荆芥入血分袁行氣而不破血袁爲血
中之風藥曰連翹此藥袁叶藥品化義曳雲院野對一切血結氣
聚無不調達而通暢袁治血分功多冶曰白附子乃陽明經
藥袁可引藥上行面部遥 諸藥合用袁滋陰補腎袁調和氣
血袁活血化瘀袁實爲治黃褐斑之有效方遥

另外袁在治療上宜多食蔬菜水果袁以利于色素吸
收曰 少食海産貝殻類及動物內臟袁 以免加重色素形
成曰避免長時間看電視和曝光之下遥

中醫治療黃褐斑150例

許百軒

福建省晉江市江濱綜合門診部 362200

花活血祛瘀曰刺蒺藜尧白蘚皮尧蟬蛻祛風止癢袁另外風
團隆起爲夾濕袁方中加苦參清熱除濕袁以增強療效遥
據現代藥理硏究證實袁黃芪有增強T淋巴細胞尧調節
免疫功能的作用曰蟬衣有阻神經節和鎮靜功效遥 諸藥
合用袁氣血調袁營衛固袁風邪除袁癢疹自息而收到顯著

療效遥
渊作者簡介院陳建全尧男尧1976年5月出生 袁2001年畢業于

華北煤炭醫學院袁獲得學士學位袁2003年開始在安溪縣中醫院

工作至今袁主治醫師袁電話院15980086759.地址院福建省泉州市

安溪縣中醫院袁郵編院3624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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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病爲常見病.多發病袁常易反復發作袁目前治療
痔的目的是消除或減輕症狀袁 有症狀的痔80%以上
可經非手術方法消除症狀袁對於痔病的治療袁意味着
目標應是其症狀袁而非疾病本身袁痔急性發作時以疼
痛.便血.水腫.粘膜充血糜爛爲主要症狀袁通過中藥外
敷如果能及時有效地控制症狀袁減輕病人痛苦袁則不
失爲有效的治療痔病的非手術療法袁 我科多年來應
用經驗方賽霉安治療急性發作期痔病袁 取得滿意效
果袁現總結報吿如下遥
一尧資料與方法
1 臨床資料

2006年6月要2008年10月我院門診或住院要求
保守治療的97例急性發作期痔病患者袁其中男58例袁
女39例袁平均年齡35.3歲袁平均病程3天-11天遥 病種
範圍院混合痔嵌頓35例袁炎性混合痔36例袁血栓外痔
26例遥

病例納入標準院參照叶中藥新藥治療痔瘡的臨床
硏究指導原則曳痔病診斷標準袁符合主要症狀爲便血.
肛門腫脹.疼痛.脫出嵌頓的急性發作期患者袁年齡
18~65歲排除標準院1.非發作期痔病包括結締組織外
痔袁靜脈曲張外痔;2.年齡小於18歲或大於65歲;3.痔
合併肛周膿腫.肛瘻.直腸息肉等;4.陳舊性肛裂伴有
哨兵痔.皮下瘻.肥大肛乳頭者;5.腸道感染性疾病;6.
合併心腦血管.肝.腎和造血系統等嚴重原發性疾病袁
惡性腫瘤.精神病患者;7.妊娠或哺乳期婦女;8.有外用
藥物過敏史;9.未按規定用藥袁無法判定療效或資料
不全等影響療效者遥
2 治療方法

用藥前溫水清洗患處後坐浴15分鐘袁 將賽霉安
乳膏均匀的塗于患病部位袁 出血或嵌頓痔核應回納
後將賽霉安乳膏注入肛內袁外用紗布覆蓋袁每日早晩
各一次袁7天爲一療程遥 治療期間禁用其他藥物遥
3 觀察指標

療效指標院 選定常見的急性發作期痔病的症狀
和體徵院疼痛尧便血尧水腫尧脫出尧肛門墜脹作爲觀察

指標袁並判斷療效遥 將其分爲四種情况院
1.痊癒院症狀消失袁痔核消失或全部萎縮袁2.顯

效院症狀明顯改善袁痔核縮小或萎縮不全遥 3.有效院症
狀改善袁痔核縮小袁4.無效院症狀和體徵均無變化或變
化不明顯遥
二尧結果

痊癒45例袁顯效35例袁有效11例袁無效6例遥
三尧討論

急性痔發作是肛墊的急性炎症改變袁 常因食辛
辣刺激飲食尧飲酒過度尧便秘尧勞累等導致痔粘膜下
的動靜脈吻合處發生突然開放袁 淺表痔動脈血流量
明顯增加袁同時伴隨毛細血管前括約肌的痙攣袁壓力
增加和痔靜脈叢的擴張袁使痔組織營養缺乏袁引起痔
出血.疼痛.水腫和脫出袁繼而出現糜爛袁甚至壞死袁一
般主張先採用保守治療袁 只有在非手術治療無效時
才使用手術治療遥

中醫外敷治療就是直接將藥物敷于病變組織局
部的一種治療方法袁 中藥外用主要直接作用于痔瘡
部位袁在劑型方面具有一定的優特點袁旣防止胃酸和
消化道對藥物的破壞袁 又免除藥物對胃粘膜的直接
刺激袁減輕肝臟的負擔曰直腸下部吸收的藥物可直接
進入全身循環袁避免肝臟的首過效應袁吸收比口服藥
快袁藥效能得到較好發揮遥 外用中藥製劑主要針對痔
瘡症狀院疼痛.出血.肛門腫脹.排便困難.搔癢.肛門分
泌物等進行對症治療袁大多采用清熱解毒.消腫鎮痛.
收斂祛濕.涼血止血.活血化瘀等中藥外治法來消除
症狀遥

賽霉安乳膏是我院自製中藥外敷製劑袁 主要成
分由冰片.朱砂.石膏等組成遥 以清熱利濕.消腫止痛.
斂氣止血的功效袁其中石膏院辛.甘.大寒袁主清熱瀉火.
收斂生肌袁冰片院消腫止痛袁收斂止血袁朱砂院亦有收
濕斂瘡之功效袁三藥合用袁行澀兼調袁標本同治袁全方
共奏以清熱利濕袁消腫止痛.斂氣止血之功袁從而達到
祛痔除病的目的遥

自製賽霉安乳膏治療急性發作期痔病的療效觀察

泉州市中醫院肛腸科 陳惠文 傅提高

痔外皮膚 369



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自血療法袁是祖國醫學的特色療法袁通過抽取患
者自身的血液袁並注入相關穴位袁以治療某些疾病的
方法遥 筆者近年來在臨床上用自血療法治療慢性蕁

麻疹30例袁取得了較好的療效袁 並觀察B淋巴細胞水
平變化情况袁現報吿如下遥
1 資料與方法

自血療法治療慢性蕁麻疹療效觀察

陳雲龍 陳文峰 林阿豐 錢劍英 修顯紅 陳曉帆 黃冬梅

渊福建醫科大學附屬三明第一醫院 365000冤

筆者近年來應用耳尖放血聯合西藥治療痤瘡72
例袁臨床上取得較好的效果袁現將報吿如下院
1 臨床資料院

72痤瘡患者均爲2009年3月-2010年12月其中院35
例女袁年齡16-35歲袁平均院20.5歲袁病程平均爲1.5年遥
根據痤瘡皮損性質及嚴重程度可將痤瘡分爲3度4
級院

1級渊輕度冤院僅有粉刺曰
2級渊中度冤院除粉刺外還有炎性丘疹曰
3級渊中度冤院除粉刺尧炎性丘疹外還有膿疱曰
4級渊重度冤院除有粉刺尧炎性丘疹及膿疱外還有

結節尧囊腫或瘢痕遥
2 治療方法院

病例隨機分爲兩組袁治療組42例院耳尖放血院按
摩耳尖使其充血袁嚴格消毒放血部位及針具遥 左手固
定耳尖袁 右手持三棱針對準穴位迅速刺入1耀2毫米
深袁隨即出針遥擠壓耳尖使出血5耀8滴袁用消毒干棉球
吸附出血遥 單側交替放血袁每日1次袁加口服氨體舒通

20mg tid po尧 維生素B6 10mg tid po尧 多西環素
0.1 tid po共15天遥 對照組30例院 口服氨體舒通
20mg tid po尧維生素B6 10mg tid po尧多西環素 0.1
tid po共15天遥 外治1級渊輕度冤痤瘡院使用過氧苄甲酰
凝膠曰2級渊中度冤尧3級渊中度冤尧4級渊重度冤中度痤瘡尧
重度痤瘡院使用過氧苄甲酰凝膠+百多邦尧紅霉素軟
膏曰
3 療效標準院

根據叶中醫病症診斷療效標準曳評定痤瘡的療效遥
痊癒院治療後皮損消退袁自覺症狀消失袁無新發皮疹曰
好轉院皮損消退30豫以上袁自覺症狀減輕曰無效院皮損
及症狀均無變化或消退不足30豫遥

4 結果見表1院
表1 兩組患者治療後臨床療效比較

通過上表可知治療組的有效率爲90.48豫袁 明顯
比對照組的療效高遥
5 討論

痤瘡是一種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膚病袁 發病
率爲70豫-87豫袁是一種不容忽視的心身疾病袁好發于
靑春期遥 中醫稱爲野肺風粉刺尧粉刺冶遥 叶外科大成曳院
野肺風因肺經血熱郁滯不行而生酒刺也冶袁叶素問窑血
氣形志篇曳院野凡治必先去其血冶袁叶醫宗金鑒窑 肺風粉
刺曳論述野此症有肺風血熱而成冶遥 痤瘡的發生主要由
素體陽熱尧發育旺盛致血熱偏盛袁血熱上涌袁藴阻肌

膚袁發于面部曰過食辛辣尧肥甘厚味而致肺胃積熱袁熱
毒循經上薰袁而致血隨熱行袁熱毒上壅胸面曰肺胃積
熱如果久藴不解易化濕生痰袁 導致氣血郁滯痰瘀互
結尧氣血郁滯尧病久不愈使經脈失暢袁而發爲囊腫結
節遥 耳尖放血療法袁使肺尧胃的熱毒經血液循環排于
體外袁從而達到清熱尧解毒尧排毒之功效袁配合西藥口
服袁外用過氧苄甲酰凝膠尧百多邦或紅霉素軟膏袁可
以得到良好的療效遥 總而言之袁中西並治袁和加強健
康敎育和生活指導袁效果顯著袁是治療痤瘡的有效方
法遥

渊作者簡介院周曉磊袁男性袁2005年7月畢業于福建中醫藥

大學袁學士袁主治醫師遥聯繫地址院福建省泉州市泉港醫院皮膚

科渊362801冤曰聯繫電話院13774825690冤

耳尖放血聯合西藥治療痤瘡臨床觀察

泉州市泉港醫院皮膚科 周曉磊

組別 例數 痊癒 有效 無效 有效率

治療組 42 20 18 4 90.48豫
對照組 30 9 15 6 80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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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N 治愈 顯效 進步 無效 總有效率%
治療組 30 8 18 2 2 86.67绎

對照組 30 6 16 3 5 73.33
注院組間比較绎P<0.05遥

組別 時間 CD3-CD19+ 時間 CD3-CD19+
治療組 治療前 7.32依6.89 治療後 18.31依12.18绎

對照組 治療前 7.61依6.11 治療後 20.41依11.69绎吟

注院兩組組內比較绎P<0.01曰兩組組間比較P>0.05吟遥

1.1 一般資料院一般資料院60例慢性蕁麻疹患者來自
2010年11月至2011年06月我院皮膚科尧中醫科門診袁
用查隨機數字表法分爲自血穴位注射治療組30例袁
氯雷他定對照組30例袁 其中治療組年齡15-56歲袁平
均年齡25.41依13.43歲袁其中男13例袁女17例曰對照組
年齡16-57歲袁平均年齡27.45依11.53歲袁其中男11例袁
女19例袁兩組一般資料比較無統計學差異渊P>0.05冤遥
1.2 診斷標準

參考 叶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曳渊國家中醫藥管
理局1994 年發佈冤中慢性癮疹渊慢性蕁麻疹冤診斷標
準遥 證型分類標準院參考叶自血療法辨證治療慢性蕁
麻疹30例療效觀察曳制定遥
1.3 治療方法

治療組院 嚴格無菌條件下用10mL 注射器抽取
病人自身靜脈血4mL袁 搖匀後迅速分別于相應穴位
注射袁每個穴位注射1ml遥3天1次袁 10次爲一療程遥共
30天遥 治療期間停用其他藥物遥

取穴標準院參考叶辨證選用穴位注射治療慢性蕁
麻疹曳及叶針灸穴位療法治療蕁麻疹的概况曳渊3冤制定如
下院風熱型院雙側足三里尧外關曰風寒型院雙側足三里尧
曲池曰血虛受風型院雙側血海尧曲池遥

對照組院口服氯雷他定 10mgqd袁連續30天或臨
床症狀完全緩解後停藥遥

療效標準
分別記録治療前後患者的瘙癢程度尧 風團數量

和大小等袁按四級評分標準進行臨床療效評價遥
評分標準院1尧 瘙癢採用100mm視覺模擬標尺法

渊VAS冤進行評分院0分爲無癢感袁0耀25mm曰1分爲輕度
瘙癢尧不煩躁袁26耀50mm曰2分爲中度瘙癢袁尙能忍受袁
51耀75mm曰3分爲嚴重瘙癢袁不能忍受袁76耀100mm遥 2尧
風團最大直徑院0分爲無風團曰1分爲直徑<0.5cm曰2分
爲直徑0.5耀2.0cm曰3分爲直徑>2.0cm遥 3尧風團數量院0
分爲無風團曰1分爲1耀6個曰2分爲7耀12個曰3分爲超過
12個遥 上述3項評分相加即爲總積分遥

症狀積分下降指數渊SSR I冤=渊治療前總積分-治
療後總積分冤/治療前總積分伊100%遥

基本痊癒院SSRI逸90%曰顯效院60%臆SSRI<90%曰
進步院30%臆SSRI<60%曰 無效院SSRI<30%渊無變化或
加重冤遥 以基本痊癒和顯效的百分數合計爲有效率遥
1.5 B淋巴細胞檢測

採用流式細胞學檢測法遥 治療前後分別採靜脈
血行B淋巴細胞流式細胞學檢測遥 採用美國B-D公司
産品袁IMK-Lymphocyte試劑盒遥檢測步驟嚴格按説明
書進行遥
1.6 統計學方法

將數據匯總輸入計算機袁 應用SPSS13.0軟件進
行統計分析遥 計量資料依S表示曰計量資料採用t檢驗袁

計數資料採用X2或秩和檢驗遥 P<0.05被認爲有統計
意義遥
2 結果
2.1 療效

表1 兩組療效比較渊例冤

2.2 B淋巴細胞水平變化情况
表2 治療前後B淋巴細胞水平

3 討論
慢性蕁麻疹屬於祖國醫學野風疹冶範疇袁祖國醫

學認爲其病因多由風邪襲表尧血虛尧蟲集尧腸道積熱尧
食用海鮮等引起遥 現代醫學認爲院慢性蕁麻疹是一種
細胞免疫介導的皮膚疾病袁 淋巴細胞在免疫異常的
啓動及維持中發揮着作用遥 本硏究表明院 慢性蕁麻
疹的發生與CD3-CD19+淋巴細胞的減少尧 造成體內
免疫功能失調有關遥

自血療法是傳統中國的特色治療方法袁 治風先
治血袁血行風自滅遥 本硏究首次以中醫學辨證論治的
基本思想爲基礎袁對慢性蕁麻疹辨證分型袁採用不同
的穴位進行自血注射治療遥 足三里可調理脾胃尧養血
祛風袁 曲池清瀉積熱袁 血海爲脾經所生之血聚集之
穴尧爲生血活血之要穴遥 本硏究表明袁臨床上用自血
療法治療慢性蕁麻疹是有效的袁且療效穩定袁復發率
低遥 但本硏究數量相對不足袁有待臨床進一步硏究觀
察遥

渊陳雲龍袁男袁1982年生袁醫師袁博士硏究生袁福建省三明市

第一醫院中醫科遥硏究方向院中西醫結合治療內科尧內分泌尧男
科疾病遥 電話院13850816731袁Email院arnold011226@qq.com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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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腎湯是筆者治療不孕症的自擬藥方遥 適用于
月經周期異常尧經量減少尧頭暈尧腰酸肢軟尧疲乏無
力尧口干尧舌紅少苔尧脈細數袁證屬腎陰虛虧的不孕患
者遥 現將2009年至2010年觀察56例的療效報吿于下院
一尧臨床資料院

年齡院年齡最小23歲袁最大40歲袁平均29援6歲遥
未孕史院逸2年27例袁逸3年11例袁逸4年8例袁逸5

年10例遥
月經周期院大致正常16例袁月經先期4例袁月經後

期36例遥
內分泌檢查院56例中有36例作生殖內分泌六項

檢查袁大致正常9例袁27例有1要3項異常遥 異常情况如
下院 促黃體生成素 渊LH冤跃促卵泡激素 渊FSH冤17例袁
FSH尹9例袁泌乳素渊PRL冤尹11例袁睾酮渊T冤尹3例袁雌
二醇渊E2冤引5例遥

B超檢查院子宮肌瘤2例袁子宮肌腺症或巧克力囊
腫3例遥

卵泡監測院56例中有45例作卵泡發育監測袁無排
卵7例袁小卵泡排卵30例袁大卵泡8例遥

診斷爲原發性不孕26例袁繼發性不孕30例袁其中
有流産史19例袁宮外孕史3例遥
二尧治療方法院

滋腎湯由熟地尧枸杞尧女貞尧黃精尧旱蓮尧菟絲尧續
斷尧白術尧丹參尧黃芩組成遥

一般從月經乾凈或卵泡發育停滯時開始袁 每日
一劑袁水煎2次取藥湯袁分2次于飯後2小時服袁直至排
卵渊以B超監測或基礎體溫測定爲準冤袁一個月經周期
爲一療程遥

加減院血虛者加鷄血藤或當歸袁氣虛者加黃芪袁
睡眠不佳者加百合尧知母袁便秘者加肉蓯蓉袁PRL過
高者加麥芽遥 若是LH跃FSH 2倍以上者袁加西藥克羅
美芬袁于月經周期第5要9天袁每日50㎎曰T過高者加西
藥強的松袁每日5㎎袁直至懷孕或T正常遥
三尧療程與療效院

56例經1要4療程治療袁其中1療程15例袁2療程25
例袁3療程8例袁4療程8例遥 治療效果院 懷孕44例佔
78援57﹪袁其中宮外孕2例袁流産3例袁雙胞胎2例曰未懷
孕12例佔21援43﹪袁究其原因可能有院男方因素4例袁輸
卵管因素2例袁輕度甲亢1例袁原因不明5例遥

本組56例中有36例作過內分泌檢查袁經治療後袁
LH跃FSH17例有14例懷孕曰FSH尹9例懷孕5例袁1例轉
爲正常袁1例有所下降袁2例未作復檢曰PRL尹11例懷孕
5例袁5例轉爲正常袁1例未作復檢曰T尹3例均已孕曰E2
引5例現懷孕3例袁轉爲正常2例遥
四尧案例院

例一援丁女士袁32歲袁晉江市人袁2009年2月13日初
診遥

流産後半年袁 平素月經尙調袁 本次月經元月30
日袁于月經周期第12天B超提示院優勢卵泡1援3伊1援3㎝袁
第14天仍未見增大袁子宮內膜0援7㎝袁且伴頭暈袁腰酸袁
小腹隱痛袁口干咽燥袁心煩袁舌紅少苔袁脈細數袁證屬
腎陰虛虧袁治以滋腎養陰袁藥用院熟地黃24克袁旱蓮
草尧菟絲子尧鷄血藤各20克袁枸杞尧黃精尧淮山尧淫羊藿
各15克袁知母尧黃芩各10克袁每日一劑袁連服三劑遥 經
期第17天B超提示院優勢卵泡1援5伊1援5㎝袁此後每日以
0援15㎝遞增袁經期第22天卵泡發育2援2伊2援0㎝袁順利排
卵袁當月受孕袁足月産一女嬰遥

例二援方女士袁32歲袁泉州鯉城區人袁2010年8月23
日初診遥

結婚近3年袁月經尙調袁呈進行性痛經袁2008年經
某醫院診斷爲子宮內膜異位症袁用野孕三烯酮冶治療3
個月袁痛經減輕袁又用西藥促排卵治療袁于2009年10
月懷孕50天袁因陰道出血袁保胎治療無效而流産遥 經
避孕半年後袁于2008年6月9日作B超檢查提示院子宮
後壁有一3援4伊2援8㎝低回聲光團袁內部回聲不均匀袁右
附件渊–冤袁左附件囊性無回聲區3援1伊2援8㎝袁邊界不
清袁內見細光點回聲遥 CA125檢查院63援8U 辕ML渊注院參
考値爲0原35U 辕ML冤遥末次月經8月20日袁量中色暗紅袁
有小血塊袁痛經甚劇袁疲乏無力袁頭暈少眠袁心煩袁口
干袁舌偏紅袁脈細數遥 今日內分泌檢查提示院FSH尧E2尧
P尧T均屬正常袁LH 2援48NG 辕 ML引尧PRL582援3滋IU尹遥
診爲續發性不孕合併子宮內膜異位症袁 證屬腎陰虛
虧夾淤袁藥用院麥芽30克袁旱蓮尧菟絲尧鷄血藤各20克袁
女貞尧熟地尧黃精尧枸杞尧生黃芪尧白術各15克袁每日一
劑袁連服8劑遥

2010年9月15日二診院月經于昨天來潮袁量中色
暗紅袁小血塊袁痛經減輕袁舌紅苔薄黃袁脈細弦遥 上一
月經周期基礎體溫呈雙相袁持續8天遥 藥中病所袁囑仍
用上法治療二個月經周期遥

滋腎湯促孕的療效觀察

福建泉州市中醫院 鍾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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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兒雜談

多數不排卵的PCOS患者出現自然排卵遥 通過減肥藥
物達到減肥的目的對肝臟代謝有損袁不建議使用遥

口服中西藥物以平衡性激素袁 降低LH院FSH比
値遥 一般LH院FSH比値>2爲PCOS可疑曰LH院FSH比値>
3則可下診斷遥 治療後袁性激水平得以恢復正常遥

結 論院 獃滯卵泡與內分泌功能紊亂有因果關
係遥 雄激素過高袁高胰島素血症袁高泌泌乳素血症是
性激素的指標曰月經希發袁月經量少袁閉經袁多毛袁痤
瘡袁肥胖等是臨床症狀表現遥 以口服中藥消除獃滯卵

泡袁降低雄激素水平袁使胰島素血症恢復正常袁再以
中醫周期療法治療袁 使多囊卵巢綜合徵的不孕患者
恢復生育遥

渊作 者院吳錫春渊主任醫師 敎授冤,出生日期院1942年9
月 渊68歲冤男,國際傳統與現代醫學協會顧問,中國浙江省中西

醫結合學會生殖醫學專業委員會顧問, 中國浙江省溫州中山

醫院不孕不育硏究所顧問,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婦科專業

委員會副會長袁前新加坡中醫學硏究院院長冤

盆腔炎性疾病後遺症渊Sequelae of PID冤是盆腔
炎性疾病的遺留病變袁以往稱慢性盆腔炎袁發生率在
25%左右袁主要表現爲不孕尧異位妊娠尧慢性盆腔痛
及盆腔炎性疾病的反復發作遥 常爲急性盆腔炎未能
徹底治療或患者體質較差袁病程遷延所致袁但也有無
急性盆腔炎症病史遥 盆腔炎性疾病後遺症較爲頑固袁
當機體抵抗力低下時袁可急性發作袁嚴重影響婦女生
活及工作質量袁給患者造成很大痛苦遥 目前治療盆腔
炎性疾病後遺症的方法很多袁 大多用大量抗生素或
中藥高位保留灌腸袁其方法繁瑣袁療程長袁操作不便袁

患者常不易堅持以致治療不徹底袁 甚至還因不合理
反復應用抗生素袁致使致病菌耐藥袁患者病情遷延反
復袁體質越來越差遥 我院于2008年6月至2010年10月
採用婦可靖膠囊聯合玉屛風滴丸尧 康婦消炎栓治療
盆腔炎性疾病後遺症袁觀察分析其療效及不良反應袁
現報道如下院
1 臨床資料

1.1一般資料 硏究對象爲2008年6月至2010年10月
間在我院門診收治的盆腔炎性疾病後遺症患者袁共
217例袁年齡18耀47歲袁平均33.7歲袁病程1耀9年袁旣往

婦可靖膠囊聯合玉屛風滴丸尧康婦消炎栓
治療盆腔炎性疾病後遺症療效觀察

李鄒金1 陳群華2 李龍英1 鮑文娟1

渊1.江西省宜豐縣婦幼保健院袁江西宜豐袁336300曰2.江西省宜豐縣衛生局袁江西宜豐袁336300冤

11月12日三診院末次月經10月11日袁基礎體溫上
昇至37益袁持續13天袁早孕尿檢陽性袁血清孕酮渊P冤
35NG 辕 ML袁遂用壽胎飲合當歸散保胎遥2011年7月6日
剖産一男嬰遥
五尧討論與體會院

1援腎藏精袁主生育袁腎虛冲任失調袁難以攝精成
孕遥血爲經孕的物質基礎袁血由脾所生袁受肝調節遥精
血同源袁 都是卵子發育成熟和胚胎發育成長的物質
基礎遥 有鑒于此袁故筆者認爲卵泡發育不良及無排卵
者袁治療宜補腎滋陰爲主袁輔以補脾調肝遥

2援滋腎湯的組方中袁乃取熟地尧女貞尧枸杞尧旱蓮
滋陰補腎袁益精添血曰黃精滋陰潤肺尧補脾氣曰菟絲尧
續斷補肝腎袁益血脈袁尤以菟絲旣補腎氣袁又益陰液袁
守而能走袁補而不膩曰白術旣補益脾氣袁又制陰藥之
膩滯曰丹參活血補血袁黃芩清熱以抑陰虛之火遥 綜觀
全方具有養血生精袁滋腎促孕之功效遥

3援本組有36例作內分泌檢查袁從治療前後的變化
證明袁滋腎湯具有提高卵巢合成和分泌性激素袁促進
卵泡發育成熟袁増強黃體的功能袁爲受精卵的輸送和
着床保駕護航遥 多囊卵巢綜合徵者袁 在服中藥的同
時袁加用適量西藥野克羅美芬冶袁對提高排卵率袁減少
流産率袁縮短療程的作用明顯袁中西藥合用確有相得
益彰效果遥

4援不孕症患者中袁有的兼有子宮肌腺症尧巧克力
囊腫等袁一般並非不孕的主因袁只要輸卵管暢通袁宜
先行促孕治療袁孕後對肌腺症尧巧克力囊腫也是一種
理想的生理療法遥 如例二孕前B超提示院 子宮後壁
3援4伊2援8㎝低回聲光團袁內部回聲不均袁左附件囊性無
回聲區3援1伊2援8㎝袁邊界不清袁內見細光點回聲袁剖腹
産時子宮後壁未見腫塊遥

5援有部分不孕患者生殖知識缺乏袁在開始治療時
作必要的生殖知識輔導袁可提高受孕率遥

渊上接390頁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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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分娩尧宮腔操作史和不潔性生活史袁隨機分爲2
組遥 觀察組112例袁對照組105例袁兩組年齡尧體重尧病
程時間經統計學處理袁差異無顯著性意義渊P跃0.05冤袁
具有可比性遥
1.2 診斷標準

淤多有急性盆腔炎病史曰于下腹墜脹尧疼痛尧腰
骶部酸脹疼痛尧帶下量多袁黃稠尧有異味尧常在勞累尧
性交後及月經前後加重曰盂可伴有低熱袁痛經或月經
過頻袁經期延長袁經量過多等月經不調曰榆子宮常呈
後傾位袁活動受限或沾邊固定袁在子宮一側或兩側捫
及條索狀物或片狀物增厚尧增粗或囊性腫物袁伴有壓
痛曰虞B超檢查顯示附件區增粗袁陶氏腔積液遥
1.3 排除標準

淤年齡在18歲以下袁50歲以上者曰
于合併有心尧 肝尧 腎和造血系統等嚴重疾病患

者曰
盂妊娠或近期準備妊娠的婦女袁及哺乳期婦女曰
榆對多種藥物過敏者或已知對本藥組成成份過

敏者曰
虞近一個月內採用過相關治療袁 致使藥物療效

難以判定者遥
2 治療方法
2.1 健康宣敎及指導淤解除患者的思想顧慮袁保持心
情舒暢袁鼓勵患者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曰于注意勞逸
結合袁加強體育鍛煉袁適當增加營養袁增強體質袁提高
抗病能力曰盂注重經期尧産後及流産後的衛生保健曰
榆積極徹底治療急性盆腔炎袁以防轉化爲慢性遥
2.2 觀察組 採用婦可靖膠囊渊甘肅醫藥集團西峰
製藥厰生産袁國藥準字Z20040089袁規格0.3g冤口服袁每
次3粒袁每日3次曰玉屛風滴丸渊浙江維康藥業有限公
司袁國藥準字Z20050530袁規格2.4g冤口服袁每次1袋袁每
日3次曰康婦消炎栓渊葵花藥業集團冤伊春渊有限公司袁
國藥準字Z23022143袁規格2.8g冤直腸用藥袁塞入肛門
約2cm處袁每次1枚袁每晩1次遥 1個月爲1療程遥
2.3 對照組 靜脈輸液0.9%Nac1注射液250ml+注
射用頭孢噻肟鈉4.0g+0.5%甲硝唑注射液100ml袁每
日1次遥 14天爲1療程遥

2組均治療1療程觀察療效遥
3 觀察指標與統計學方法
3.1 觀察指標 症狀和體徵院由專人負責整理所有
病例症狀尧體徵的觀察與記録結果遥 實驗室檢測院觀
察組于治療開始第1天尧 第30天檢測患者血液分析尧
腹部B超檢查各1次袁對照組于治療開始第1天尧第14
天檢測患者血液分析尧 腹部B超檢查各1次遥 不良反
應院觀察有無消化系統尧神經系統尧生殖系統等刺激
症狀及體徵並作記録遥
3.2 統計學方法 用SPSS10.0軟件進行數據管理及

統計分析袁計數資料採用X2檢驗袁計量資料採用t檢
驗遥
4 療效標準與治療結果
4.1 療劑標準 參考叶中藥新藥臨床硏究指導原則曳
渊2002年版冤制定遥

痊癒院患者自覺症狀完全消失袁婦科檢查無明顯
陽性體徵袁實驗室檢查血象正常袁B超無異常發現曰顯
效院患者自覺症狀基本消失袁婦科檢查陽性體徵大部
分消失轉陰袁 實驗室檢查血象正常袁B超提示包塊縮
小或積液減少2/3以上曰有效院患者自覺症狀明顯減
輕袁婦科檢查陽性體徵好轉袁實驗室檢查血象正常袁B
超提示包塊縮小或積減少1/3以上曰無效院患者自覺
症狀稍有緩解或無變化袁陽性體徵亦無明顯減少遥
4.2 2組臨床療效比較 見表1 觀察組痊癒率尧顯
效率尧有效率分別爲57.14%尧75.89%尧91.96%袁對照組
分別爲院33.33%尧54.29%尧74.29%遥2組比較袁差異有非
常顯著性意義渊P约0.01冤袁觀察組明顯優于對照組遥

2.2兩組治療前後症狀尧體徵改善情况比較院見表
2

表2 兩組治療前症狀尧體徵改善情况比較
4.3 2組血液分析結果比較 見表
3 觀察組治療後紅細胞計數與對照組比較袁差異無
顯著性意義渊P跃0.05冤袁觀察組治療後白細胞計數顯
著升高袁與對照組比較袁差異有非常顯著性意義渊P约
0.01冤袁觀察組明顯優于對照組遥
4.4 不良反應 觀察組有1例渊0.89%冤出現輕度頭
暈現象袁 不能完全確定由用藥引起曰 對照組有9例
渊8.57%冤出現消化道反應渊噁心尧嘔吐尧食慾不振冤袁2
例渊1.90%冤出現頭痛袁1例渊0.89%冤出現眩暈現象袁1例
渊0.89%冤出現靜脈炎遥

兩組比較袁有顯著性差異渊P约0.01冤遥
5 討論

大多數盆腔炎性疾病後遺症都有急性炎症史袁
多因感染較重袁體質較弱袁治療不及時或不徹底而拖
延變成慢性袁 由於盆腔炎初發病竈的單純性和隱匿
性袁多數婦女一旦得病往往延誤及時治療袁一就診時
已呈多器官尧多組織感染袁而且在治療上亦有選用藥
物不當袁治療不徹底而留下未愈病竈隱患遥 盆腔炎性
疾病後遺症病程較長袁盆腔臟器相互粘連袁局部形成
包塊袁全身用藥效果不明顯袁並且不良反應多袁也增
加了患者的經濟壓力遥 而且婦科盆腔炎性疾病後遺
症導致的不孕婦女中袁 盆腔炎性疾病後遺症佔患者
總數的41.2%遥 以往由於不規範使用抗生素治療袁致
使細菌産生了一定的耐藥性袁 許多專家都認同已進
入抗生素耐藥的新階段遥 加之慢性炎症用藥不易吸
收袁故而臨床療效不甚理想遥

盆腔炎性疾病後遺症袁 中醫辯證屬濕熱瘀毒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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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n 痊癒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
觀察組 112 64 21 18 9 92.31淤

對照組 105 35 22 21 27 74.29

結證遥 原因多爲院氣滯尧痰濁尧血瘀等病邪淤積化熱而
成遥 正氣虛弱袁免疫力下降是此病久治不愈的內在因
素遥 故我們提出清熱利濕尧軟堅散結尧扶正固本袁化瘀
止痛的治療方針遥

婦可靖膠囊組方嚴謹袁按中醫君尧臣尧佐尧使組方
原則袁北敗醬袁車前子爲君袁現代藥理硏究認爲院敗醬
草具有廣譜的抗菌抗病毒作用遥 車前子清熱尧利水尧
通淋遥 合用則取其清熱解毒尧涼血化瘀尧化濕止帶之
功效遥 蒲公英尧馬齒莧尧柴胡尧香附渊醋制冤袁赤芍尧紅
花尧丹參尧延胡索尧三七爲臣遥 其中蒲公英清熱解毒利
濕袁涼血消瘀散結袁助君藥之力袁以治瘀結遥 叶藥性賦曳
中有院野香附理氣血曰婦人之用冶遥 方中採用醋香附取
其軟堅散結之功效遥 配以三七尧赤芍以達調經尧止痛
之效遥 從而改善月經不調尧痛經尧經量過多等症遥 紅
花尧丹參尧柴胡尧延胡索可以行氣活血尧化瘀止痛袁以
治氣滯血瘀遥 其餘鱉甲等八味針對熱毒久稽尧傷耗陰
液袁低熱纏綿不退曰若腹部出現包塊兩個兼證袁即可
滋陰潜陽袁扶正固本袁又可軟堅散結袁緩消包塊遥 方中
諸藥相配袁旨在全面調理機體功能袁清熱而不傷正遥
主次分明尧開闔有序尧動靜相宜尧相輔相成遥 共奏清熱

利濕袁軟堅散結袁扶正固本袁行氣止痛功效遥
玉屛風滴丸配伍嚴密袁出自元.朱丹溪的叶丹溪心

法曳袁是中醫學扶正固表的經典名方袁由黃芪尧白術尧
防風組成袁方中用黃芪益氣固表袁爲君藥曰白術健脾
益氣袁助黃芪以加強益氣固表之功袁爲臣藥曰二藥合
用袁補益肺脾之氣袁使氣旺表實袁汗不能外泄袁邪亦不
易內侵袁更配以防風走表祛風御風邪袁內佐使藥袁三
藥共奏益氣固表袁止汗泄袁御風邪之功遥 現代藥理硏
究發現袁 黃芪能使血液中白細胞總數及多核白細胞
數目顯著增加袁增強自然殺傷細胞的活性袁明顯提高
淋巴細胞功能袁對正常抗體的形成有明顯促進作用袁
從而增強機體的非特異性的特異性免疫功能袁 白術
和防風也有免疫增強作用袁防風還有抗炎尧抗過敏作
用遥

康婦消炎栓的主要成分爲苦參尧穿心蓮尧紫草尧
敗醬草尧蒲公英尧地丁尧蘆薈尧豬膽粉等遥 方中以苦參
爲君尧清熱尧殺蟲尧瀉下焦之熱袁並能燥濕止帶曰穿心
蓮尧紫草清熱解毒袁涼血尧活血尧消腫袁以此二藥爲臣
藥曰敗醬草尧蒲公英尧地丁清熱解毒袁涼血逐瘀袁散結
止痛曰蘆薈尧豬膽粉具有抑菌殺蟲作用袁共同輔助主

表1 2組臨床療效比較 例

與對照組比較袁淤 P约0.05

组 别 腹痛 腰骶痛 白带异常 附件增厚/包块 盆腔积液 月经不调

观察组 治疗前 98 93 46 63 41 34
治疗后 9淤 13于 17 11 12盂 15

对照组 治疗前 89 87 48 62 37 33
治疗后 19 25 22 20 27 17

P值 约0.01 约0.05 跃0.05 跃0.05 约0.01 跃0.05

表2 兩組治療前症狀尧體徵改善情况比較

與對照組比較袁淤 P约0.01袁于P约0.05袁盂P约0.01遥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红细胞计数偏低 白细胞计数偏低 红细胞计数偏低 白细胞计数偏低

观察组 112 27 51 20 8淤

对照组 105 26 47 22 50

表三

與對照組比較袁淤 P约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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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達到清熱解毒袁利濕散結尧殺蟲止癢之功效遥 經現
代藥理學硏究證實袁這些藥物具有廣譜抗菌作用袁並
可增強人體白細胞對細菌的呑噬能力遥 該藥突破以
往婦科傳統給藥方式袁採用直腸給藥袁使藥物有效成
分直接被直腸粘膜吸收袁 並擴散至體液及附近組織
中袁直達病變部位袁且能加強盆腔局部血液循環袁促
進炎症消散袁最大程度地發揮藥物療效遥 同進直腸給
藥可避免口服藥物給胃尧腸尧肝臟尧腎臟帶來的不良
反應袁療效確切袁應用安全遥 在具體的直腸給藥深度

上袁藥品説明書上未提及袁衆多臨床報道方法不一遥
但我們的方法是將藥物塞入距肛門口處2cm袁符合藥
劑學原理遥

本硏究觀察顯示袁婦可靖膠囊聯合玉屛風滴丸袁
康婦消炎栓治療盆腔炎性疾病後遺症袁 改善症狀明
顯曰有效提高患者免疫功能袁促進康復袁防止復發曰並
且應用安全尧方便袁患者依從性高袁有積極的臨床應
用價値遥

前 言

在現代高度文明尧科學高度發達的社會中袁我們
有時也不得不生活在我們不情願生活的環境中遥 也
存在着運動相對不足的情形遥 本來應經常運動的部
位一旦不運動遥 肌肉就會萎縮袁功能也隨之降低袁久
則導致退化袁結果就會發生各種各樣的疾病遥 而許多
疾病的最初症狀都是腰酸膝軟遥 我們知道袁人的體重
是靠左右兩腿均衡支撑的遥 假如右腿功能降低袁左腿
便會加重負擔曰 如果兩腿的功能降低了那么先負擔
體重的那條腿就會感到疲勞袁就需要換腿袁換腿的頻
率就越快遥 那么袁 內盆位置異常將會帶來什么後果
呢钥 我們就以右腿功能降低爲例作一舟詳細的介紹遥
右腿的功能爲何降低了钥 原來是由於右側骨盆位置
異常所遥 右腿骨盆的異常袁使整個右下肢的血液循環
不良袁肌肉緊張袁産生酸痛遥 我把這樣的患者稱爲野右
側骨盆移位型冶袁這種類型的病人身體較瘦袁常伴有
婦科疾病遥 相反袁左腿功能降低的患者稱爲冶左側骨
盆移位型冶遥 這類患者身體較胖袁易患感冒袁常伴有心
臟尧肺功能低下及便秘等美麗遥 如二者並存袁則稱爲
野混合型骨盆移位冶遥 這類患者初始多爲某一條腿功
能低下袁體重靠另一條腿支撑袁久之袁由於負擔過重袁
必然也出現功能降低遥 結果袁骨盆移位加重袁脊柱也
扭曲成S形袁使病情癒來癒複雜遥 關於骨盆移位袁下面
還將詳細討論袁這里只想請大家清楚認識到野骨盆的
位置異常是産生一切病症的原因冶遥
一尧骨盆移位是何時發生的

99%的骨盆移位是先天性的袁 是胎兒通過患有
骨盆移位的母親的産道時造成的遥 骨盆移位的母體
的産道呈野约冶開彎曲袁背部的肌肉又比正常時堅硬袁
缺乏柔軟性遥台兒應當通過背道娩出遥兒的骨骼和肌
肉是非常柔軟的袁當通過變硬而彎曲的産道時袁兒的

骨骼袁特別是骨盆袁就要發生歪斜遥 也就是説袁骨盆移
位由此即已發生了遥 後天性骨盆移位多因由高處墜
地或衝撞袁使尾骨受到重擊而造成遥 其發病率比先天
性的低得多遥 據某學者調查袁 女子高中的學生中有
58%的人有月經痛遥 他認爲其原因是當她們出生時
受到了母體的影響遥 現在 問題是她們也要結婚袁也
要生兒育女袁如再考慮下一代的事袁確實令人擔心遥
因此袁擔負着生兒育女重任的婦女袁在婚前或産前確
認一下自己的骨盆是否正常袁顯然是很有必要的遥 如
果説這是女性的應盡的義務袁也並不過分遥 我認爲袁
孩子的一生是由母親的骨盆所決定的袁 希望大家能
夠理解遥
二尧骨盆移位是如何引起病症的

樓房要有地基尧 梁柱和屋頂袁 地基必須堅固端
正遥 假如地基不好袁不論怎樣緊實的梁柱袁多么富麗
堂皇的屋頂袁儘早會倒塌遥 人體可比作樓房袁骨盆是
地基袁脊柱是梁柱遥 如果骨盆移位袁作爲梁柱的脊柱
就要隨之彎曲遥 脊柱由26塊椎骨組成袁是人體中最容
易移位的部分遥 椎骨移位袁脊髓要受壓袁進而就會壓
迫脊神經根部遥 受壓部位可以産生痛感袁神經傳導功
能亦可發生障礙袁 由這些神經所支配的器官的功能
也可能受到影響遥 因爲移位的椎骨的壓迫袁韌帶和肌
肉可發生萎縮袁血液和淋巴循環受陰袁結果可引起許
多疾病遥 也許您會認爲可以通過矯正推骨來治療上
述疾病袁然而袁回答是否定的袁因爲治療的關鍵是矯
正移位的骨盆遥 只有矯正被稱爲地基的骨盆袁才能扶
直梁柱袁才能修復屋頂袁所有一切才能恢復原狀遥 骨
盆移位能引起哪些疾病遥

由骨盆移位所的病症袁 其臨床表現是多種多樣
的袁根據我多年累積的資料袁現將硏究分析的結果簡
單歸納如下院

骨盆腔調整治婦女疾病

台灣中醫藥研究委員會 張藝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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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冤右側骨盆移位型渊右髖關節緊張型袁表現爲
副交感神經緊張袁肝臟尧胃腸功能低下袁消瘦袁腹瀉袁
患婦科疾病等遥

渊2冤左側骨盆移値型渊左髖關節緊張型袁表現爲
交感神經緊張心臟尧肺功能低下袁肥胖袁便秘袁易患感
冒等遥

渊3冤混合型渊右側骨盆移位伴左或有右髖關節緊
張袁左側骨盆移位伴右或左右髖關節緊張袁表現爲信
念袁體重變化大袁便秘和腹瀉交替出現袁並伴有前兩
型的全身症狀遥
三尧骨盆傾斜矯正的方法與原理

骨盆完全正常的人袁千人難尋其一袁這是事實袁
人的骨盆幾乎都有或多或少的移位遥 骨盆的移位可
使脊柱彎曲壓迫神經袁結果使肌肉袁關節和臟器發生
功能障礙遥 使許多人煩惱的腰痛尧肩酸以及其他臟器
疾病袁其根本原 因就是骨盆移位遥 病因何在袁其主要
原因是運動相對不足和外來刺激過重袁 加之帶有強
制性的飲食生活袁致使體內發生了不正常的反應遥 骨
盆腔調整這種方法是設法調整人骨盆結構使人體的
自癒力渊生命力冤起動來恢復體內的平衡袁從而達到
治癒疾病的目的遥 這種方法的本質就是要根除病源袁
解除病痛袁所以袁也有人稱之爲野自然療法冶遥 對骨盆
矯正來説袁不存在現代醫學的所謂野屬於哪科疾病冶
的問題袁 也可省去大量的臨床檢查和化驗檢查的手
續袁 而只靠矯正致病的眞正原因要要要移位的骨盆和
其他的移位的骨骼袁鬆弛關節袁消除肌肉的緊張和僵
硬袁調動人和提高人體的自癒力袁從而使疾病痊癒遥
當然若結合現代醫學的各項檢查結果袁 治療的效果
會更好遥
四尧立即解除腰痛的簡單方法

雖然腰痛的原因很多袁 如腰間盤脫出尧 椎體滑
脫尧脊髓膨出症尧腰肌勞損尧某些臟器疾病等都可引
起腰痛袁但本書把這些原因引起的腰痛統稱爲野腰痛
症冶遥 一切腰痛都來源于脊椎袁特別是腰椎的位置異
常和腰部尧臀部的肌群緊張或持續性收縮袁而最根本
的原因則是骨盆位置不正常遥 治療腰痛症袁要以骨盆
爲中心袁 把移位的腰椎調整到正確的位置上袁 消除
腰尧臀部肌群的緊張袁腰痛就會自然消失遥 治療急性
腰椎調整到正確的位置上袁 消除腰尧 臀部肌群的緊
張袁腰痛就會自然消失遥 治療急性腰椎間盤脫出而引
起腰痛的患者袁以把骨盆爲基礎進行治療袁立該就能
奏效遥 自然治癒爲是斷除病根的關鍵袁如果給骨盆矯
正壓下個確切的定義袁 那就是院 以患者的骨盆爲基
礎袁以髖關節和脊柱爲中心袁以軟化肌肉和結締組織
的緊張與僵硬袁擴大各關節的可動範圍的方法遥 説得
通俗點袁就是骨盆錯了位袁就會引起髖關節移位袁脊
柱也會彎曲尧血液循環也因受壓而不暢袁由此而導致
各種各類的疾病遥 因此就要矯正骨盆移位的方法遥

結論
總而言之袁骨盆矯正不是對症治病袁而是對疾病

的症狀溯本求源袁 以治療疾病的根本原因遥 所謂疾
病袁就是體內平衡被破壞的結果袁人體具有能夠把這
種破壞了的平衡恢復到原來狀態的能力袁 這就是自
然治療力或生命力遥 但是袁 當這種自然治療力減弱
時袁就難以克服疾病的侵襲袁疼痛就作爲疾病表現出
來遥 因此袁如何提高已經減弱的自然治癒力就成了至
關重要的問題遥 骨盆矯正就是調動自瘉並提高其力
量的最好方法遥 這就是説它是所謂病因聞法或根本
療法的含意遥

先兆流産是臨床上常見的妊娠病症袁 多發于孕
早期袁病因比較複雜袁有的難以找到確切的病因遥 近
年來袁先兆流産的發生有上昇趨勢袁硏究表明袁基因
異常是自然流産最常見的原因袁早期流産時袁染色體
異常者佔50%~60%遥 排除遺傳基因缺陷尧 全身性疾
病尧生殖器官發育異常尧免疫因素及創傷等因素外袁
由黃體功能不全所致的流産佔自然流産原因的25%
~60%遥黃體不健全所導致的流産袁胎兒90%以上是正
常的袁所以對這類患者進行保胎治療有積極的意義遥

我院採用中西醫結合治療方法袁 應用黃體酮膠丸及
樂樂孕寧顆粒治療黃體功能不全所致的早期先光流
産袁獲得滿意療效袁現整理資料報道如下院
1 資料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0年8月至2011年4月期間于我院門診就診的
先兆流産患者共114例袁隨機分爲觀察組58例和對照
組56例袁患者年齡19~36歲袁平均年齡20.9歲袁孕周6~
12周遥 其中初次先兆流産者69例袁兩次先兆流産者32

黃體酮膠丸聯合樂孕寧顆粒治療先兆流産療效觀察

李鄒金 劉中華 熊媛華 李小華

渊江西省宜豐縣婦幼保健院袁336300冤

婦兒雜談 377



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例數渊n冤 顯效渊%冤 有效渊%冤 無效渊%冤 有效率渊%冤
觀察組 58 47 8 3 94.83
對照組 56 29 48 9 83.93

类别
组别

注院有效率比較X2=5.724袁P约0.05

表1 兩組治療後有效率比較情况

例袁三次先兆流産者13例袁兩組年齡尧孕周尧流産次數
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渊P跃0.05冤遥
1.2 診斷標準院

淤孕周臆12周曰于陰道少量出血和/或伴有下腹
墜脹感或腰酸曰盂婦科檢查院流血來自宮頸尧宮口未
開尧胎膜未破袁排除因病毒性感染尧染色體異常等遺
傳因素造成的孕卵異常者尧妊高徵尧肝炎及陰道流
血較多袁宮口較松的難免流産者曰榆血尧尿絨毛膜促
性腺激素渊HCG冤陽性曰虞B超證實子宮內妊娠且胚
胎存活袁孕囊或胚胎發育符合孕周大小渊4冤遥
1.3 治療方法院

觀察組院黃體酮膠丸渊商品名院琪寧袁浙江愛生藥
業有限公司生産袁批準文號院國藥準字H20031099袁規

格100mg冤袁po袁200mg袁qn曰樂孕寧顆粒渊江西杏林白馬
藥業有限公司生産袁批準文號院國藥準字Z20080196袁
規格院5g冤袁po袁1袋袁tid曰10d爲1療程遥

治療組院黃體酮注射液袁20mg袁im袁qd曰維生素E膠
丸袁po袁100mg袁tid袁 葉酸片袁po袁0.8mg袁qd袁10d爲1療
程遥

在上述治療的同時袁要求患者絶對臥床休息袁調
節情緒袁消除不良刺激袁禁食辛辣刺激性食物遥 用藥
期間注意觀察其症狀袁體徵及陰道出血情况袁排除對
黃體酮有過敏患者遥
1.4 療效判定

顯效院出血停止袁腹痛或腰痛消失袁B超顯示胚胎
繼續按正常的速度生長髮育遥

有效院出血量明顯減少袁腹痛或腰痛減輕袁B超顯
示胚胎成長良好遥

無效院 出血量及腹痛或腰痛程度均無改善而終
止妊娠遥
1.5 統計學方法院

應用SPSS12.0統計軟件分析袁 計數資料採用X2
檢驗袁p约0.05視爲差異有顯著性遥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後有效率比較 見表1
2.2 不良反應院觀察組有3例渊5.17%冤乳房脹痛袁2例
渊3.45%冤輕度頭暈袁2例渊3.45%冤煩燥力袁1例渊1.72%冤
嗜睡曰對照組有2例渊6.67%冤乳房腫脹尧2例渊6.67%冤頭
痛1例渊3.33%冤噁心遥 不良反應發生與國內諸多報道
相符袁考慮爲黃體酮所致遥
3 討論

先兆流産是一種常見的妊娠病理袁 黃體功能不
全在反復流産的婦女中佔10%~40%遥 黃體功能不全
是由於黃體分泌的黃體酮不足所致遥 治療方法有多
種袁在西醫治療過程中可選黃體酮尧HCGT尧CC尧FSH尧
HMG等袁一般首選黃體酮袁黃體酮可使子宮做好接受
胚胎植入的準備袁 在妊娠早期可穩定子宮內膜並起
保胎作用袁是妊娠成功所必需的遥 渊因一些合成孕激
素在體內有過量雄激素的作用袁 因此應首選生理性
的黃體酮遥 目前袁天然黃體酮已被廣泛應用于臨床袁
取代一般合成的孕激素冤琪寧爲天然黃體酮膠丸袁無
雌尧雄激素樣作用袁無性腺和腎上腺抑製作用袁無染
色體突變和致畸作用袁無明顯不良反應袁安全性高袁

口服方便袁可以外源性增加血清孕酮的含量袁能在孕
早期形成一個足夠並有利于胚胎存活的免疫環境袁
通過誘導母體産生孕酮誘導的抑制因子渊PIBF冤對妊
娠起保護作用遥

中醫認爲先兆流産的病機主要爲腎氣不足袁冲
任不固袁胎失所係袁脾氣虛弱袁胎失所養袁臨床辯證尤
以腎虛或脾腎兩虛多見遥 腎主生殖袁爲先天之本袁胞
絡係于腎袁腎虛則冲任不固袁胎失所係袁胎成之後袁全
賴氣血以固袁氣以載胎袁血以養胎曰脾爲後天之本袁爲
血氣生化之源袁氣血虛弱袁濡養不足袁胎氣不固袁失其
固攝袁遂成胎漏袁胎動不安袁妊娠腹痛遥 現代藥理硏究
發現袁 補腎中藥可改善盆腔尧 子宮及胎盤的血液循
環袁改善和促進胎盤絨毛的發育袁維係和加強早孕時
絨毛與子宮底蛻膜的聯繫曰抑制子宮收縮袁防止絨毛
和蛻膜因缺乏供血供氧而從子宮壁剝離發生流産遥
樂樂孕寧顆粒組方嚴謹合理袁含君尧臣尧佐尧使袁完全
符合傳統中醫藥理論遥 黨參尧黃芪尧白術爲君藥袁具有
補中益氣袁健脾生血之功曰續斷尧補骨脂尧杜腫補後天
之腎袁起到益冲任和疏通氣血之功袁且補而不滯尧行
而不瀉曰佐以當歸補血理血袁山藥健脾固腎袁白芍柔
肝袁共達調理氣血袁補腎安胎的目的曰大棗尧砂仁爲使
藥袁健脾益氣尧滋陰養血遥 現代藥理學硏究證實袁當歸
有抗貧血作用袁對子宮功能有雙向調節作用曰白芍能
抑制子宮平滑肌收縮袁對子宮尧胎盤功能起到良好的
調整效果曰當歸袁續斷可抗維生素E缺乏袁諸藥共使氣
血充足袁腎氣充盛袁胎有所載袁胎有所養袁以取助孕安
胎袁養胎育胎袁益智助長之功效袁對機體免疫系統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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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疸是新生兒時期最常見的症狀袁 如同時伴有
任何高危因素袁往往導致黃疸程度加重袁出現高膽紅
素血症袁治療不及時袁可並發膽紅素腦病導致神經系
統後遺症遥 因此袁積極干預新生兒病理性黃疸具有重
要的臨床意義遥 藍光照射治療新生兒高膽紅素血症
雖然療效顯著袁但對血液中的膽紅素清除不夠理想袁
同時也易導致人體內的核黃素破壞遥 我院在藍光照
射及肝藥酶誘導劑治療的基礎上加用媽咪愛散尧茵
栀黃顆粒尧思密達散口服及靜滴香丹注射液袁獲得滿
意療效袁現總結報道如下院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我院兒科2008年1月至2010年7月收治的新生兒
高膽紅素血症患兒58例袁 均符合 叶諸福棠實用兒科
學曳第6版新生兒黃疸診斷標準遥 入選病例均爲住院
患兒袁足月袁住院觀察時間曳5d袁隨機分爲兩組院中西
醫結合治療組32例袁 其中男18例袁 女14例袁 日齡1-
19d袁胎齡渊37.6依2.3冤周袁出生體重渊2981依 450冤g袁
Apgar爷s評分逸8分袁血清膽紅素渊TSB冤 279.84依20.06
umol/L曰對照組26例袁男14例袁女12例袁日齡1-22d袁胎
齡渊38.2依2.1冤周袁出生體重渊3040依 520冤g袁Apgar爷s評
分逸8分袁血清膽紅素渊TSB冤 267.41依32.65 umol/L遥
除外窒息尧溶血尧感染因素及新生兒頭顱血腫等袁母
孕期均無特殊用藥史袁無家族遺傳病史遥 兩組比較袁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渊P跃0.05冤遥
1.2 方法

于治療前及出院前各抽1次靜脈血行膽紅素
渊TSB冤及肝功能檢查袁結合臨床觀察黃疸消退情况遥

兩組患兒入院後均停母乳袁 對照組採用常規處
理院1尧藍光照射袁採用藍光箱直接連續照射72h後停
用遥2尧肝藥酶誘導劑袁靜滴苯巴比妥鈉5mg/kg.d-1遥治
療組在上述治療的基礎上袁加用媽咪愛散渊北京韓美
藥業有限公司生産袁批準文號院國藥準字H20000690冤
每次1.0g袁每日2次袁溫水冲服曰 茵栀黃顆粒渊魯南厚

普製藥有限公司生産 袁 批準文號 院 國藥準字
Z20030028冤每次0.5包袁每日3次袁開水冲服曰思密達
散渊博益-益普生冤天津渊製藥有限公司生産袁批準文
號院國藥準字H20000690冤每次1.0g袁每日3次袁15ml開
水冲匀口服曰靜脈滴注香丹注射液渊開開援生製藥有
限公司生産袁批準文號院國藥準字Z20030028冤2-3ml袁
以10%葡萄糖注射液10-30ml稀釋袁每天一次遥
1.3 療效判定

渊1冤顯效院皮膚黃疸消退袁膽紅素値掖136.80umol/
L曰渊2冤 有效院 皮膚黃染明顯消退袁 膽紅素値下降至
136.80要220.62umol/L曰渊3冤無效院皮膚黃染不明顯消
退袁膽紅素値业220.62umol/L或自動出院遥 以顯效和有
效例數計算有效率遥
1.4 統計學方法

採用SPSS12.0統計軟件系統處理數據遥 均數比
較行t檢驗袁率的比較用x2檢驗遥
2 結果

2.1 療效
表1 兩組療效比較渊n冤

表2 兩組黃疸持續時間比較

中西醫結合治療新生兒高膽紅素血症的臨床觀察

李鄒金 劉俐雲 錢杰 簡小春 鮑文娟 唐清萍

渊江西省宜豐縣婦幼保健院袁江西袁宜豐袁336300冤

從表1可看出袁治療組顯效率明顯高於對照組冤P掖0.01业袁有統計

學意義遥

組別 例數 顯效 有效 無效 顯效率渊%冤

對照組 26 14 12 0 53.85
中西醫結合治療組 32 27 5 0 84.38

P値 掖0.01

組別 n 黃疸持續時間(x依s,d)

對照組 26 4.9依2.0
中西醫結合治療組 32 3.1依1.2

P <0.01

能有明顯的促進作用袁 可積極有效地防止自然流産
的發生遥

通過本硏究表明袁 應用黃體酮膠丸聯合樂孕寧
顆粒治療先兆流産較傳統治療方法即可避免患者的
皮肉之苦袁又明顯提高臨床療效袁且安全尧方便袁具有

可行性袁給患者送去福音遥
渊作者簡介院李鄒金袁男袁渊1979冤袁理學學士袁主管藥師袁硏

究方向院臨床藥學袁在國家級核心期刋上以第一作者發表論文

8篇遥聯繫方式院地址院江西省宜豐縣新昌鎮桂花路44號遥郵編院
336300曰手機院13879562938曰郵箱院lizoujin791222@163.co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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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2可看出袁 中西醫結合治療組黃疸持續時
間較對照組明顯縮短袁 兩組相比有顯著性差異 渊P<
0.01冤.
表3 兩組治療前後血清膽紅素渊TSB冤比較渊x依s umol/L冤

2.2 不良反應
在治療過程中袁個別患兒服用茵栀黃顆粒後袁有

大便轉稀尧次數增多的輕度腹瀉袁程度不重袁不伴有
脫水袁經停藥後馬上恢復遥 兩組均未發現肝腎功能損
傷的嚴重不良反應袁未發現嗜睡尧興奮尧反應低下尧吸
吮無力等中樞神經系統症狀遥
3 討論

新生兒高膽紅素血症是新生兒時期由於膽紅素
代謝異常引起血中膽紅素水平升高而出現皮膚尧黏
膜及鞏膜黃染的臨床現象遥 主要是未結合膽紅素升
高袁病因有院新生兒溶血病尧紅細胞酶或結構缺陷尧紅
細胞破壞過多尧 新生兒紅細胞增多症尧 胎便排泄延
遲尧感染尧低血糖尧母乳喂養不足及某些遺傳性家族
性高膽紅素血症遥 早産兒尧低體重兒肝臟發育更不完
善袁而且這類患兒喂養較晩袁且腸道內正常菌群未建
立袁 不能將進入腸道的膽紅素轉化爲尿膽原和糞膽
原袁腸蠕動減慢袁腸道結合膽紅素排泄減少袁加上新
生兒腸道內茁-葡萄糖醛酸苷酶的含量及活性均較
高袁 將腸道內的結合膽紅素水解成葡萄糖醛酸和未
結合膽紅素袁後者又被腸壁吸收經門靜脈到達肝袁膽
紅素腸肝循環量增加袁加重肝的負擔遥 大量未被處理
的膽紅素便積聚起來袁出現黃疸遥 若未結合膽紅素進
入了大腦與腦組織結合袁則會嚴重損傷腦神經袁如不
及時治療袁 可並發膽紅素腦病而導致神經系統後遺
症袁對早期新生兒危害極大遥

野媽咪愛冶通用名稱爲枯草桿菌二聯活菌顆粒袁
含屎腸球菌1.35伊10渊8冤個袁枯草桿菌1.5伊10渊7冤個袁口
服後可在回盲部以上定居尧增殖袁可幫助新生兒較快
建立正常有益的腸道菌數袁 細菌葡萄糖醛酸酶可解
除葡萄糖醛酸酶基袁 將其進入腸道的結合膽紅素還
原成尿膽原隨大便排出袁 減少母乳中及新生兒産生
的葡萄糖醛酸酶苷酶將結合膽紅素水解爲未結合膽
紅素的機會袁 減少腸肝循環遥 此外袁 媽咪愛尙含有

VitC尧B族維生素尧煙酰胺尧乳化鈣尧氧化鋅袁可適量補
充光療所致的核黃素破壞及人體生長髮育所需的微
量元素鋅與礦物質鈣遥

茵栀黃顆粒主要成分爲黃芩苷尧栀子提取物尧茵
陳提取物尧金銀花提取物袁黃芩苷能利尿尧抗炎尧抗過
敏尧保肝利膽及改善毛細血管通透性曰栀子提取物中
含有栀子素尧栀子苷尧藏紅花素尧藏紅花酸等袁具有保
肝利膽尧抗炎尧抗病原體等作用袁能減少血中膽紅素袁
加強膽囊收縮袁促進膽汁排泄曰茵陳提取物中含有茵
陳酮尧茵陳烴尧葉酸尧B-蒎烯等袁除能顯著增加膽汁分
泌和利膽外袁還能拮抗溶血袁改善丙氨酸轉移酶及退
黃等袁金銀花提取物中主含緑原酸尧異緑原酸尧黃酮
類袁能抗菌尧抗病毒尧抗炎尧保肝利膽等作用袁四者協
同作用袁可達到明顯的退黃作用遥

思密達散具有層紋狀結構及非均匀性電荷分
布袁對消化道內的病毒尧細菌及其産生的毒素有固定
作用尧抑製作用曰對消化道黏膜有覆蓋能力袁並通過
與黏膜糖蛋白相互結合袁從質和量兩方面修復袁提高
黏膜屛障對攻擊因子的防禦功能遥 思密達散具有高
效尧無毒的特點袁作爲吸附劑固定腸道膽紅素袁借腸
蠕動將其排出體外袁減少小腸黏膜對膽紅素的吸收遥

香丹注射液爲丹參及降香提取製成的滅菌水溶
液袁丹參具有活血化淤之功能袁降香行氣袁具有促進
消化功能尧腸道運動遥 根據現代理論袁香丹注射液爲
氧自由基清除劑袁能清除患兒體內氧自由基袁改善全
身血液循環袁調整血液流變性袁促進肝功能尧肝血流
量的恢復遥 能保護紅細胞膜避免過氧化損傷而受到
破壞袁減少膽紅素的生成並加強其代謝和排泄遥

藍光照射是消退新生兒黃疸的有效方法之一袁
其治療原理是院膽紅素吸收光線袁以波長450~460nm
的光線作用最強袁 由於藍光的波長主峰爲425~
460nm袁故被認爲是人工照射的最好光源遥 光照對未
結合膽紅素的作用比對結合膽紅素的紅素大2-3倍袁
未結合膽紅素在光的作用下發生變化袁 可使未結合
膽紅素IXaZ型轉化爲異構IXaE型袁 這些異構體屬水
溶性袁可經膽汁排泄到腸腔或從尿內排出袁從而使血
清膽紅素濃度降低袁減輕黃疸遥 光療只是治標袁不是
治本遥 光療使用方便袁不良反應小遥

經過本實驗觀察袁媽咪愛散和茵栀黃顆粒尧思密
達散及香丹注射液四藥聯用袁 結合藍光照射及對症
治療袁中西醫結合袁標本同治袁能顯著減輕黃疸的程
度袁縮短黃疸的持續時間袁療效確切袁應用方便尧安
全袁値得臨床推廣遥

從表2可看出袁中西醫結合治療組黃疸持續時間較對照組明

顯縮短袁兩組相比有顯著性差異渊P<0.01冤遥

組別 例數 治療前 治療後

對照組 26 267.41依32.65 125.78依18.15
中西醫結合治療組 32 279.84依20.06 76.24依12.01

P >0.05 <0.01
從表3可看出袁兩組治療前後血清膽紅素渊TSB冤比較袁P値<
0.01袁有顯著性差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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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一次性使用硬膜外麻醉導管及接頭組件
渊新鄉市駝人醫療器械有限公司尧國食藥監械冤準渊字
2008第3660635號袁 豫食藥監械生産許20050107冤更
渊號冤本是麻醉科行硬膜外麻醉時留置該管外接注射
器便于術中追加麻醉劑使用的遥 該導管外徑約1mm袁
起始端是圓頭盲端袁有刻度標記的長度25cm袁距起始
端1cm內有4個小側孔袁導管總長約75cm遥 配有接頭袁
通過接頭該導管可接一次性使用注射器袁 連接處擰
緊由注射器向該導管推注液體不出現漏液遥

筆者將該硬膜外導管試用于乳腺病治療主要有
如下兩方面院

一是在乳腺溢液患者院 術前經乳導管注入美蘭
標識病變乳管時用遥可將硬膜外導管在約5cm刻度處
剪下渊方便操作者手持爲度冤袁先確認擬注藥的乳管
開口袁 生理鹽水潤滑硬膜外導管袁 左手輕輕提捏乳
頭袁 右手捻轉緩緩將導管揷入該乳管開口內約2cm袁
接上導管接頭袁旋緊袁接上事先備好的0.3ml美蘭皮試
針管袁 緩慢注入0.1耀0.2ml袁 再褪出硬膜外導管即完
成遥 理想的效果是推注美蘭時沒有阻力袁推藥時應注
意不宜過快過多袁以防藥液從乳管口溢出遥

二是用于乳汁瘀積患者院 乳汁瘀積是初産婦哺
乳期十分常見的症狀袁若沒有及時疏通袁則多進展成
炎症包塊遥 本法適用于結塊初起袁並見乳管阻塞遥 一
旦形成炎症包塊就不是本法適用範圍袁 需按乳癰釀
膿期尧成膿期尧潰後期來辯證施治遥 不在本文討論之
列遥 哺乳期常見乳汁排出不暢袁導致乳房結塊袁乳頭
刺痛袁患者脹痛難忍遥 在尙未形成炎症包塊袁表現乳
房某一象限所對應的乳管開口乳汁排出明顯減少袁
有的甚至可見白色膜狀物堵住遥 並見乳腺結塊袁皮色
不紅或微紅袁腫脹拒按遥 準確判斷閉塞的乳管是通乳
成功的關鍵遥 若見膜性物堵住乳管開口的袁可先用消

毒濕棉球擦拭袁鉗子輕輕揭去袁輕輕捻轉揷入導管約
3~4cm袁用掌根部揉按積乳團塊袁可見乳汁沿硬膜外
導管滴下即爲有效遥 再接上5ml的注射器袁邊揉按邊
進行抽吸袁 乳汁較快充盈注射器時患者頓感脹痛明
顯好轉袁注射器內乳汁必要時還可留送細菌培養遥 待
腫塊消退1/3後袁褪出導管袁讓患者自行擠按袁乳汁可
噴涌而出袁有時甚至可排出小凝乳塊遥 再配合軟堅散
結尧通乳止痛中藥熱敷袁療效確切袁屢試不爽遥 常用中
藥自擬方院 芒硝60g 白芷25g 公英20g 浙貝24g
皂刺40g 紅花20g煎湯熱敷袁 每次半小時袁 每日二
次遥

咱討論暂乳導管溢液是乳腺科常見症袁臨床需進
一步甄選病理性溢液導管作相關造影檢查或是手術
治療遥 以往操作時用的是7號平針頭渊事先要高壓消
毒冤袁它是金屬的袁有橫斷面袁很容易損傷乳導管內壁
導致出血袁形成二次阻塞袁影響造影的準確性袁加大
手術時注藥難度袁給手術進程造成不小的麻煩遥 而通
乳管時每每會出血形成血痂遥 抽吸時因金屬針頭較
固定袁操作不便遥 筆者經比對實踐後袁認爲改用硬膜
外導管最大的優勢在于其是塑料製品袁 起始端是圓
頭盲端袁 使用前先接上注射器灌注生理鹽水察看導
管起始端4個側孔是否通暢袁用生理鹽水濕潤導管再
捻轉緩插袁一般不容易損傷乳管遥 較金屬材質而言袁
操作更微創尧更靈巧遥 其次是該導管帶有刻度袁操作
時揷入深度一目瞭然袁 通乳時揷入深度能比金屬針
頭更深入些遥 再者它配套接頭袁可接注射器袁旋緊接
頭袁往乳管內注藥不會沿硬膜外導管壁流下遥 抽吸乳
汁時因導管長度可酌情自定袁醫者操作較方便遥 還有
它是一次性用品袁價格低廉袁不重複使用袁避免了交
叉感染袁性價比高尧實用性強袁値得基層醫院推廣使
用遥

麻醉科硬膜外導管在乳腺疾病中的應用

張東萍

渊泉州市中醫院外科袁福建泉州 362000冤

夫妻生殖器正常袁性功能正常袁男方精液常規檢
查正常袁女方正常排卵袁但有抗生育免疫證據的不孕

症爲免疫性不孕遥 導致免疫性不孕的原因很多袁人體
中不論精子尧卵子尧受精卵袁性激素及精漿等都具有

免疫性不孕症中醫治療概况

安溪縣中醫院 王英明曰安溪仁和藥店 王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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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抗原性而引起免疫反應袁導致不孕遥 隨着生殖免
疫學硏究進展袁免疫性不孕已補廣大學者所重視袁並
對其病因袁診斷及治療袁特別是中醫藥的治療時進行
了廣泛的硏究遥

中醫對免疫性不孕的認識院
造成不孕的免疫反應可分爲三種院淤同種免疫院

是指男方的精子袁精漿作爲抗原袁在女方體內産生抗
體袁使精子凝集或使精子失去活動力遥 于局部免疫院
是指某些不孕症婦女的子宮頸粘膜及子宮內膜含有
産生lgG和lgA的淋巴樣細胞袁 故子宮及生殖道對精
子具有局部免疫作用遥 盂自身免疫院是指男性精子尧
精漿和女子卵子袁生殖道分泌物袁激素等溢出生殖道
進入自身周圍組織造成免疫反應袁 影響精子活動力
或卵泡成熟尧排卵及受精遥 包裹在卵細胞表面的透明
帶袁也具有特異性抗原袁可成爲自身抗原袁在女性體
內産生透明帶抗體袁造成不孕或卵巢早衰遥

目前硏究較多的免疫性不孕主要有抗精子免疫
性不孕和透明帶免疫性不孕或卵巢早衰二種遥 中醫
藥大多數對抗精子免疫不孕的硏究遥

中醫對抗精子免疫性不孕的認識院
1 病因病機院大多數學者認爲免疫性不孕是由於腎
陰虧損尧腎陽不足尧濕熱下注尧氣滯血瘀所致遥 如候玲
玲認爲院經行期間袁産後因房事不節感染邪毒袁內侵
胞宮袁影響冲任袁邪毒與血相搏袁使冲任尧胞宮氣血失
調袁失納精之力袁使精子活動力下降袁甚至凝集難動袁
無力與卵子結合成孕遥 姚石安認爲院本病的主要病因
病機有兩點遥 淤多因行經尧産後尧人流術後房事不節袁
邪熱內侵胞宮袁冲任阻滯袁精不循常道袁反變爲精邪
內攏氣血遥 于或因腎虛冲任不充袁精不循常道袁內攏
氣血袁致使精子凝集袁治力降低遥 梁國珍等認爲免疫
性不孕是由於冲任損傷 渊如子宮內膜炎尧 損傷出血
等冤而致遥 急性期爲感染邪毒或濕熱藴結袁邪毒或濕
熱與血相搏結袁攏亂了冲任曰慢性期則久病及腎遥 冲
任由腎所主袁故有不同程度的腎氣虛袁腎陽虛或腎精
不足袁陰虛火旺袁這是疾病的本質遥 而熱灼精血袁精血
凝聚袁瘀血內結胞中袁則是病之標象遥
2 中醫藥治療院免疫性不孕在治療上袁大多數學者
主張採用滋腎補腎袁清熱解毒袁滋陰降火袁活血化瘀袁
清肝瀉火等法辨證論治遥
2援1 中藥的免疫調節作用院 中醫中藥的治療主要通
過整體調節作用袁 雖可提高己被削弱的免疫穩定功
能袁 又可消除有害的自身或同種免疫反應遥 如鷄血
藤尧丹參尧紅花等對已沉積的抗原抗體複合物有促進
吸收作用曰益母草尧穿山甲尧水蛭尧虻蟲可抑制抗原抗
體反應所致的病理損害曰丹參尧田七尧郁金等能消除
血液中過剩抗原袁防止免疫複合物的産生曰紅花尧川
芎尧丹皮尧王不留行尧芍藥尧桑枝等可提高人體淋巴細

胞的轉化率袁增強細胞的免疫功能曰滋陰涼血藥如生
地尧丹皮尧女貞子袁旱蓮草尧麥冬尧玄參等可抑制免疫
功能亢進袁 對抗變態反應性病變曰 清熱解毒藥如大
黃尧黃芩尧白花蛇舌草尧龍膽草等都具有抑制免疫反
應的作用曰防風尧防己尧秦艽尧威靈仙等有抗過敏消
炎袁抑制過敏介質的釋放和調節血管通透性的作用遥
甘草尧田七尧徐長卿尧黃芪等有激素相作用袁能刺激垂
體要要要腎上腺皮質系統並增強其作用袁 因而可抑制
免疫反應曰熟地尧首烏尧山茱萸尧甘杞尧丹參尧牛膝尧桃
仁尧灸鱉甲尧丹皮尧仙矛尧仙靈脾尧鹿角霜尧紫河車尧巴
戟尧女貞子等袁通過調節下丘腦要要要腦垂體要要要性腺
軸的功能而增強睾丸的生精能力並促進微循環來消
除覆蓋在精子膜上的抗體袁 從而達到治療免疫性不
育的目的渊5冤遥
2援2 中醫分型治療院夏桂成報道院淤肝腎陰虛型院採用
滋陰抑抗湯渊基本方院炒當歸尧赤芍尧白芍尧淮山尧山茱
萸尧甘草尧鈎藤尧丹皮尧地黃冤辨證加減治療曰于脾腎陽
虛瘀血型院採用助陽抑抗湯渊基本方院黃芪尧黨參尧鹿
角片尧丹參尧赤白芍尧玄參尧仙楂尧川芎冤辨證加減治
療遥共治50例袁服藥3個月經周期爲一療程遥結果抗精
子抗體轉陰19例袁佔38%袁妊娠17例袁佔34%袁總有效
率72%袁取得了較爲滿意的療效遥

姚石安主張分兩型進行治療院淤陰虛瘀熱型院多
見于子宮內膜炎袁輸卵管炎或人工流産史者袁用藥以
地黃湯加味渊知母尧黃柏尧生地尧玄參尧田七尧丹參尧丹
皮尧澤瀉尧淮山等冤遥 于腎虛瘀血型院多見于長期不孕
患者袁用還精煎加減治療渊菟絲子尧首烏尧當歸尧熟地尧
鎖陽尧丹參尧丹皮尧紅花袁石楠葉尧關沙苑等冤遥

李大金等認爲本病的病機是腎陰不足袁 陰虛火
旺遥 文章提出現代醫學認爲骨髓是系統的中樞免疫
器官袁是免疫活細胞産生和分化成熟的場所袁在免疫
應答中起重要作用袁生殖與免疫同屬於野腎冶的範疇袁
免疫功能減退表現爲腎陽虛袁 免疫功能異常增高則
常表現爲腎陰虛袁 用知柏地黃湯治療抗精子抗體或
透明帶抗體陽性的免疫不孕婦女袁結果院32例中26例
渊81.3%冤抗體轉陰袁8例渊25%冤獲得妊娠遥

王忠民等認爲袁 精子免疫性不孕多與生殖道損
傷尧出血或炎症時性交有關遥 精子作爲抗原進入女性
血液後即出現排斥反應袁造成不孕遥 該抗原猶似邪毒
內侵遥 肝爲血臟袁邪毒與血搏結袁最易引發肝火旺盛袁
肝經鬱熱遥 因此應以清肝瀉火爲主治療遥 可用柴胡尧
丹皮尧炒山栀尧赤芍尧知母尧旱蓮草尧生甘草等遥 如肝火
日久尧肝陰內耗尧導致肝陰不足者袁應滋肝養陰以恢
復正常的孕育功能袁可用甘杞尧沙參尧川楝子尧麥冬尧
生地尧首烏尧白芍尧旱蓮草尧山茱萸尧郁金尧赤芍等遥

梁國珍等把免疫性不孕的病機分爲急性期和慢
性期以及病之標象尧本質制定 滋腎補腎袁活血化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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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光烈老師從事中醫工作65載袁 對中醫理論造
詣頗深袁 臨床經驗豐富袁 不但治療內科疾病療效顯
著袁而且對治療婦科疾病也有許多獨特的療效遥 筆者
有幸親聆吳老敎誨袁 現將老師治療婦科驗案四則整
理如下院
1 痛經

洪某袁女袁25歲袁敎師袁未婚遥 2001年11月23日初
診遥

患者14歲月經初期袁每次月經來潮前小腹脹痛袁
時輕時重袁劇痛時不能站立袁臥床翻滾袁冷汗淋灕袁四
肢厥冷袁噁心嘔吐袁不欲進食袁月經量或多或少袁色紫
暗袁有血塊袁胸脅及兩乳房作脹袁煩躁袁舌質紫暗袁邊
有瘀點尧苔薄白袁脈沉弦遥屢服西藥治療不效遥現月經
來潮袁上症復現袁而求診于吳老遥 吳老審證求因袁認爲
證屬氣滯血瘀痛經遥治宜活血化瘀尧行氣止痛遥處方院
柴胡9克尧香附9克尧陳皮6克尧郁金9克尧當歸9克尧赤芍
12克尧元胡12克尧烏藥9克尧丹參15克尧益母草15克尧小
茴香6克尧甘草9克遥 水煎服袁每日1劑袁早晩分服下遥

服藥3劑袁 諸證減輕袁 囑下次月經前守方服藥5
劑袁疼痛痊癒袁諸症消失遥 經隨訪袁至今未再復發遥

按院痛經爲婦科常見病尧多見病遥 其發病原因袁主
要是臟腑功能失調袁導致氣血運行不暢袁子宮瘀血袁
胞脈不通袁而産生痛經遥 根據中醫學野不通則痛冶之理
論袁吳老在治療上着重以野通冶爲主袁同時注意到理
氣遥 方中以柴胡尧陳皮尧香附尧郁金疏肝解郁尧調經理
氣曰當歸尧赤芍尧元胡尧丹參尧益母草活血化瘀尧行氣止
痛曰小茴香尧烏藥行氣散結曰甘草補脾益氣尧緩急止
痛袁又能調和諸藥遥 諸藥合用袁相得益彰袁使肝舒氣
調尧血脈通暢袁痛經自愈遥
2 閉經

陳某袁女袁18歲袁學生袁未婚遥 2001年6月12日初
診遥

自述閉經已一年余袁自16歲初潮至今未行遥 平素
喜食冷飲袁時有小腹疼痛感袁四肢不溫袁白帶量多袁舌
淡尧苔白尧脈沉遥 證屬過食冷飲尧血爲寒凝尧氣機不暢尧
瘀阻冲任曰治宜溫經散寒尧活血通經遥 方用溫經湯加
減遥 處方院吳茱萸9克尧當歸9克尧桂枝6克渊後下冤尧干姜
4.5克尧香附10克尧艾葉9克尧附子6克尧益母草15克尧桃
仁9克尧紅花9克尧甘草6克尧川芎9克遥 水煎服袁每日1
劑遥

連服10劑後袁經前腹痛劇烈袁月經量多袁色紫黑
有血塊袁血塊排後袁腹痛減輕袁小腹冷感亦減遥 因血塊
已下袁瘀血已除袁故原方去益母草尧桃仁尧紅花繼服5
劑袁以鞏固療效遥 經隨訪一年袁經期正常遥

按院本例閉經袁系因過食寒涼之飲尧經脈不通所
致袁故吳老治療根據野血得熱則行袁得寒則凝冶的原
則袁用溫經湯加減袁以溫經散寒尧活血調經遥 方用附子
辛甘大熱袁性走而不守袁能引氣藥行十二經袁引血藥
入血分袁引發散藥開腠理袁以溫補腎寒凝袁故用吳茱
萸溫散肝經之進邪曰當歸尧白芍養血調經曰川芎尧香
附尧艾葉尧陳皮行氣活血調經曰益母草尧桃仁尧紅花活
血祛瘀調經曰甘草和中遥 綜觀全方具有溫經通陽尧散
寒社邪之作用袁從而促進氣血調暢尧冲任調和袁故經
閉年余而痊癒遥
3 帶下

黃某袁女袁42歲袁敎師遥 2000年10月4日初診遥
患者白帶量多一年余袁色白質稀無臭味袁綿綿不

斷袁身倦乏力袁時有浮腫尧蒼白袁口渴不欲飲袁納谷欠
佳袁大便偏溏遥 經治未效而就診于吳老遥 診見院舌質
淡尧苔白膩尧脈濡緩遥 婦檢院外陰已産式袁陰道通暢袁無

吳光烈老師婦科驗案四則

吳銀蘭

渊泉州市鯉城區浮橋鎮坂頭衛生所 36200冤

作爲治療原則袁制備了具有滋腎活血功效的助孕1號
丸渊菟絲子尧女貞子尧甘草尧桃仁尧當歸等冤和具有補腎
活血作用的助孕2號丸渊仙靈脾尧丹參尧黨參尧菟絲子尧
甘草等冤遥 治療抗精子抗體陽性患者62例袁其中偏腎
陰虛兼血瘀者41例袁用助孕1號丸治療曰偏腎陽虛兼
血瘀者21例袁用助孕2號丸治療遥 連服3個月袁總有效
率93.5%遥

不孕症是婦科的常見病之一袁 是世界性的健康
問題遥 免疫性不孕在不孕症病例中約佔17%袁治療難

度較大袁廣大中醫婦科學者進行了深入的硏究袁文章
頗多袁本文選擇有針對性進行概述遥 從上述的論述可
以看出袁中醫藥治療免疫性不孕袁旣可消除體內抗精
子抗體袁又可抑制體內産生新的抗精子抗體袁是一種
療效高袁副作用小袁具有獨特優勢袁値得進一步硏究
推廣遥

渊作者簡介院王英明袁男袁1953年7月袁現任安溪縣中醫院副

院長袁主任醫師遥 電話號碼院13600732288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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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婦在哺乳期內袁乳汁甚少或全無袁稱爲産後缺
乳袁乳汁不足袁乳汁不行遥 産後缺乳是較常見的一種
産後疾病袁據統計約佔産婦的20%耀30%袁且有上昇趨
勢遥 此病並非重症袁但直接關係到母乳喂養袁影響産
婦及新生兒健康袁故應引起臨床重視遥 宜豐縣婦幼保
健院在2008年3月耀2010年2月採用玉屛風滴丸聯合
麥當乳通顆粒治療袁觀察其療效及不良反應袁現報道
如下遥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硏究對象爲2008年3月耀2010年2月
在本院分娩的住院産婦袁共153例袁隨機分爲治療組

86例和對照組67例遥 治療組平均年齡渊29.4依9.7冤歲曰
初産59例袁經産27例曰平産25例袁剖宮産61例曰病程
渊8依7冤天遥對照組平均年齡渊28.1依10.3冤歲曰初産47例袁
經産20例曰平産16例袁剖宮産51例曰病程渊8依6冤天遥 2組
年齡尧産次尧分娩方式尧病程時間經統計學處理袁差異
無顯著性意義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1.2 診斷標準 産後排出乳汁量少袁甚或全無袁乳汁
清稀曰乳房柔軟袁無脹滿感曰頭暈目眩袁神疲食少曰面
白乏力袁舌淡苔薄白袁脈細弱遥
1.3 排除標準 淤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曰 于乳癰形成
者曰盂乳房脹硬而痛袁乳汁質稠者曰榆乳頭嚴重內陷袁

明顯潮紅袁充血袁宮頸光袁宮體前位袁正常大袁活動可袁
無壓痛及舉痛袁雙附件渊一冤袁分泌物稀量多遥 白帶檢
查未見滴蟲尧霉菌及膿細胞遥 證屬脾虛運行失司尧水
谷之精微不能上輸以化血袁反聚而成濕袁流注下焦袁
傷及任帶二脈而爲帶下遥 治宜健脾益氣尧除濕止帶遥
方用自擬健脾止帶湯遥 處方院黨參15克尧黃芪15克尧茯
苓12克尧白術12克尧淮山15克尧海螵蛸12克尧芡實15
克尧白果仁9克尧鷄冠花15克尧車前子15克尧蒼術9克尧
炙甘草9克遥 水煎服袁每日1劑遥 囑服6劑遥

復診院藥後帶下量明顯減少袁面部浮腫消退袁諸
證好轉遥 守法再進6劑袁諸症消失而愈遥 爲鞏固療效袁
囑以健脾丸調服10天袁隨訪一年不見復發遥

按院帶下病是指從陰道內流出的一種黏膩液體袁
如涕如唾袁綿綿不斷袁如叶女科證治約旨曳所説院野陰中
有物袁淋灕下降袁綿綿而下袁即所謂帶下也遥 冶歷代醫
家有白帶尧黃帶尧赤帶尧靑帶尧黑帶及赤白帶等名稱遥
臨床觀察袁以白帶尧黃帶和赤白帶爲常見遥 其病因多
由肝脾虧虛尧濕熱下注袁或腎氣不足尧下元虧損所致曰
或因感受濕毒而起遥 吳老雲院本案爲脾氣虛弱袁運化
失常袁不能化水谷而輸精微袁水濕之氣下陷而爲帶曰
脾虛則中陽不振袁故面色蒼白尧四肢不濕尧舌淡苔白尧
脈濡緩而弱曰脾虛不能化濕袁傳輸失職袁則大便溏薄遥
治宜健脾益氣尧除濕止帶爲主遥 方中黃芪尧黨參尧炙甘
草尧淮山尧芡實尧茯苓尧蒼術尧車前子尧白術健脾尧益氣尧
化濕曰白果仁尧鷄冠花尧海螵蛸固澀止帶遥 諸藥合用袁
共奏健脾益氣尧除濕止帶之功袁使脾虛之白帶得除遥
4 滑胎

洪某袁女袁25歲袁農民遥 2002年2月14日就診遥

患者婚後4年袁曾先後流産3胎袁均爲3-4個月孕
期遥 此次停經將60天袁3天前不明誘因突然出現陰道
流血袁經當地醫生用黃體酮尧維生素E等治療無效袁而
求診于吳老遥 症見陰道流血尧色鮮紅尧量多袁伴有下腹
部疼痛尧腰酸尧頭暈眼花尧手足心熱袁舌紅尧苔薄黃尧脈
沉細數遥 證屬腎虛血熱之症袁治宜補腎安胎袁清熱止
血遥 處方院杜仲15克尧菟絲子15克尧苧蔴根15克尧蓮子
肉12克尧糯米12克尧白述9克尧黃芩9克尧桑寄生9克尧砂
仁9克尧白銀2枚遥 水煎服袁每日1劑遥 囑服3劑遥

二診渊1月17日冤院服上藥3劑後袁陰道流血大減遥
繼服3劑遥

三診渊1月20日冤院陰道流血吿止袁諸症亦痊遥 囑按
原方每月連服3劑袁服至六個月孕期後停服袁足月順
産一男嬰遥

按院婦人連續流産達3次以上者袁稱爲習慣性流
産遥中醫稱爲野滑胎冶遥其病機與先天腎氣的盛衰及後
天脾胃的強弱有密切的關係遥 因胎孕的形成主要靠
母體先天之腎氣的盛實袁 而長養胎兒則在于母體後
天之脾胃生化的氣血供養遥 所以妊娠從胚胎及至分
娩袁須由母體先天之腎氣和後天之脾胃袁互相資生袁
才能使胞絡牢固胎有所養遥 腎爲冲任之本袁脾爲氣血
生化之源袁故對本病的治療袁除應以補腎外袁還必須
並用健脾之品袁使腎與脾尧先天與後天相互促進袁以
固胎保育遥 方中蓮子肉補脾且清君相之火而固澀曰苧
蔴根清熱止血安胎曰糯米尧白術尧砂仁健脾和胃曰杜
仲尧菟絲子尧桑寄生固腎曰黃芩尧白銀清熱安胎遥 諸藥
合用袁旣補先天之腎袁又健後天之脾袁兼清熱而安胎袁
自無流産之虞遥

玉屛風滴丸聯合麥當乳通顆粒治療産後氣虛血弱型缺乳症療效觀察

李鄒金1袁熊俊峰1袁劉俐雲1袁冷秋文2袁鮑文娟1袁唐清萍1

1.宜豐縣婦幼保健院袁江西 宜豐 336300曰2.宜豐縣人民醫院袁江西 宜豐 33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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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n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渊%冤
治療組 86 67 18 1 98.84
對照組 67 25 20 22 67.16

與對照組比較袁淤 P约0.01

皸裂袁先天乳腺發育不良者曰虞對多種藥物過敏者或
已知對某中藥成分過敏者曰愚高危妊娠患者曰舆分娩
前有心尧肝尧腎及血液系統基礎疾病患者遥
2 治療方法

2.1 健康宣敎及指導 淤母嬰同室袁及早開奶渊産後1
小時內開始哺乳冤曰于禁止過早添加代乳品曰盂掌握
正確的哺乳方式袁按需哺乳袁勤哺乳曰榆保證産婦充
分睡眠和加強産婦營養袁少食多餐袁多食新鮮蔬菜尧
水果袁多飲湯水曰虞保持樂觀尧舒暢的心情袁消除不良
刺激遥
2.2 治療組 採用玉屛風滴丸渊浙江維康藥業有限公
司袁國藥準字Z20050530冤口服袁每次2.4g渊1袋冤袁每天3
次曰麥當乳通顆粒渊回音必集團霍山製藥有限公司袁
國藥準字Z20055019冤口服袁每次10g渊1袋冤袁每天3次曰
加上雙乳按摩袁每次30分鐘袁每天2次遥 5天爲1療程遥
2.3 對照組 採用産後常規治療尧護理袁僅進行雙乳
按摩袁每次30分鐘袁每天2次袁不服用任何通乳藥物袁5
天爲1療程遥

均治療1療程觀察療效遥
3 觀察指標與統計學方法

3.1 觀察指標 症狀和體徵院由專人負責觀察與記録
所有病例症狀尧體徵遥 實驗室檢測院于治療開始第1
天尧第5天檢測患者血液分析尧乳汁微量元素分析各
一次遥 不良反應院觀察有無噁心尧嘔吐尧出血尧皮疹尧發
熱尧子宮收縮不良等症狀及體徵並作記録遥
3.2 統計學方法 用SPSS 11.0進行統計學處理袁計
數資料採用字2檢驗袁計量資料採用t檢驗遥
4 療效標準與治療結果

4.1 療效標準 顯效院乳汁分泌充足袁能滿足嬰兒哺
乳需要袁不需另添加代乳品袁全身症狀消失曰有效院乳
汁分泌增多袁或從無到有袁或由清變稠袁但量少不能
滿足嬰兒哺乳需要袁仍需添加部分代乳品袁無全身症
狀曰無效院乳汁甚少或同前袁質稀袁以人工喂養爲主袁
有輕微全身症狀遥
4.2 2組臨床療效比較 見表1遥 治療組總有效率爲
98.84%袁對照組67.16%袁2組比較袁差異有非常顯著性
意義渊P约0.01冤袁治療組明顯優于對照組遥

表1 2組臨床療效比較 例

4.3 2組血紅蛋白偏低和紅細胞尧白細胞計數偏低情
况比較 見表2遥 治療組血紅蛋白偏低尧紅細胞計數
偏低産婦例數與對照組比較袁差異無顯著性意義渊P跃
0.05冤曰治療組白細胞計數偏低産婦例數較對照組明

顯減少渊P约0.05冤遥
4.4 2組乳汁中微量元素比較 見表3遥治療組乳汁中
鋅含量明顯增高袁與對照組比較袁差異有顯著性意義
渊P约0.05冤袁銅尧鐵尧鈣的含量則無較大差異遥
4.5 不良反應 2組産婦治療過程中均未出現頭暈尧
噁心尧嘔吐尧發熱尧皮疹尧出血尧黃疸尧子宮收縮不良等
症狀體徵遥
5 討論

衆所周知袁母乳是嬰兒最理想的食品袁同時母乳
喂養對産婦産後子宮恢復最爲有利遥 但是袁近幾年在
臨床工作中卻發現産後無乳的病例有逐年升高的趨
勢袁給産婦和嬰兒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麻煩遥 新生兒
的生長髮育與採取的喂養方式有着密切關係遥 母乳
喂養明顯優於人工喂養及混合混養袁原因在于院淤營
養豐富遥 母乳中各種成分比例適當袁易於消化吸收袁
母乳內含有核苷酶袁它能促進體內蛋白質的合成遥 于
母乳中含有溶菌酶尧呑噬細胞尧分泌型IgA抗體袁含有
廣泛的抗細菌尧病毒和眞菌的抗體活性袁能增強嬰兒
的免疫力遥 盂母乳中含有雙岐因子袁可促進雙岐桿菌
生長袁抑制大腸桿菌生長袁加上母乳具有體液免疫尧
細菌免疫等特異和非特異免疫的多種免疫作用袁可
減少胃腸道感染的機會袁利于嬰兒健康發育遥 榆母乳
溫度適宜袁喂養方便袁同時可以密切母子感情遥 虞利
于産婦促進宮縮袁防止産後出血袁推遲妊娠袁降低患
乳腺癌尧卵巢癌危險遥 因此袁母乳喂養是全球公認的
最佳喂養方式遥 母乳對嬰兒健康發育的特殊作用袁是
牛奶和任何代乳品所無法代替的袁 故聯合國婦女兒
童保健中心大力提倡母乳喂養遥

産婦在産後第2天可有初乳分泌遥 泌乳的內分泌
及神經機制較爲複雜袁西醫認爲袁胎盤娩出後袁孕激
素及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袁 解除了對泌乳素及腎上
腺甾體激素功能的抑制袁從而分泌乳汁遥 之後乳汁在
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哺乳刺激袁 吸吮刺激促進下丘腦
多巴胺渊DA冤釋放和催乳素抑制因子減少袁加快垂體
催乳素脈冲式釋放袁 促進乳汁分泌遥 而垂體功能低
下袁或孕期胎盤功能不全袁造成促性腺激素渊GnRH冤尧
促腎上腺皮質激素渊ACTH冤尧生長素渊GH冤及雌孕激
素分泌不足袁阻礙乳腺發育袁影響産後乳汁分泌曰産
婦因腹部或會陰切口疼痛袁 影響開奶時間及哺乳次
數曰此外袁産後營養不良尧外界冷刺激尧産婦情緒波
動尧焦慮尧抑鬱尧緊張尧恐懼等不良精神因素袁可影響
下丘腦袁使垂體泌乳素渊PRL冤分泌減少袁導致乳汁不
分泌或分泌不足遥 中醫醫家學認爲袁産後缺乳有虛實
之分袁虛者爲氣血虛弱型袁主證爲産後乳少或全無袁
乳汁清稀袁乳房柔軟袁無脹滿感袁頭暈目眩袁神疲食
少袁舌淡苔薄白袁脈細弱遥

隋代叶諸病源候論曳野産後乳無汁候冶袁機理爲野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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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于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採用止嗽散加
減治療兒童咳嗽65例袁並與西藥作對照觀察袁收到較
滿意的效果袁現報道如下遥

1 臨床資料

治療組65例袁男38例袁女27例袁年齡6個月耀10歲袁
平均2.1歲遥 病程1天-1個月遥 行胸片檢查31例袁可見

止嗽散加減治療兒童咳嗽65例療效觀察

安溪縣中醫院 劉壬水

组别 n 治 疗 前 治 疗 后

血红蛋白偏低 红细胞计数偏低 白细胞计数偏低 血红蛋白偏低 红细胞计数偏低 白细胞计数偏低

治疗组 86 59 55 63 55 52 22淤
对照组 67 45 42 49 43 41 37
與對照組比較袁淤 P约0.05

表2 2組血紅蛋白偏低和紅細胞尧白細胞計數偏低情况比較 例

组别 n
治疗组 86 11.81依4.92淤 0.76依0.35 2.60依0.43 271.24依85.30
对照组 67 8.44依4.36 0.57依0.22 1.52依0.94 234.56依64.71

锌 铜 铁 钙

與對照組比較袁淤 P约0.05

表3 2組乳汁中微量元素比較 un/mL

夜暴竭袁經血不足冶曰宋代叶婦人大全良方曳野婦人乳汁
不行袁皆由氣血虛弱袁經絡不調所致冶曰清代叶傅靑主
女科曳着眼于野氣血冶袁虛則補之袁實則疏之袁反對專事
通乳曰叶陳素庵婦科補解曳 雲院野若乳汁不行袁 多屬血
虛袁而兼憂怒所傷遥 若乳汁少袁全屬脾胃虛而飲食減
少之故噎噎至於産後乳少袁大補氣血則胃氣平復袁胃
旺則水谷之精以生新血袁血充則乳自足冶遥 故有醫家
認爲袁産後缺乳的病因爲氣血虛弱和肝氣鬱結袁時至
今日臨床仍以二型爲常見袁且尤以氣血虛弱更多發遥
目前袁由於巨大兒的增加及社會因素袁使剖宮産率相
應增加袁産婦産時産後耗氣亡血相對增多袁致氣血虧
虛袁乳汁乏源袁故産後缺乳發病率增高遥

基于上述認識袁筆者從益氣尧養血尧通乳尧固表尧
止汗入手袁以玉屛風滴丸聯合麥當乳通顆粒治療遥 玉
屛風滴丸配伍嚴密袁出自元窑朱丹溪的叶丹溪心法曳袁
是中醫學扶正固表的經典名方袁由黃芪尧白術尧防風
組成袁方中用黃芪益氣固表袁爲君藥曰白術健脾益氣袁
助黃芪以加強益氣固表之功袁爲臣藥曰二藥合用袁補
益肺脾之氣袁使氣旺表實袁汗不能外泄袁邪亦不易內
侵袁更配以防風走表祛風御風邪袁爲佐使藥袁三藥共
奏益氣固表袁止汗泄袁御風邪之功遥 現代藥理硏究發
現袁 黃芪能使血液中白細胞總數及多核白細胞數目

顯著增加袁增強自然殺傷細胞的活性袁明顯提高淋巴
細胞功能袁對正常抗體的形成有明顯促進作用袁從而
增強機體的非特異性和特異性免疫功能遥 白術和防
風也有免疫增強作用袁防風還有抗炎尧抗過敏作用遥
麥當通乳顆粒由黃芪尧當歸尧麥冬尧天花粉尧禹州漏
蘆尧王不留行尧小通草組成遥 現代藥理學硏究發現袁當
歸主含揮發油和阿魏酸袁能促進造血功能袁增進免疫
功能曰麥冬能增強垂體腎上腺皮質系統功能袁提高機
體適應性袁增強網狀內皮系統呑噬能力袁升高外周白
細胞曰天花粉含天花粉蛋白尧皂苷等袁具有抗菌尧抗病
毒等作用曰王不留行含不留行皂甙尧王不留行黃酮甙
等袁可調節生理功能袁影響體內代謝袁致使血漿和子
宮組織中第二信使cAMP含量明顯增高袁 有活血調
經袁下乳消癰等作用曰禹州漏蘆含脫皮甾酮尧漏蘆甾
酮等袁具有抗氧化尧免疫調節作用袁有清熱解毒尧消癰
下乳尧疏通經絡的功能曰小通草含通脫木皂甙和槲皮
甙等袁可利尿尧促進肝臟及其他組織中的脂肪代謝尧
抗氧化袁有清熱利尿尧通乳等功能遥

本臨床硏究表明袁 玉屛風滴丸聯合麥當乳通顆
粒應用于産後氣虛血弱型缺乳症袁 對於有效提高泌
乳量尧促進産婦免疫力恢復尧改善産婦全身症狀有顯
著療效袁且應用安全尧經濟尧方便袁値得臨床推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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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肺紋理增粗改變16例袁其餘胸部攝片正常袁肺部有
痰鳴者10例遥 對照組60例袁男34例袁女26例袁年齡6個
月耀10歲袁平均2.2歲遥 行胸片檢查26例袁可見兩肺紋
理增粗改變15例袁其餘胸部攝片正常袁肺部有痰鳴者
9例遥 兩組病例均符合叶臨床疾病診斷依據治愈好轉
標準曳遥 本組病例均無先天性心臟病及支氣管哮喘疾
病遥
2 治療方法

治療組採用基礎方止嗽散院 荆芥3耀6g尧 紫苑3耀
9g尧百部3耀9g尧白前3耀9g尧陳皮3耀9g尧桔梗1耀5g尧甘草
1耀3g遥 加減院發熱加銀花3耀9g連翹3耀9g曰咳黃痰加黃
芩3耀9g袁魚腥草3耀9g曰畏寒或肢冷加桂枝2耀6g尧細辛
1耀3g曰大便秘結加制軍1耀3g遥 上方爲顆粒劑袁每日1
劑袁 1日2次袁冲服遥

對照組採用口服頭孢克洛尧氨溴索口服液尧酮替
芬等袁1日2~3次遥 兩組療程均爲5天遥
3 治療結果
3.1 療效標準 顯效院咳嗽症狀完全消失曰有效院咳嗽
症狀有明顯改善袁曰無效院咳嗽改善不明顯或無改善遥
3.2 結果 治療組顯效率和總有效率明顯高於對照
組袁見表1遥
4 討 論

中醫咳嗽主要相當于西醫的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尧支氣管炎及感染後咳嗽袁是兒童常見疾病袁容易
影響患兒日常生活休息遥 止嗽散加減出自 叶醫學心
語曳袁具有止咳化痰袁疏風解表作用袁對於多種咳嗽都
有良效遥 方中桔梗苦辛微溫袁能宣通肺氣袁瀉火散寒袁
治痰壅喘促袁鼻塞咽痛遥 荆芥辛苦而溫袁芳香而散袁散

風濕袁清頭目袁利咽喉袁善治傷風頭痛咳嗽遥 紫菀辛溫
潤肺袁苦溫下氣袁補虛調中袁消痰止渴袁治寒熱結氣袁
咳逆上氣遥百部甘苦微溫袁能潤肺袁治肺熱咳嗆遥白前
辛甘微寒袁長于下痰止嗽袁治肺氣盛實之咳嗽遥 陳皮
調中快膈袁導滯消痰遥 甘草炒用氣溫袁補三焦元氣而
散表寒遥 程氏説院野本方溫潤和平袁不寒不熱袁旣無攻
擊過當之虞袁大有啓門驅賊之勢袁是以客邪易散袁肺
氣安寧袁宜其投之有效歟浴 冶但陰虛肺燥之虛損咳嗽袁
則非其所宜袁這在臨症時須加辨別遥 根據現代藥理硏
究證實院用小鼠氨水引咳法進行鎮咳實驗;祛痰作用
採用小鼠肺酚紅排泌法;實驗性支氣管痙攣性哮喘採
用豚鼠組胺和乙酰膽碱混合噴霧引喘法. 實驗表明袁
止嗽散可明顯延長小鼠引咳潜伏期袁減少咳嗽次數袁
增加酚紅排泌量遥 筆者在止嗽散的基礎上再根據具
體情况隨證加減袁突出中醫辨證論治的原則袁治療兒
童咳嗽臨床效果更好袁總有效率達92.3%袁與對照組
比較P约0.05遥 根據筆者臨床體會袁本方在治療兒童咳
嗽方面袁比西藥更具療效遥

渊作者簡介院劉壬水袁男袁1978年2月出生袁畢業于福建中醫

學院中醫學臨床專業袁學士袁主治醫師袁電話院13395069099曰電
子郵件院wangz10000@126.com冤

前庭大腺膿腫多由前庭大腺急性炎症所致遥 筆
者採用中西醫結合方法治療前庭大腺膿腫30例袁療
效滿意袁現報吿如下院
1 一般資料

前庭大腺膿腫患者60例均爲單側發病袁年齡20-
45歲袁膿腫直徑2要8cm遥

隨機分爲兩組遥對照組30例袁口服世福素100mg袁
bid袁替消唑1.0g袁qd袁共用7天遥 治療組30例袁在上述治
療的同時加用中藥治療袁藥用院蒲公英15g尧紫花地丁
15g尧半枝蓮15g尧白花蛇舌草15g尧敗醬草15g尧丹皮
12g尧丹參12g尧赤芍15g尧土茯苓30g尧瓜蔞15g尧穿山甲

10尧皂角刺15g袁每日1劑水煎服袁連用7天遥
2 療效標準

療效標準院痊癒院臨床症狀消失袁膿腫消失曰顯
效院臨床症狀消失袁膿腫縮小曰好轉院臨床症狀減輕袁
膿腫縮小不明顯曰無效院臨床症狀不減輕袁膿腫不縮
小遥
3 治療結果

兩組療效 見表1遥
表1 兩組療效比較 例

治療組30例袁總有效率爲100%袁對照組30例袁總
有效率90%袁兩組總有效率比較袁經x2檢驗袁差異無

中西醫結合治療前庭大腺膿腫

張瓊玲 洪秀娟 凌珍美

渊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袁362000冤

組別 例數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

對照組 65 44 16 5 92.3
治療組 60 32 18 10 83.3

與對照組比較P约0援05

表1 兩組療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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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痊癒 顯效 好轉 無效

治療組 30 24 5 1 0
對照組 30 15 7 5 3

顯著意義渊P跃0.05冤遥 兩組治愈率比較袁治療組明顯高
於對照組袁有顯著性差異渊p<0.05冤遥

4. 討論
前庭大腺膿腫系熱毒內藴袁 肉腐成膿袁 屬中醫

野陰蒼冶遥 方中蒲公英尧紫花地丁尧半枝蓮尧白花蛇舌

草尧敗醬草尧瓜蔞清熱解毒消癰曰丹皮尧丹參尧赤芍涼
血活血尧穿山甲性善走竄袁旣可活血又可消腫排膿遥
三者均可祛敗血尧生新血尧消腫排膿曰土茯苓解毒利
濕袁皂角刺軟堅散結遥 本方以清熱解毒消癰爲主袁涼
血活血爲輔袁諸藥合用使濕熱瘀結之毒得解袁疼痛自
可隨之而減袁膿腫得消而獲得滿意的療效遥

渊第一作者院張瓊玲渊1967-冤袁女袁本科袁主治醫師袁硏究方

向 院 中 醫 婦 科 袁 張 瓊 玲 院Tel院13505005306袁E -mail院
634388083qq.com冤

分型院1尧肝腎虧虛院面色無華袁肌肉筋骨痿軟無
力袁頸軟袁腰軟袁舌質淡袁苔薄白袁指紋淡遥

2尧脾胃兩虛型院面色蒼白袁肌肉筋骨痿軟無力袁
納少便溏袁四肢不溫袁頭髮稀疏袁舌質淡袁苔薄白袁指
紋淡遥

3尧氣滯血瘀型院面色靑黃袁四肢屈伸不利袁筋攣
拘急袁言語 蹇澀不清袁舌質淡袁苔薄袁指紋淡紫遥

中藥院肝腎虧虛型院六味地黃湯遥
脾腎兩虛型院參苓白術散遥
氣滯血瘀型院補陽還五湯遥
加減院言語蹇澀不清加石菖蒲尧遠志尧郁金遥
智能低下加桑葚尧益智尧紫河車遥
筋攣拘急加天麻尧鈎藤尧白芍遥
遺尿加桑螵蛸尧何首烏尧金櫻肉遥
竪頭無力加葛根尧肉蓯蓉遥
腰軟加杜仲尧補骨脂尧菟絲子遥
食慾不振加二芽尧山楂尧神曲遥
病例一院肝腎虧虛型院
王某某袁女袁1歲袁與2004年6月初診遥 第1胎袁7個

月早産袁出生體重2080克袁産後窒息袁經兒科搶救轉
安遥 至今智力發育尧 運動發育明顯落後于同齡組兒
童尧不會笑尧不會講野爸冶野媽冶等簡單語言袁腰軟袁竪頭
無力袁不會爬遥 體檢院神獃袁面色靑白袁營養發育差袁反
應遲鈍袁智力和語言發育明顯落後袁舌質淡袁苔薄袁指
紋淡遥腦CT檢查袁提示腦輕度發育不全遥中醫診斷院五
遲五軟袁屬先天不足袁髓海失養所致袁肝腎虧虛型袁治
療宜滋腎塡髓袁益肝補腦袁用六味地黃湯加減院熟地
3g尧山茱3g尧山藥3g尧丹皮2g尧澤瀉2g尧茯苓3g尧肉蓯蓉
3g尧菟絲子3g尧炒川杜仲3g尧桑葚3g尧益智仁4g尧葛根
3g袁每日一劑袁連服30天遥 治療1個月後袁腰軟好轉袁仍

守原方加減治療遥 3個月後症狀繼續好轉袁 能坐袁會
笑袁頭竪正遥 改爲中藥顆粒袁原方加枸杞4g尧淫羊霍
3g尧巴戟天2g袁每次1包袁每日2次袁又治療3個月袁症狀
明顯好轉袁扶立能走路遥

病例二院脾胃兩虛型院
葉某袁男袁20個月袁于2001年10月就診袁第1胎袁8

個月早産袁順産遥 出生後5個多月父母才注意到患兒
四肢乏力袁納少便溏袁肌張力低下袁腰軟袁坐不穩袁不
會站立遥 體檢院神情袁反應遲鈍袁四肢肌張力低下袁不
能直立行走遥舌淡袁苔薄白袁指紋淡遥腦CT示院腦室尧腦
池尧腦溝擴大遥 中醫診斷院五遲五軟遥 證屬脾胃兩虛
型袁治療以健脾補胃遥 方用參苓白術散加減院黨參5g尧
茯苓4g尧白術3g尧薏苡仁4g尧山藥4g尧扁豆3g尧蓮子3g尧
陳皮2g尧桔梗2g尧砂仁2g尧山楂3g尧神曲4g尧黃芪4g袁每
日服一劑袁治療3個月後袁食慾大增袁面色紅潤遥 改用
原方中藥顆粒加山茱4g尧補骨脂3g袁經治療5個月袁病
情好轉遥

病例三院氣滯血瘀型院
尤某某袁女袁3歲袁于2003年4月初診袁第1胎袁産科

助産袁頭顱血腫袁陣發抽搐袁診爲野新生兒顱內出血冶袁
收住院遥 至今不會説話袁坐不穩袁不會爬袁近1個月發
作四肢抽搐2次遥 體檢院神志清楚袁四肢屈伸不利袁肌
張力增加袁膝腱反射亢進袁尖足袁扶走剪刀步袁舌暗
紅袁指紋紫滯遥 腦CT示院廣泛皮質輕度萎縮遥 中醫診
斷院五遲五軟遥 結合新生兒顱內出血史袁證屬瘀血阻
竅袁脈絡不通遥 治宜活血化瘀袁舒筋通絡袁醒腦開竅袁
方用補陽還五湯加減院桃仁6g尧黃芪12g尧紅花4g尧當
歸6g尧丹參4g尧川芎5g尧牛膝5g尧劉寄奴4g尧甘草2g尧天
麻3g尧郁金5g尧石菖蒲5g袁每日一劑煎服袁治療3個月
後袁未再抽搐袁肌張力有所下降遥 改用原方中藥顆粒

中醫治療小兒腦癱

福建省安溪縣中醫院 陳廷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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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引起不孕的原因是複雜的袁 其中因內分泌功能

紊亂引起不孕的居多袁 多囊卵巢綜合症是女性最常
見的內分泌紊亂性的疾病之一遥 典型的臨床特徵是院
慢性無排卵袁月經希發或閉經袁不孕袁多毛袁痤瘡袁肥
胖等袁 超聲檢查有卵巢多囊性增大爲臨床特徵的綜
合症侯群遥 臨床和生化指標有三高院即院高雄激素表
現曰高胰島素表現曰高泌乳素表現遥 同時也觀察到患
者血清LH及LH/FSH比値較正常人爲高遥多數學者認
爲此症經常導致婦女不孕遥

多囊卵巢綜合徵引起不孕的問題袁 最近引起許
多生殖醫學工作者的重視遥

2003年袁 歐盟國家婦産科專家在荷蘭首都鹿特
丹開會袁制定了多囊卵巢綜合徵的診斷標準遥 這些標
準結合了中醫治療不孕症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進展袁
展示了中西結合袁取長補短的優勢遥

多囊卵巢綜合症的特點院
渊一冤 院 多囊卵巢綜合症 渊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簡稱PCOS冤遥 臨床表現有下列症狀院
1院不排卵或稀發排卵遥
2院生殖內分泌檢查發現院雄激素超高或高雄激

素血症遥 高雄激素血症是PCOS的基本內分泌特徵曰
高胰島素血症是PCOS是病理生理特徵遥

目前多數硏究提示袁 高胰島素血症可以引起高
雄激素血症袁 主要原因可能是下丘腦要垂體要卵巢
軸調節功能紊亂所致遥

3院B超可探及雙側卵巢有12個以上2mm要9mm
的小卵泡遥 這些卵泡旣長不大又不被吸收袁卵巢單側
體積>10ml袁稱之爲獃滯卵泡遥

渊二冤院中醫沒有多囊卵巢綜合症渊PCOS冤這個名
詞袁根據其症狀表現袁屬月經 不調袁閉經袁症瘕袁不孕
等病證的某些證型范籌遥 有人從中醫角度分析多囊
卵巢綜合徵的病因袁認爲肥胖或情志不暢袁引起氣鬱

血滯袁滯久成瘀袁瘀久則毒生袁瘀毒流入血脈袁則壅堵
經絡袁 任督兩脈不通遥 任督不通則月信不能按時而
至袁則多囊卵巢綜合徵成矣遥

元代醫家朱丹溪提出 野軀脂滿閉經冶袁野陽有餘袁
陰不足冶提出滋陰降火法治療曰清代醫家舒弛遠提出
野濕痰者其腹漸大袁飲食喜惡不常冶野留飲室塞袁是以
經血不行袁兼之腎陽不足袁不能化氣袁而痰乃能佔據
胞胎冶袁治療後野其腹漸消袁經信復通袁可以受孕矣遥 冶
認爲腎虛與痰濕是主因袁 根據所描述情况與多囊卵
巢綜合症引起不孕極爲相似遥

多囊卵巢綜合症是醫學界公認的難題院
多囊卵巢綜合症至今仍是個醫學界公認的國際

醫學難題袁回顧歷史可分四個階段院
1院楔切除階段院1935年Stein Leventhai首先報道

了一組不孕症病例袁肥胖袁 多毛袁閉經或月經推遲袁B
超下可見卵巢呈多囊性改變袁 單側或雙側有10個以
上不發育的小卵泡袁每側體積>10ml袁並提出了楔形
切除術遥 在70年以前袁此種療法是最先進的袁楔形切
除術畢竟使30% 左右受術者獲得了妊娠遥 但因其剖
腹動刀之弊袁30多年後終于被非手術療法所取代遥

2院 藥物治療階段院1967年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
局袁批準克羅米芬用于臨床袁揭開了用藥物治療多囊
卵巢歷史的一頁遥於是克羅米芬袁HMG袁果納芬袁媽富
隆等大行其道袁 尤其是克羅米芬因其高排卵率且價
廉物美袁 簡便易行袁 着實讓醫生和患者高興了一陣
子遥 可是袁隨着時間的推移袁其低妊娠率和高流産率
的缺點逐漸暴露出來袁 又迫使醫生們不得不另闢蹊
徑遥

3院直接處置獃滯卵泡階段院所謂獃滯卵泡是指
那些旣長不大又不被吸收2mm要9mm的小卵泡袁每
側有12個以上遥 致使卵巢呈囊性增生袁 每側大於
10ml袁於是有人在B超引導下袁用穿刺針對野獃滯卵
泡冶予以刺穿遥 也有些醫生用腹腔鏡作卵巢打孔術予

多囊卵巢綜合症引起不孕治療的體會

新加坡 吳錫春

冲服袁又治療3個月袁剪刀步好轉袁扶着能走路遥
治療腦癱袁必需根據患孩不同特點袁運用中醫理

論辯證施治袁重點以培養元氣尧滋腎補肝尧調理脾胃尧
醒腦開竅尧補益氣血爲主要手段遥 臨床運用中藥能改
善循環尧增強體質尧改善肢體運動功能袁緩解肌肉痙
攣袁提高四肢及頸腰部肌力有重要的作用遥 同時也改

善智力尧語言能力遥 中藥須堅持服用3個月以上才有
明顯效果遥

渊作者簡介院陳廷輝袁男袁1976年4月出生袁福建中醫學院本

科畢業袁學士遥 安溪縣中醫院針灸科醫師遥 系中國殘疾人康復

協會會員袁福建省針灸學會會員袁福建省小兒腦癱專業組組

員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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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刺破袁更有人把獃滯卵泡取出體外袁培養成熟受精
後再植入子宮腔遥 這些療法可能對卵巢造成損傷袁或
導致盆腔粘連以及對胎兒有潜在的危害袁 故急待改
進遥

中西醫結合療法對多囊卵巢綜合症 渊PCOS冤的
思路與體會院

多囊卵巢綜合症綜合症存在兩種病理生理特
徵院即高胰島素血症和高雄激素症遥
1 以中藥消除獃滯卵泡院

首先以口服中藥消除囊性增生的獃滯卵泡袁中
藥以活血化瘀袁消滯散結袁走竄入絡袁滌蕩淤腐的中
藥袁內服外敷遥 把獃滯卵泡消除袁使雄激素降至正常遥
一般療程約需45日袁 之後以超聲檢測獃滯卵泡消失
的情况遥 若未達到治愈目標袁可以再繼續一個療程遥

服藥後的反應有院下體出血曰或大便溏瀉袁腹部
作痛等袁這是藥物達標袁不必驚慌袁在中醫指導下可
繼續服用遥

藥物組成院酒洗當歸袁生地袁赤芍袁川芎袁桃仁袁紅
花袁皂刺袁枳實袁三棱袁莪術袁酒大黃袁王不留行袁生乳
沒袁穿山甲袁水蛭袁土鱉袁大將軍渊蜣螂蟲冤袁地龍等遥 水
煎取汁袁每日一劑遥 藥渣可以外敷下腹卵巢部位袁用

綳帶固定勿使脫落袁四小時以上袁越長越好袁取下藥
渣袁用按摩器按摩十分鐘遥 藥汁也可以保留灌腸遥
2 中藥聯合西藥以平衡性激素院分兩個步驟院

淤中藥聯合降雄激素西藥院渊生化檢查雄激素水
平未臻正常冤

中醫治療院人工周期療法袁分別在卵泡期袁黃體
期滋腎補腎袁補腎化痰組方院排卵期加用活血化瘀藥
物遥

西醫治療院 于自然月經或撤退性出血第5天起袁
每 日 口 服 復 方 醋 酸 環 丙 孕 酮 渊Compound
cyproterone acetate tablet冤1片袁共21天遥 停藥待撤退
性出血第5天起重複袁共3個周期遥

于中藥聯合降胰島素治療院渊生化檢查胰島素水
平不正常冤

中醫治療院採用人工周期療法遥 一般以補腎袁活
血化瘀袁活血調經袁按月經周期進行治療遥

西醫治療院 西藥口服二甲雙胍 渊Metformin冤
250mg袁每天3次渊餐後服冤袁1周後劑量可增至500mg袁
每天3次遥 療療程約90天遥
3 調整生活方式院包括運動飲食調節以減輕體重遥減
肥是簡單而有效的治療方法袁可以改善月經紊亂袁使

盆腔炎性疾病是女性常見病袁 指病原體通過各
種方式引起子宮體尧輸卵管尧卵巢及其周圍結締組織
或盆腔腹膜發生炎性反應袁 按臨床發病過程分爲盆
腔炎性疾病和盆腔炎性疾病後遺症渊慢性盆腔炎冤兩
種袁 炎性反應急性期如處理不當有可能引起慢性盆
腔痛尧不孕尧異位妊娠和盆腔炎性疾病反復發作袁其
結果是帶來長期慢性盆腔痛袁 不孕不育等炎症反復
發作袁嚴重影響了患者的生存質量遥 本硏究採用世界
衛生組織15個國家和地區共同硏製的跨國家尧 跨文
化的普適性尧 國際性量表 WHOQOL BREF評分表袁
系統觀察中藥綜合干預療法對慢性盆腔炎濕熱瘀結
證的臨床療效和生活質量的影響遥
1 資料與方法
1.1 診斷標準 盆腔炎性疾病的西醫診斷標準參照
叶婦科疾病診斷標準曳和全國中藥新藥臨床硏究指導
原則叶女性生殖系統炎症曳的診斷標準制定遥 病史院有

急性盆腔炎病史遥 症狀院渊1冤全身症狀多不明顯袁有時
僅有低熱袁易感疲倦等症袁病程長者部分患者可出現
神經衰弱症狀袁如精神不振袁周身不適袁失眠等證遥
渊2冤慢性炎症形成瘢痕粘連或盆腔充血袁可出現小腹
墜脹尧疼痛袁腰骶部酸脹疼痛袁常在勞累尧性交後尧月
經前後加重遥 渊3冤慢性炎症導致盆腔瘀血袁或影響卵
巢功能袁 可致月經不調袁 以月經過多或經期延長多
見曰可有白帶增多袁呈黃色或淡黃水樣曰輸卵管粘連
阻塞可導致不孕遥 體徵院子宮常呈後傾位袁活動受限
或粘連固定袁子宮肌炎時袁子宮可有壓痛曰若爲輸卵
管炎袁則在子宮一側或兩側觸及條索狀增粗輸卵管袁
並有輕度壓痛曰若爲輸卵管積水或輸卵管卵巢囊腫袁
則在盆腔一側或兩側觸及囊性腫物袁活動多受限袁可
有輕度壓痛曰若爲盆腔結締組織發炎時袁子宮一側或
兩側有片狀增厚尧壓痛袁或有宮骶韌帶增粗尧變硬尧觸
痛遥 上述體徵至少需同時具備下列9條次要條件中任

中藥綜合療法干預對濕熱瘀毒藴結證盆腔炎

合併盆腔積液80例臨床觀察

陳月玲1 張季靑1 劉秋蘭2 王秀寶1 陳秋妮1 張嘉男1

1尧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泉州市中醫院 福建泉州 362000曰2尧福建省泉州市醫藥硏究所袁福建泉州 362000

渊下轉373頁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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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2項院淤陰道排液異常曰于C要反應蛋白濃度增高曰
盂血沉增快曰榆子宮內膜活檢有炎症改變曰虞宮頸粘
液塗片革蘭染色找到白細胞內革蘭陰性雙球菌曰愚
衣原體檢測陽性曰舆體溫升高曰余觸及附件腫塊曰俞
腹腔鏡檢有盆腔炎證據遥

中醫辨證診斷標準院參照野中藥新藥治療女性生
殖系統炎症的臨床硏究指導原則冶制定遥

熱瘀毒藴結證主症院 下腹脹痛或刺痛袁 痛處固
定曰腰骶脹痛曰帶下量多袁色黃質稠袁有臭味遥 次症院經
行腹痛加重袁月經增多有塊袁經期延長袁神疲乏力袁大
便燥結或溏而不爽袁小便黃袁余熱未除或低熱起伏遥
舌脈院舌質紅或暗紅袁或見瘀點或瘀斑袁苔黃膩或白
膩袁脈滑數或弦數或弦滑或弦澀遥 以上主症具備2項袁
次症具備2項袁結合舌象尧脈象即可診斷遥
1.2 納入病例標準

全部入選病例均符合西醫慢性盆腔炎診斷標
準袁中醫辨證屬濕熱瘀毒藴結證曰年齡在18耀50歲之
間遥
1.3 排除病例標準 年齡在18歲以下袁50歲以上者曰中
醫辨證不屬於濕熱瘀毒藴結證者曰 妊娠或近期準備
妊娠的婦女袁哺乳期婦女曰合併有心尧肝尧腎和精神病
等嚴重疾患者遥
1.4 硏究方法

將160例患者用隨機數字表法按1院1比例分爲中
藥綜合干預療法組 渊治療組冤80例與經帶寧膠囊組
渊對照組冤80例進行試驗對照遥 嚴格控制可變因素後袁
採用 WHOQOL BREF評分表觀察採用中藥綜合干
預治療後的80例濕熱瘀毒藴結證盆腔炎性疾病患者
治療前後及隨訪3個月後生活質量積分變化和生活
質量改善情况遥

具體方法院
治療組 內服蒲皂愈炎湯院蒲公英尧皂刺尧敗醬

草尧赤芍尧路路通尧王不留行各15g袁丹皮尧桃仁各12g袁
苡仁30g袁香附10g遥 加減法院血瘀見症明顯加當歸尧五
靈脂曰偏于濕熱內阻者加茯苓尧綿茵陳尧白花蛇舌草尧
銀花尧黃芩曰兼有炎症性包塊者加夏枯草尧三棱遥 每日
將1劑方藥加500ml水煮沸至150ml左右袁 倒出備服曰
殘藥再加水300ml煮沸至150ml左右袁 倒出備服遥 服
法院每次服用150ml袁分早晩2次溫服遥

盆腔灌腸方院蒲公英尧紫花地丁尧赤芍尧透骨草尧
元胡尧半枝蓮各15g袁伴有炎症性包塊加三棱尧莪術尧
夏枯草各10g遥 水煎濃縮至100ml備用遥

灌腸方法 患者取側臥位袁 以8號一次性輸液管
揷入肛門袁 深度在12耀15cm左右袁然後將藥液倒入容
器內于15min內緩慢注入遥 藥注入完後袁囑患者將臀
部抬高袁儘量延長保留時間袁以利于藥物的吸收遥 灌
腸時袁藥液溫度以15度左右爲最佳遥 1個月爲1療程袁

月經期間暫停遥
對照組院經帶寧膠囊渊貴州東方神農藥業有限公

司袁國藥準字Z20025009冤袁每次4粒袁每天3次袁溫開水
冲服遥 1個月爲1療程遥

合併用藥院 所有試驗病例在試驗期間不得合併
使用消炎藥及治療本病的其它藥物遥

兩組患者用藥1個月爲1療程袁兩療程結束後袁隨
訪3個月後統計生活質量積分袁3個月後進行生後質
量改善評價遥 所有試驗病例在試驗期間不得合併使
用消炎藥及治療本病的其它藥物遥
1.5 觀察指標

慢性盆腔炎局部體徵尧中醫症狀尧舌尧脈變化治
療前後分別記録1次曰試驗前尧試驗結束分別進行血
尿便尧心電圖尧肝渊粤蕴栽冤尧腎功能渊月哉晕尧悦则冤尧婦科檢查
渊子宮尧附件冤檢查遥
1.6 療效判定

採用症狀積分量表法袁分4個級別進行療效判定
評分遥根據積分法判定疾病療效院療效指數=渊治療前
積分要治療後積分冤/治療前積分伊100%遥

中醫症狀療效判定院 臨床痊癒院 積分減少逸
90%曰顯效院90%>積分減少逸70%曰有效院70%>積分
減少逸30%曰無效院積分減少<30%遥

局部體徵療效評定院臨床痊癒院試驗後局部體徵
消失袁積分爲0曰顯效院試驗後局部體徵明顯減輕袁試
驗後較試驗前積分降低逸2/3曰有效院試驗後局部體
徵有所減輕袁試驗後較試驗前積分降低逸1/3且<2/3曰
無效院試驗後體徵無改善或有加重袁試驗後較試驗前
積分降低<1/3遥
1.7 評分標準院採用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量測定簡表
渊WHOQOL BREF冤進行評價,量表共有27個問題,包
括生存質量尧健康狀况尧日常活動及自我感覺4個方
面遥 該量表爲自塡量表, 不識字者由調查者塡寫遥 生
活質量量表中每一問題按1耀5分五級評分袁生活質量
最高分爲119分 在最高分以下分數越低,代表生活質
量越差遥

生活質量評價標準院渊1冤完全改善院治療後生活
質量總積分比治療前減少90%以上曰渊2冤 顯著改善院
治療後生活質量總積分比治療前減少79%耀89%曰渊3冤
改善院 治療後生活質量總積分比治療前減少30%耀
79%曰渊4冤無改善院治療後生活質量總積分比治療前
減少30%以下遥
1.8 統計學處理

計數資料用X2檢驗袁計量資料用X依S檢驗袁採用
配對 t檢驗比較組內前後差異遥 所有運算均在
SPSS11.0for windows軟件中進行遥
2 結果
2.1 可比性分析 試驗入組病例225例袁中藥綜合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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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80例尧經帶寧膠囊組80例曰兩組在年齡尧病程尧病情
程度尧中醫症狀尧症狀積分尧局部體徵尧合併用藥等情
况均無統計學意義渊孕>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2.2 兩組治療結果與療效比較渊見表1冤院
2.3 兩組治療前後症狀總積分比較 渊見表2冤
2.4 兩組治療前後各項中醫症狀改善情况比較
渊見表3冤
2.5 兩 組 患 者 治 療 前 後 尧 隨 訪 3 個 月 後
WHOQOLBREF各領域評分及總積分比較渊見表4冤
2.6 兩組治療前後尧 隨訪3個月後WHOQOLBREF各
領域評分及總積分比較渊見表5冤
2.7 安全性評價

兩組治療前後檢查血尧尿尧糞常規尧心電圖袁肝腎
功能等經X2檢驗袁均無顯著性差異渊P跃0.05冤遥
3 討論
3.1 臨床綜合療效中藥綜合干預組優于對照組

硏究結果發現袁 中藥綜合干預組對濕熱瘀結型
慢性盆腔炎有較好療效袁 經過治療後兩組患者綜合
療效比較袁 治療組顯愈率爲78.75%袁 總有效率爲
93.75%袁 對照組顯愈率爲51.25% 袁 總有效率爲
77.50%袁經X2檢驗袁兩組顯愈率比較有極顯著性差異
渊P约0.01冤袁 兩組總有效率比較有顯著性差異 渊P约
0.05冤遥 表明中藥綜合干預組對慢性盆腔炎的療效是
肯定的袁明顯優于經帶寧膠囊組袁値得臨床推廣遥
3.2 單項症候尧體徵療效中藥綜合干預組優于對照
組

本硏究結果提示袁 兩組患者治療後臨床症狀體
徵均有所改善遥 治療組單項症狀體徵有效率分別爲
下腹疼痛91.25%袁腰骶疼痛90.00%袁帶下量多100%袁
帶下色黃95.31% 袁 帶下味臭95.65%袁 神疲乏力
89.55%袁大便乾燥86.11%袁小便色黃88.24%袁子宮活
動受限尧壓痛92.50%袁附件增厚或條索狀增粗尧壓痛
92.64%曰 對照組單項症狀體徵的有效率分別爲下腹
疼痛78.75%袁腰骶疼痛75.64%袁帶下量多70.21%袁帶
下色黃58.83%袁帶下味臭67.44%袁神疲乏力70%袁大
便乾燥51.42%袁小便色黃51.42%袁子宮活動受限尧壓
痛93.33%袁附件增厚或條索狀增粗尧壓痛91.42%遥 兩
組臨床各症狀除子宮活動受限尧 壓痛和附件增厚或
條索狀增粗尧壓痛外袁其它臨床單項症狀組間比較均
有顯著性差異渊P约0.05或P约0.01冤曰治療組與對照組在
改善局部體徵變化無顯著性差異渊P跃0.05冤遥 表明中
藥綜合干預組中醫臨床症候的療效優于對照組遥
3.3 生活質量各領域評分及總積分改善情况中藥綜
合干預組優于對照組

硏究結果顯示袁 經過中藥綜合干預治療後慢性
盆腔炎患者生存質量尧健康狀况尧日常活動尧自我感
覺積分均有增加渊P<0.05冤袁治療兩療程後並隨訪3個

月袁綜合干預組生活質量總分尧各單項得分以及兩組
患者生活質量改善情况比較袁均明顯高於對照組遥 表
明中藥綜合干預組治療後生活質量有明顯提高袁 明
顯優于對照組遥
3.4 生活質量改善情况中藥綜合干預組明顯優于對
照組

表5結果提示袁在定性觀察中袁治療組患者生活
質量改善情况明顯優于對照組袁 組間比較有顯著差
異渊P<0.05冤袁其中完全改善最明顯渊P<0.05冤遥
3.5 中藥綜合干預組無毒副作用袁安全可靠

兩組用藥期間袁未發現過敏反應袁治療前後檢查
血尧尿尧糞常規尧心電圖袁肝腎功能等經X2檢驗袁均無
顯著性差異渊P跃0.05冤袁表明中藥綜合干預治療慢性
盆腔炎無毒副作用袁安全可靠遥
3.6 慢性盆腔炎屬婦科多發病尧疑難病袁屬中醫野婦
人腹痛尧帶下病冶等病範疇遥 從中醫的角度出發袁慢性
盆腔炎症狀表現複雜袁正氣不足以御邪袁熱毒濕邪結
于下焦尧困阻氣機袁影響氣血之暢行袁滯而成瘀袁血瘀
又加重了濕熱袁濕熱瘀血互結尧纏綿不解袁盤踞胞脈袁
淤血內阻而致腹痛尧痛經等病證曰再加上抗生素的廣
泛應用袁産生了不同程度的耐藥性袁導致了慢性盆腔
炎遷延難愈的病理特徵遥 可見濕熱和瘀血系本病關
鍵所在遥 因此臨床上應抓住野濕尧熱尧瘀冶爲其治療要
點遥

針對濕熱瘀結這一主要病因病機袁 結合其局部
病理改變袁我們在中醫辨證的基礎上袁採用蒲皂愈炎
湯內服尧盆腔灌腸方灌腸等綜合療法袁觀察對盆腔炎
性疾病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以及臨床症狀的改善情
况遥 硏究結果顯示袁經過中藥綜合干預治療後盆腔炎
性疾病患者的臨床綜合療效尧 單項症候和體徵療效
明顯優于經帶寧膠囊對照組曰同時患者的生存質量尧
健康狀况尧 日常活動尧 自我感覺積分均有增加 渊P<
0.05冤袁治療兩療程後並隨訪3個月袁綜合干預組的總
分尧 各領域得分以及兩組患者生活質量改善情况比
較袁均明顯高於對照組遥 表明採用中藥綜合干預組治
療盆腔炎性疾病袁優于單獨中藥內服組袁且遠期療效
較好袁具有明顯的優勢遥 蒲皂愈炎湯方中以方中之蒲
公英尧敗醬草二者共爲君藥袁具有清熱解毒袁活血祛
瘀止痛袁清利濕熱袁消腫排膿之功曰以桃仁尧赤芍尧丹
皮尧薏苡仁尧香附爲臣藥袁具有清熱涼血袁活血化瘀曰
滲濕利水袁清熱排膿曰疏肝理氣袁調經止痛袁以上五味
共助君藥之力袁爲臣藥袁氣血並治曰王不留行尧路路通
爲佐助藥袁活血通經袁下乳袁消癰袁利尿通淋助君臣化
瘀止痛袁皂刺袁性辛尧溫袁消腫排膿袁祛風殺蟲袁爲反佐
藥袁用皂刺之溫性緩和本方一派苦寒之象遥 全方具有
清熱利濕尧活血化瘀的作用遥 由於盆腔內諸靜脈與痔
靜脈叢相互交通袁通過中藥保留灌腸袁藥物可直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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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痊愈渊%冤 显效渊%冤 总有效率渊%冤
治疗组 80 48渊60.00冤银吟 15渊18.75冤 93.75 银

对照组 80 12渊15.00冤 29渊36.25冤 77.50

有效渊%冤
12渊15.00冤
21渊26.25冤

无效渊%冤
5渊6.25冤

18渊22.50冤
注院與對照組比較袁银P<0.05袁银吟P <0.01

表1 兩組治療結果與療效比較

注院與本組治療前比較袁银吟P<0.01曰與對照組比較袁吟P<0.05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80 23.87依1.78 5.88依1.64银吟

对照组 80 23.25依1.89 8.12依1.77银

表2 兩組治療前後症狀總積分比較渊X依S冤

主要症状及体征

治疗组渊n越80冤

例数 消失

下腹疼痛 80 53
腰骶疼痛 80 51
带下量多 72 63
带下色黄 64 50
带下气臭 46 32
神疲乏力 67 39
小便黄 51 29

大便干燥 36 20
子宫活动受限尧压痛 80 50
附件条索状增粗或

增厚尧压痛
68 31

好转

20
21
9
11
12
21
16
11
24
32

无效

7
8
0
3
2
7
6
5
6
5

总有效率

渊%冤

91.25
90.00
100
95.31
95.65
89.55
88.24
86.11
92.50
92.64

对照组渊n越80冤

例数 消失

80 42
78 39
78 25
68 15
43 17
60 27
48 11
35 8
75 46
70 41

好转

21
20
36
25
12
15
15
10
24
23

无效

17
19
17
28
14
18
22
17
5
6

总有效率

渊%冤

78.75
75.64
70.21
58.83
67.44
70.00
52.17
51.42
93.33
91.42

P

约0.05
约0.01
约0.01
约0.01
约0.01
约0.01
约0.05
约0.01
跃0.05
跃0.05

表3 兩組患者治療前後主要症狀尧體徵變化比較 渊例冤

组别 n 改善 无改善 总改善率渊%冤

治疗组 80 8渊10.0冤 7渊8.7冤吟 91.3 吟

对照组 80 27渊33.8冤 15渊18.7冤 82.2

完全改善

45渊56.3冤吟

15渊18.7冤

显著改善

20渊25.0冤
23渊28.8冤

注院與對照組比較袁吟P<0.05

表4 兩組生活質量改善情况比較渊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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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味地黃丸袁出自叶小兒藥證直訣曳袁功用院滋補
肝腎曰主治腎陰不足之症遥 筆者常應用本方化裁治療
羊水偏少的孕婦均收到較好的療效遥
1 臨床資料

共60例經B超確診爲羊水偏少袁即羊水指數均小
於5cm的孕婦袁並未發現胎兒畸形爲硏究對象袁年齡
在18要44歲之間袁其中中妊的48例袁晩妊12例袁發現
時間0要7天遥 其中放棄治療2例遥
2 治療方法

以六味地黃丸未基本方化裁而成院 山茱15g尧熟
地25g尧淮山25g尧黃芪30g尧沙參15g尧麥冬15g尧烏梅
15g遥 有腰酸尧頭暈等腎虛者袁則加杜仲15g尧菟絲子
15g尧鹿角霜25g曰有面色蒼白或萎黃尧頭暈尧心悸者加
移種參10g尧太子參15g尧白朮10g遥 總之要謹守病機袁
知常達變袁辯證用藥遥 一般日一劑袁連煎2次後袁將藥
汁混合袁分早晩2次空服袁7日爲一療程遥
3 結果

治愈院 臨床主症兼消失袁B超示羊水指數大於
5cm袁共有52例袁佔85%遥 無效院臨床症狀有改善袁但B
超示羊水指數仍小於5cm袁共有6例袁佔10%遥 另2例放
棄治療遥
4 典型病例

患者袁汪某袁女袁42歲袁患者G3P1袁孕22周加5天袁
B超示院中妊袁羊水偏少袁羊水指數爲3.3cm袁伴有腰酸
腳軟尧頭暈尧倦怠尧納少舌淡紅苔薄白尧脈沉尧證屬腎
脾虧損遥 則在基本方基礎上加杜仲30g袁絲子20g袁鹿

角霜25g袁白朮10g袁每日一劑袁連服7劑袁並囑加強營
養袁給予豐富易消化食物袁同時袁注意臥床休息袁取左
側臥位一改善子宮供血遥 共用2個療程吼袁B超示院中
妊袁羊水正常袁羊水指數爲7.2cm遥 後每周行一次B超
檢查均示院胎兒發育正常袁羊水指數在正常値內遥 後
足月産一健康女嬰遥
5 討論

本病可因素體稟賦不足袁或因孕後調養失宜袁以
致臟腑氣血不足袁精血虧損袁胎水乏源是本病的主要
病因病機遥西醫學對羊水少的原因仍不十分清楚遥可
能與下列因素有關院胎兒畸形袁胎兒先天發育不良袁
主要是胎兒泌尿系統畸形袁如先天性腎缺如袁腎臟發
育不全及泌尿道門閉鎖等等袁使胎兒尿少或無尿袁導
致羊水過少遥 妊娠合併症及並發症袁如妊高症袁此組
常有胎盤血管病變袁胎盤組織變性尧臍帶血管畸形袁
以致胎盤血流灌注不足尧功能減退尧造成羊水過少遥
另外羊水過少的與母體血漿容量不足有關袁 母體低
血容袁貧血者羊水過少的發生率增高遥 因此袁筆者認
爲袁本病是腎陰虧損爲主袁故取六味地黃丸之義袁用
熟地滋陰補腎塡精袁輔以山茱滋養肝腎遥 山藥健脾益
胃以助運化袁黃芪補益肺氣以助輸布津液袁沙參尧麥
冬益氣養陰生津袁 烏梅酸甘化陰袁 更有丹參益血行
血袁使津液得以更好輸布袁共奏滋腎養陰袁又佐以益
氣行血袁而達腎陰充足袁生化有源袁津液輸布通暢袁胎
兒得以濡養遥

项目
对照组

渊n=163冤

服药前 服药前 服药后 随访3个月

治疗组

渊n=163冤

服药后 随访3个月

健康状况 9.84依4.23 9.94依4.62 11.26依3.38银 11.54依3.7612.96依3.75银吟 13.13依4.25吟

日常活动 21.44依4.25 31.78依3.36银吟 33.88依3.08吟 21.10依3.56 28.92依3.76银 30.48依3.28
自我感觉 18.04依3.13 27.92依3.66银吟 33.93依3.56吟 18.32依3.73 28.04依3.12银 30.44依3.23
生存质量 10.68依3.62 22.68依3.56银吟 28.12依3.34吟 10.12依3.83 20.82依3.95银 24.34依3.53
总 分 60.14依7.54 101.47 依 7.45 银 吟 107.34依7.65吟 61.73依6.47 90.16依7.37银 97.08依7.83

表5 兩組治療前後尧隨訪3個月後WHOQOLBREF各領域評分及總積分比較渊要字依s冤

過直腸尧結腸的吸收到達盆腔組織袁藥物滴入肛內被
腸道吸收後袁可促使局部氣血運行袁炎症局限吸收袁

且溫熱藥液對周圍組織起到熱敷作用袁 能促使局部
血液循環袁修復炎症組織遥

用六味地黃丸化裁治療羊水偏少

安溪縣中醫院 陳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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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中益氣湯出自叶脾胃論曳是李東坦爲治療內傷
脾胃病而設遥 筆者袁隨恩師吳光烈老師學習袁經多年
臨床實踐體會到該方勞倦內傷脾胃氣虛所致的中氣
不足袁氣虛清陽下陷在婦科袁諸多方面的疾病有良好
的療效遥
一尧月經先期並漏下

吳伊伊院女19歲袁1998年尧3月15日初診袁患者15歲
來潮袁月經失調三年袁每次提前六七天袁量少色淡遥 去
年袁10月以後每月2要3次量多袁 常于勞累後淋灕不
止遥 近半年來袁大便稀溏一天2要3次口渴不欲飲袁納
獃袁精神疲倦袁四肢無力袁思維記憶力差袁面色蒼白袁
形體消瘦袁舌淡苔少袁脈細弱袁證屬脾胃內傷氣虛不
能攝血袁以致月經提前與漏下遥 治宜補中益氣攝血爲
要遥 處方院灸黃芪30克尧黨參20克尧灸甘草12克尧炒白
術20克尧陳皮9克尧神曲30克尧地楡15克尧黃芩10克尧故
紙12克尧熟地20克尧升麻6克尧柴胡6克尧防風9克尧砂仁
5克尧上藥服一劑病情大減袁三劑漏下止遥

按服黃芪30克尧黨參25克尧白術20克尧首烏20克尧
續斷20克尧灸甘草9克尧黃精25克尧枸杞15克尧故紙12
克尧當歸12克尧熟地25克尧陳皮10克尧三劑後改服歸脾
丸袁香砂養胃丸以鞏固療效隨訪未復發遥

按東坦認爲此證系內傷脾胃袁不能攝血袁而濕熱
渊即陰火冤反盛又迫血爲經漏不止遥 用參尧芪尧草補益
中氣袁術尧曲尧陳尧砂以健脾和胃理氣化濕袁芩可野堅陰
泄肺邪袁救其化源野袁地楡即治陰火又療腹瀉袁升尧柴尧
防爲升舉脾胃之陽氣袁東坦治療崩漏袁甚注意升風陽
藥的運用袁常把升尧柴尧防尧恙尧獨活尧藁本尧蔓荆子等
參尧芪尧草相伍袁大舉升陽益氣遥 因爲升舉脾胃袁可以
挽回下陷之氣曰大益風氣袁可以引伸陽氣而勝濕袁如
此則不止血而血自止袁不止漏而漏自澀遥
二尧崩漏不止渊功能性子宮出血冤

傅XX袁女袁35歲袁19996年袁3月17日初診遥 月經來
潮34天不止遥 6個月前月經歷18天不止袁西醫診斷爲
功能性子宮出血袁經治療血雖止袁但月經總是提前袁

一月兩至袁30天前月經來潮袁 淋灕不斷兼有血塊袁經
中西醫治療時輕時重遥 8天前突然大量出血袁再次用
西藥治療出血減少袁近三天來起床即出血如泉涌袁用
前藥無效遥 患者頭痛袁頭暈袁目眩尧四肢酸軟無力袁耳
鳴心悸袁面色蒼白袁汗出袁懶言語緩袁納獃乏味袁口干袁
二便尙可袁舌淡白袁苔少袁脈沉細數袁右關浮而無力袁
診爲脾虛不能攝血袁冲任失固袁氣血兩虧袁因元氣虛
甚袁呈現眞寒假熱之象袁治擬補中益氣湯加味遥 先用
吉林參12克袁附子10克袁肉桂3克渊後下冤煎服袁以回陽
救逆袁益氣固脫遥 繼予黃芪30克袁黨參25克袁灸甘草12
克袁白術15克袁陳皮9克袁砂仁4.5克渊後下冤鹿鹿角膠20
克袁炒防風9克袁升麻6克袁熟地20克袁補骨脂15克袁服
一劑血止大半袁三劑血凈遥 改以黨參30克袁黃芪30克袁
陳皮15克袁良薑10克袁炖黃雄鷄以助生氣血曰另以黃
芪25克袁首烏20克袁黨參20克袁灸甘草12克袁熟地20
克袁茯苓15克袁續斷15克袁陳皮10克袁升麻6克袁柴胡6
克袁白術15克袁生薑10克袁大棗五枚煎服遥 服三劑後袁
在上方基礎上加仙靈脾12克袁 菟絲子20克袁 黃精25
克袁杞子15克袁白芍10克袁桑寄生15克袁補骨脂12克袁
以利固本復舊遥 經用上法調理袁崩漏之疾遂愈遥

按院該病例爲脾氣氣虛袁中氣下陷袁脾之統血失
權所致的崩中漏下袁治療須以補脾爲主遥 東坦曾提出
野溫之尧舉之尧浮之尧燥之冶及野大升浮氣之證袁不宜多
用寒涼或收澀之品袁而應以補爲要袁方中吉林參袁附尧
桂以溫通命門之陽氣曰參尧芪尧術尧草尧故紙尧鹿角膠尧
熟地健脾溫陽袁益氣血袁陳尧砂理胃氣袁使補而不滯曰
升尧柴尧防大舉升浮陽氣袁使下陷之氣來復袁統血有
權遥 在出血期袁對當歸棄而不用袁一是嫌其質油潤滑
腸袁加重便溏袁一是慮其氣雄而不守袁有行血之性袁加
重出血袁故取補而不散之熟地補血養陰袁以更好的發
揮補中益氣湯對該崩漏證之益氣止血之功遥 鷄肉可
溫中益氣袁補精塡髓袁用于崩漏帶下袁産後體虛等是
大有益處的 遥

補中益氣湯在婦科臨床的運用

泉州市鯉城區浮橋街道坂頭衛生所 吳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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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霉安散系石膏尧冰片尧朱砂等中藥組成的外用
散劑袁由泉州亞泰製藥有限公司生産,具有清熱止血尧
收斂祛濕尧化腐生肌等功效遥
1 一般資料
1.1 病例來源 爲了進一步觀察賽霉安散治療宮頸
糜爛渊濕熱下注證冤的臨床療效和安全性袁福建中醫
學院附屬人民醫院尧附屬第二人民醫院尧泉州市中醫
院尧泉州市第一醫院等四家醫院婦科臨床驗證154例
渊見表1冤遥

1.2 年齡尧 病程比較 本試驗採用治糜靈栓作對照
組遥年齡18耀50歲遥 病程1耀12個周遥 試驗組門診數149
例袁住院數5例曰對照組門診數54例袁住院數4例遥 兩組
各項比較袁P>0.2袁均有可比性遥
1.3 病情比較 兩組治療前病情輕重尧糜爛面尧炎症
程度尧陰道清潔度等積分比較袁經Ridit檢驗,P>0.1,具
有可比性遥
1.4 兩組症狀體徵比較 兩組治療前白帶量尧膿性
或血性帶下尧腰腹墜脹尧小便淋灕澀痛尧陰癢尧口苦口
干尧舌紅尧苔黃或膩尧脈滑或弦滑等症狀體徵比較袁P>
0.05袁均有可比性遥
2 病例選擇標準
2.1 診斷標準 依據叶中藥新藥治療宮頸糜爛的臨
床硏究指導原則曳袁 宮頸糜爛表現爲宮頸表面呈紅
色袁鱗狀上皮脫落遥 被柱狀上皮代替袁上皮下血管顯
露的結果袁 糜爛面與周圍的正常鱗狀上皮有清楚的
界線袁塗碘溶液不着色遥 根據糜爛面積的大小及炎症
程度分爲三個類型院淤輕度糜爛院宮頸糜爛面佔宮頸
面積少于1 辕 3曰于中度糜爛院宮頸糜爛面佔整個宮頸
面積的1 辕 3耀2 辕 3曰盂重度糜爛院宮頸糜爛面超過宮頸
面積的2 辕 3遥
2.2 濕熱下注證 帶下量多袁色黃或白遥 或呈膿性袁

腰腹墜脹袁或小便淋灕澀痛袁或陰癢袁口苦咽干袁舌
紅袁苔黃或膩袁脈滑或弦滑遥
3 試驗方法 本試驗爲隨機對照試驗遥 治療組與對
照組之比不大於3院1進行分配遥 治療組不少于150例袁
對照組不少于50例遥 臨床試驗在福建中醫學院附屬
人民醫院尧福建中醫學院附屬第二人民醫院尧泉州市
第一醫院尧泉州市中醫院等四家醫院同時進行遥 病例
分組採用簡單隨機的方法遥
3.1 給藥方法與療程
3.1.1治療組院 選用泉州亞泰製藥有限公司生産的賽
霉安散遥 暴露宮頸袁用溫開水冲洗宮頸及陰道袁擦干袁
將1克的賽霉安散吹撒在病竈袁每日一次遥 10天爲一
療程遥
3.1.2對照組院 選用中國吉林通化金馬藥業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生産的治糜靈栓渊批號院200007240068冤遥 外
用袁每2日一次袁一次一粒袁每粒3克袁10天爲耀療程遥睡
前清洗外陰後袁將栓劑放入陰道頂端遥
3.2 療效性觀察院淤中醫症狀與體徵,中醫舌象尧脈象
觀察曰于主要觀察宮頸糜爛的變化袁炎症程度變化袁
陰道清潔度的變化遥
3.3 安全性觀察院淤臨床上注意觀察可能發生的不良
反應,包括較爲罕見的不良反應曰于血尧尿尧大便常規袁
治療前後各一次曰盂肝功能渊ALT冤尧腎功能渊BUN冤尧心
電圖檢查袁治療前後各一次遥
4 試驗結果
4.1療效判定標準 主要觀察宮頸的糜爛面的變化尧
炎症程度的變化尧陰道清潔的變化尧臨床症狀尧辨證
分型的證候及舌苔脈象並結合評分標準袁 治療前後
做對比遥
痊癒院宮頸糜爛面由鱗狀上皮覆蓋完全癒合袁炎症消
失袁臨床症狀消退曰
顯效院宮頸糜爛面較治前縮小1 辕 3要2 辕 3袁各種症候積
分降到治療前的1 辕 3以下者曰
有效院宮頸糜爛面較治前縮小1 辕 3 袁各種症候積分降
到治療前的2 辕 3以下者曰
無效院治療後宮頸糜爛面及各種症候積分無變化袁症
狀無改善遥
4.2 療效比較
4.2.1總體療效院 兩組間經Ridit檢驗袁u=1.6111遥 P>
0.05袁説明兩組療效相似渊見表2冤遥
4.2.2 兩組症狀體徵治後比較渊見表3冤

賽霉安散治療宮頸糜爛臨床總結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人民醫院婦科 邱如卿

單位 例數 治療組 對照組

省人民醫院 52 39 13
省第二人民醫院 56 38 18
泉州市中醫院 52 38 14

泉州市第一醫院 52 39 13
合計 212 154 38

表1 各單位病例分配表

396



組別 n 臨床治愈 愈顯效率 總有效率

試驗組 154 37 76.62% 94.81%
對照組 58 11 63.79% 87.93%

顯效

81
26

有效

27
14

無效

8
7

治愈率

24.03%
18.97%

表2 總體療效

試驗組在白帶量多尧 膿性或血性帶下尧 舌苔方
面袁兩組治後比較袁有非常顯著性差異袁試驗組明顯
優于對照組遥 口苦口干症狀治後比較袁 有顯著性差
異袁試驗組優于對照組遥
5 典型病例

陳某袁女袁24歲遥 病人以白帶增多10餘天爲主訴
而求診袁就診時白帶明顯增多袁呈膿性伴小便淋灕澀
痛袁苔薄黃袁脈滑遥 婦科檢查示院宮頸輕度糜爛袁呈單

純型袁陰道清潔度芋度遥 血尧尿尧大便正常袁肝尧腎功能
及心電圖檢查無異常遥 診斷爲宮頸糜爛袁中醫辨證爲
濕熱下注遥 予以賽霉安散劑治療遥 使用方法院暴露宮
頸袁用溫開水冲洗宮頸及陰道袁擦干袁將1克的賽霉安
散劑吹撒在病竈遥每日一次袁10天爲一療程遥1個療程
後各臨床症狀均消失遥 婦科檢查示院宮頸正常袁無炎
症遥陰道清潔度玉毅遥治療過程中未見明顯毒副作用遥
療效判定院臨床治愈遥

症狀 組別 n
白帶量多 試驗組 153

治後陰性

121
陰轉率豫
79.08

u
2.9307

p
约0.01

對照組 56 33 58.93
膿性或血性帶下 試驗組 122 118 96.72 5.1525 约0.01

對照組 41 28 68.79
腰腹墜脹 試驗組 94 81 86.17 1.4645 约0.05

對照組 32 24 75.00
小便淋漓澀痛 試驗組 36 36 100 0 约0.2

對照組 15 15 100

表3 两组症状体征治后比较

症狀 組別 n
阴痒 试验组 68

治後陰性

65
陰轉率豫
95.59

u
0.3339

p
0.05

对照组 33 32 96.97
口苦口干 试验组 79 61 77.22 2.4453 0.05

对照组 30 16 53.33
舌红 试验组 94 50 53.19 0.7468 0.05

对照组 37 17 45.94
苔黄或腻 试验组 89 70 78.65 4.5597 0.01

对照组 36 13 36.11
脉滑或弦滑 试验组 90 48 53.33 1.8651 0.05

对照组 37 13 35.14

表3 两组症状体征治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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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討論
賽霉安散由石膏尧冰片尧朱砂等藥組成袁具有清

熱止血尧收斂祛濕尧化腐生肌等功效遥 本次臨床驗證袁
用賽霉安散治療宮頸糜爛尧 中醫辨證屬於濕熱下注
證患者共154例曰對照組用治糜靈栓治療該證58例遥
6.1 總體療效院臨床治愈37例袁顯效81例袁有效27例袁
無效8例袁治愈率爲24.03豫,有效率爲94.11豫曰療效與
對照組相似袁無顯著性差異遥
6.2尧本品能非常顯著地改善患者宮頸糜爛程度尧炎症
程度尧陰道清潔度以及病情等級尧症狀積分等袁治療
前後比較有顯著性差異遥 療效與對照組相似遥

6.3尧在單項症狀方面袁本品對白帶量多尧膿性或血性
帶下尧舌苔方面袁具有良好的療效袁其療效優于對照
組袁其組間比較袁有非常顯著性差異曰對口干口苦症
狀的改善袁亦優于對照組遥 其組間比較袁有顯著性差
異遥
6.4尧統計結果表明渊Ridit檢驗冤袁在年齡與病程方面袁
兩組療效均相似袁P均>0.05, 説明賽霉安可用于各年
齡組尧各病程的治療遥 賽霉安散治療宮頸糜爛尧中醫
辨證屬於濕熱下注證袁療效確切袁臨床使用安全袁無
毒副反應袁可在海內外推廣應用遥

叶傅靑主女科曳一羽爲清初傅山所著遥 付氏繼承
前人之醫理治驗袁結合自己之監床實踐袁運用臟腑學
説袁進一步闡明瞭肝尧脾尧腎對婦女生理病理特點所
起之作用袁並運用于臨床遥 重視肝脾腎在婦科治療之
重要性袁在調氣血袁健脾胃袁補肝腎中袁特別是強調在
婦科保護陰血袁立新論創新方豐富了祖國醫學寶庫遥
本人在近五十年中醫診療實踐中袁受益匪淺袁尤其是
野種子冶篇論治婦人野十因不孕冶經驗袁爲衆多婦女解
除疾苦袁添福添壽遥

不孕無子者袁治之受孕成胎而有子袁故名曰野種
子冶遥

野不孕冶乃指生育期之婦人袁婚後三年以上袁配偶
健康袁而沒有受肝曰或已生育一尧二胎後袁又數年不孕
者遥

導致不孕之原因有二院一爲古人之所指螺尧紋尧
鼓尧角尧脈謂之野五不女冶者袁此乃先天性生理之缺陷袁
非付靑主先生下文之所述遥 另一爲後天病理性之不
孕袁又有虛實之分遥 虛者袁腎虛精血虧損也曰實者袁氣
郁痰濕積聚也遥皆致不能攝精成孕遥付靑主先生於此
治療上袁虛者多擬養肝腎健脾袁益氣血以調補冲任曰
實者多擬疏肝開郁袁或祛濕化痰以調理冲任遥 但于治
療期間袁尙須清心寡欲袁注意起居勞逸袁方能助益藥
物收效遥

一尧身瘦不孕要要要養精種玉湯
主治院身瘦不孕遥
熟地一兩袁山萸肉五錢蒸熟袁當歸五錢酒洗袁白

芍五錢酒炒遥
原意院婦人有身軀瘦怯袁久不孕育袁一交感即病

臥者遥此乃血虛之故遥交感泄腎之精袁腎爲肝母袁母旣

泄精袁不能分潤以養其子袁則木燥乏水袁而火且暗動
以爍精袁則水益少袁而火益熾袁惟火盛偏易走泄袁此虛
燥之火袁所以不能生物遥 治法宜大補腎水而平肝木遥

按院叶素問窑陰陽應象大論曳謂野壯火之氣衰袁少火
之氣壯袁壯火食氣袁氣食少火袁壯火散氣袁少火生氣遥 冶
今婦人身瘦不孕袁血虛火熾袁此即壯火也袁火熾血更
虛袁乃壯火食氣所故遥 大抵野婦人以血爲本冶袁血虛何
能受孕成胎钥 故方中用熟地尧山萸肉補腎眞精袁當歸
補血袁俾精充血足袁配白芍之酸斂袁柔潤肝陰遥 平抑肝
火袁又能制當歸之辛竄袁以遂補血斂陰之效遥 余于臨
證多加阿膠尧懷牛膝尧杜仲尧鹿角膠尧龜板等袁以增強
補血養陰之力遥 諸藥配合應用袁能塡精充血袁俾水旺
涵木袁虛火自息袁無爍精之虞遥 但此等患者身瘦多火袁
性情煩躁袁欲火易熾遥 故治療期間袁須清心寧慮袁節欲
寡愁袁更配以飲食調補袁方能以冀種玉成孕遥

二尧怯弱不孕要要要並提湯
主治院怯弱不孕遥
熟地一兩袁山萸肉三錢蒸袁巴戟肉一兩鹽水浸袁

枸杞二錢袁白朮一兩土炒袁人參五錢袁生黃芪五錢袁柴
胡五分遥

原意院婦人有氣怯力弱袁飲食少進袁久不受孕者袁
人以爲脾胃氣虛也袁誰知是腎氣不足乎遥 脾胃之氣實
生於腎袁無腎中之水氣袁則胃氣不能陞騰曰無腎中之
火氣袁敢無由運化遥 治法補腎而兼補脾胃遥

按院婦人嗜臥倦怠袁胃納欠佳袁似乎脾胃有病袁或
中氣衰弱袁然究之不孕根本袁乃腎陽內虛袁不能生火
暖土熟谷袁累及脾土受困故方中以山萸肉尧馬戟肉溫
腎補氣袁配熟地尧枸杞益腎塡精袁俾精足氣騰袁以人
參尧黃芪大補元氣升陽袁配白朮健運中土袁土能旺而

溫習叶傅靑主女科曳野種子冶良方

泉州市區花橋贈藥義診所 黃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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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自生袁 此意在以後天養先天矣遥 少佐柴胡疏肝理
氣袁不致肝木侮土也遥 綜觀全方多補益之品袁有慮滋
膩礙胃袁愚意加陳皮尧木香更醒運化氣機袁資助氣血
生化之源遥

三尧下部寒冷不孕要要要溫暖飲
主治院下部寒冷不孕遥
白朮一兩土炒袁馬戟肉一兩鹽水浸袁人參三錢袁

山藥三錢炒袁芡實三錢炒袁附子三分制袁杜仲三錢炒
黑袁補骨脂二錢鹽水炒袁兔絲子三錢浸炒袁肉桂二錢
去粗皮遥

原意院婦人形寒水冷袁非火不暖袁交感之際袁陰中
絶無溫熱氣袁此乃胞胎寒極遥 蓋胞胎居心腎之間袁胞
胎之寒袁心腎火衰微也遥 故治胞胎者袁必補心腎二火袁
而用藥又切戒燥熱袁惟取其春日溫和之氣袁使之因溫
化成焉耳遥 尙有施而不受者袁原方改湯爲丸袁朝夕呑
服尤宜遥

按院胞宮乃任脈之源袁雖賴肝腎之滋袁得有柔陰
之潤袁而陽和之氣袁必賴心腎之火袁才能與肝腎之陰袁
相互交映袁遂成陰抱陽之力袁而全吮精孕胎之體遥 今
因心腎之火衰微袁不能溫煕胞宮袁故下身常冷而不孕
也遥 此宜溫補心腎之火袁以煦蒸胞宮遥 方中用附子溫
心氣起心陽袁肉桂暖腎宮壯腎火袁使心腎二火交映生
輝袁心君離照袁腎火凝陰袁馬戟肉尧杜仲尧補骨脂尧免絲
補腎益精袁以壯火之源袁白朮尧山藥尧芡實益氣健脾袁
資助氣血生化之本袁人參大補元氣袁振奮全身之陽而
暖胞宮遥 契陰含陽袁遂成 溫之氣遥 綜觀全方尙嫌固
攝太膩袁化氣運中不足袁用之更須化裁袁切勿拘泥遥 余
臨證治此虛寒不孕者袁曾用叶濟陰綱目曳十全濟陰丸
渊當歸身酒洗尧熟地黃香附子童便煮各四兩袁干山藥尧
白朮各二兩五錢袁枸杞子尧人參各二兩袁靳艾葉去梗
筋二兩袁川芎尧白芍藥尧丹皮尧紫石英火煅淬各一兩五
錢袁澤蘭一兩袁紫河車一具袁炙甘草五錢冤袁酌減藥量
而以湯劑服用袁頗能取效遥

四尧虛寒不孕要要要溫土毓麟湯
主治院虛寒不孕遥
巴戟肉一兩去心酒浸袁淮山藥五錢炒袁覆盆子一

兩酒浸蒸袁白朮五錢土炒袁人參三錢袁神曲一錢炒遥
原意院有飲食不運袁胸膈脹滿袁時多嘔泄袁久不受

孕者袁此乃脾胃虛寒遥 脾胃虛寒由於心腎袁胃土非心
火不生袁脾土非腎火不化遥 心腎火衰袁土失生氣袁旣不
能消水谷袁以運化精微袁自無津液以灌漑胞胎遥 矧基
脾胃不鍵袁則帶脈必然無力袁即能受孕袁亦恐附落遥 治
宜補腎命門與心包絡之火袁以溫脾胃二經之火遥

按院婦人有稟性恬淡袁飲食不喜葷腥袁或稍食魚
肉之補袁便欲作嘔袁此乃脾胃有寒袁精微失運袁以致冲
任失蔭袁帶脈不固袁未能受孕遥 然脾胃虛寒袁乃心腎無
火暖之故遥 今宜溫補心腎之陽袁俾益脾胃之機袁而煦

胞宮固帶脈遥 方中巴戟肉尧復盆子溫腎陽以暖脾土袁
配山藥尧白朮益氣分健脾袁人參補氣扶陽袁俾補火生
土袁聯心腎兩得之靈袁神曲醒胃口以暢納谷之用遥 但
方中着重於補命門之火袁而補心包絡之火藥力淺薄袁
余用之多加肉桂尧附子尧五味子尧杜仲袁以增強補心包
絡之火效力袁取效更佳遥

五尧少腹急迫不孕要要要寬帶湯
主治院少腹急迫不孕遥
人參三錢袁麥冬三錢去心袁五味子三分炒袁建蓮

子二十粒不去心袁熟地五錢袁當歸二錢酒洗袁白芍三
錢酒炒袁杜仲三錢炒黑袁巴戟肉五錢酒浸袁補骨脂一
錢半鹽水浸袁肉蓯蓉三錢洗凈袁白朮一兩土炒遥

原意院婦人有少腹之間自覺緊迫不舒袁不能生育
者袁此乃帶脈之拘急遥 帶脈係于腰臍之間袁宜舒不宜
急遥 今脾胃之氣不足袁則腰臍之氣不利袁必致帶脈拘
急袁牽支胞胎遥 精果直射胞胎袁或亦暫能茹納袁而力難
附載袁勢必動搖袁又或不能節欲袁安保其不能隨孕隨
墜乎钥 治宜大補脾胃之氣與血袁而利腰臍之氣遥

按院婦人受孕育胎袁除了冲任爲主袁而帶脈亦屬
相賴之根袁帶脈弛張舒徐袁才能勾通冲任二氣袁爲行
胎孕之權遥 因脾胃虛弱袁腎氣不足袁腰臍間無氣袁以致
閉而不能相輸袁則作拘急之狀遥 累及胞宮不能成孕遥
此雖病在帶脈袁 實及脾腎虛弱遥 治宜大補脾腎氣與
血袁則帶脈可舒遥 方中以人參配麥冬尧五味子尧白芍起
酸甘化陰之用袁收斂肝膽之液袁平抑肝火袁則木不侮
土曰以人參配白朮尧蓮子益氣健脾袁利腰臍之氣曰以熟
地尧當歸配白芍柔肝養血曰杜仲尧巴戟肉尧補骨脂尧肉
蓯蓉配五味子補腎塡精袁俾精血充裕氣化無窮遥 此方
乃大補脾腎之劑袁臨床用之多感滋膩袁必須加減靈活
應用遥

六尧嫉妒不孕要要要開郁種玉湯
主治院嫉妒不孕遥
當歸五錢酒洗袁白芍一兩酒炒袁白朮五錢土炒袁

茯苓三錢去皮袁丹皮三錢酒洗袁天花粉二錢袁香附三
錢酒炒遥

原意院婦人有懷抱素惡不能生子者袁此乃肝氣鬱
結遥 肝木不舒袁必致心腎不交袁而又下克脾土袁則腰臍
之力弱袁任帶之氣塞袁胞胎之門亦因之閉矣遥 治法解
肝郁袁以通三經之氣遥

按院郁氣之病袁未必皆因于嫉妒袁亦有陰血不足袁
則肝木不條達作郁袁或情志不遂袁心亦俱郁袁肝之郁
氣凌脾袁及致肝火脾土兩互伐腎袁致元精郁閉袁頭昏
經亂袁冲任失常袁不能受孕遥 方中以丹皮泄肝膽鬱熱袁
白芍斂肝陰而藏血袁善能平肝暢木臟袁當歸尧白朮補
血扶脾以遂統血之權袁 茯苓寧心益志袁 並能滲濕運
中袁香附能從氣入營袁宣五志之郁袁天花粉解郁除煩袁
且能旁通五臟之隅袁以醒諸竅遥 據先師方賢和所云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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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氣之病袁乃五臟俱可得之遥 綜觀越鞠丸之解六郁袁
亦可知氣尧血尧濕尧痰尧食尧火等袁均能作崇生郁遥 故余
臨證多配用瓜萎尧薤白尧百合解肺絡之郁袁宣通胸痹曰
郁金尧丹參尧赤芍尧絳香尧川椒主靈袁暢心脈之閉曰葛
花尧枳殻尧枳具尧茶葉尧荷梗角脾郁祛痰滯曰連翹尧葛根
解胃經之熱袁排胃氣之郁曰砂仁尧玫瑰尧葦莖除肝火與
經絡之火郁袁清芬僻穢尧以祛上行之霧袁此皆解郁寧
志清絡之品袁臨床可隨證選用遥

七尧肥胖不孕要要要加味補中益氣湯
主治院肥胖不孕遥
人參三錢袁黃芪三錢生袁白朮一兩土炒袁當歸三

錢酒洗袁甘草一錢袁柴胡一錢袁升麻四分袁陳皮五分袁
茯苓五錢遥 半夏三錢制遥

原意院身體肥胖袁絶無病恙而不孕者袁爲濕盛而
氣虛袁乃脾土自病也遥 每見濕盛者多肥胖袁肥胖者多
痰涎袁外似壯而內實虛者袁內虛則氣衰袁而濕益不行遥
勢必浸淫于胞胎之內袁而日積月累袁胞胎竟作汪洋之
窟矣遥 且肥胖之婦袁內肉必滿袁遮隔子宮袁精不能受袁
又加以水濕之盛袁且易化精成水遥 治法宜益氣健脾袁
泄水化痰遥

按院婦人肥胖之體袁陽氣自必不固袁氣虛多濕袁或
因素喜肥甘補品袁亦有不從事勞動袁致肌肉豐滿袁筋
骨獃滯袁更使氣機失暢遥 常喜膏梁厚味袁更助聚濕積
痰遥症見形體豐肥遲鈍袁行走不便袁而腰酸足跗腫遥更
有痰濕如水內注袁如泥內窒袁逐漸阻塞胞宮袁致使不
孕遥如上諸症袁乃渾身爲濕所蒙袁不獨冲任二脈也遥法
宜益氣升陽袁排痰祛濕遥 方以補中益氣湯合二陳湯化
裁應用遥 以黃芪益氣袁人參尧甘草補中助之袁佐白朮健
脾袁當歸補血袁陳皮尧半夏尧茯苓理氣和中祛濕袁更用
升舉清陽之升麻尧 柴胡以爲引使袁 俾清陽舉而濕濁
化袁氣血充冲任固袁種玉之期可待遥 若痰濕膠膩難化
者袁宜用叶濟陰綱目曳消脂膜導痰湯渊半夏制尧南星火
炮尧桔紅尧枳殻去穰麩尧茯苓尧滑石硏細各一錢袁川芎尧
防風尧羌活各五分袁車前子七分袁生薑五片冤袁其祛濕
化痰力更勝遥

八尧骨蒸夜熱不孕要要要清骨滋腎湯
主治院骨蒸夜熱不孕遥
地骨皮一兩酒洗袁丹皮五錢袁石斛二錢袁麥冬五

錢去心袁元參五錢酒洗袁沙參五錢袁五味子五分炒硏袁
白朮三錢土炒遥

原意院婦人有骨蒸夜熱袁偏體火焦袁口干舌燥袁咳
嗽吐沫袁難於有子袁乃骨髓內熱袁所以有礙胞胎也遥 胞
胎上系心包袁系心包者通於心袁心者陽也曰下則係于
命門袁系命門者通于腎袁腎者陰也遥 胞胎旣通于腎袁而
骨髓即腎之所化袁骨髓過熱袁骨中空虛袁惟存火烈之
氣袁而胞胎不得骨髓之養袁亦何能不熱哉遥 治法必先
補其腎陰袁而後骨熱可解袁珠露乃有涵濡之喜遥 王太

僕曰院野壯水之主袁以制陽光冶遥 其亦此旨乎遥
按院腎主骨藏精袁而髓又藏于骨之中袁倘若骨髓

內熱袁灼爍骨中之陰津袁暗耗腎精袁則熱更甚袁互成因
果遥 然冲任二脈袁亦爲肝腎所隸之區袁骨髓之熱必迫
及胞宮袁燒灼男子之精袁縱得歡娛好合袁亦難得偶成
胎孕遥 譬之汪洋之澤固不生草袁而龜袋之田豈能揷秧
乎钥此宜滋腎中之水袁泄骨中之熱遥方中以地骨皮尧丹
皮泄腎火退虛熱袁配沙參尧麥冬尧元參尧石斛之甘寒養
陰增液袁助上藥灑陳髓中之炎袁合五味之酸斂而成酸
甘化陰之美袁元參伍丹皮成酸苦涌泄之意遥 且能養肝
寧腎袁除蒸退火袁但慮此方多甘寒酸斂之品袁有礙脾
胃袁故配白朮益氣健脾袁俾肝脾腎協調袁陰足火逝袁陰
陽調和袁諸症可愈遥

九尧腰酸腹脹不孕要要要升帶湯
主治院腰酸腹脹不孕遥
白朮一兩土炒袁人參三錢袁半夏一錢制袁神曲一

錢炒袁沙參五錢袁肉桂一錢去粗皮袁茯苓三錢袁莓梨粉
三錢袁鱉甲三錢炒遥

原意院婦人有腰背酸楚袁疝瘕腹脹袁不能久坐久
立而不孕者袁久任督之困也遥 夫任脈行身之前袁督脈
行身之後袁 皆從帶脈而上下行也遥 任脈虛則帶墜于
前袁督脈虛則帶墜于後遥 任督

十尧便澀腹脹足浮腫不孕要要要化水種子湯
主治院便澀腹脹足浮腫不孕
巴戟一兩鹽水浸袁白朮一兩袁人參三錢袁兔絲子

五錢袁芡寮五錢袁茯苓五錢袁車前子二錢酒炒袁肉桂一
錢去粗皮硏遥

原意院婦人小水艱澀袁腹脹腳腫袁不能受孕者袁乃
膀胱之氣不化也遥 蓋人身水濕之氣必走膀胱袁而膀胱
不能自化袁必得腎氣以相通袁始能化水以出遥 不得期
氣袁則水濕不化袁而且滲入胞胎之內袁此又何能生物
出哉钥 治法必須壯腎水以化胞胎之濕袁益腎火以消膀
胱之水遥

按院婦人腎中之火無權袁則膀胱氣化失職袁水濕
擠泌袁胞胎因之成爲澤國袁不能得孕成胎袁此宜祛胞
胎之濕袁轉氣化之機遥 方中以肉桂溫補命門之火袁煕
暖胞胎袁驅水散翳袁人參扶據點助陽袁以振奮腎氣袁配
巴戟補腎壯元氣袁白朮益氣健中袁合兔絲子固腰系袁
芡實攝下陷之機袁鞏固脾腎之術袁茯苓配車前子旣能
補中滲濕袁又可利水泄遂袁水濕自化無遺遥 治療間更
宜注意生活調撮袁勿犯房幃袁勿飲酒醴袁勿貪葷腥之
味袁勿疲乏過極袁則服藥方能有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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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閩人的台灣志書及叶台灣府志曳
台灣府1684年隸屬福建省袁1885年才設台灣省遥

經查袁 台灣很多方志的編纂工作多由閩人負責編纂
的院楊英渊泉州人冤的叶從證實録曳袁江日升渊同安人冤的
叶台灣外記曳袁林謙光渊長樂人冤的叶台灣記略曳袁林鶴年
渊安溪人冤的叶東海集曳袁林豪渊鷺江人冤的叶東瀛記事曳袁
夏琳渊南安人冤的叶閩海紀要曳袁陳第渊連江人冤的叶東番
記曳袁陳旻錫渊廈門人冤的叶海上見聞録曳袁以及近代連
橫渊龍溪人袁中國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的祖父冤的叶台
灣通史曳等等遥

叶台灣府志曳 通常是指蔣毓英在康煕二十四年
渊1685年冤纂編及高拱乾在康煕三十四年渊1695年冤纂
編的兩部地方誌遥 蔣毓英渊浙江諸曁人冤系由泉州知
府移任首任台灣知府袁高拱乾渊陝西關中人冤則由泉
州知府升補分巡台廈兵備道遥 廈門大學台灣硏究所
陳碧笙敎授把兩者作一比較袁 確認 野蔣志爲首創之
作袁沒有半點憑藉袁而有此成就袁可謂來之不易冶袁野兩
志在沿革尧風俗歲時尧古迹尧流寓等項多幾乎完全相
同袁其中物産也基本相同袁而種類和注釋袁高志則較
爲簡單袁或者高志大半沿襲蔣志遥 冶下面所涉及的內
容爲蔣毓英纂編的叶台灣府志曳遥

叶台灣府志}共125頁袁仿宋體袁共約5萬字袁分12
卷25目遥 叶台灣府志曳卷之四野物産冶稱院野是以泉府之
掌袁秕王此珠卉服兼收袁算地之書袁煮海鑄山並重遥 冶
可見叶台灣府志曳是沿用叶泉州府志曳的體例遥
二尧叶台灣府志曳野物産冶中的用藥品種

渊台灣府志冤野物産冶中的野藥之屬冶渊藥用品種冤計
列天門冬尧土茯苓尧鹿茸尧鹿角膠尧鹿角霜尧硫磺尧穿山
甲尧柏菰尧藍茶菰尧三柰尧山藥尧藕節尧地骨皮尧香附尧薑
黃尧南星尧穿山龍尧土木通尧松寄生尧薏苡尧白扁豆尧通
草尧水燭尧蛇草尧艾尧益母草尧木賊草尧蒲公英尧薄荷尧澤
蘭尧斑節相思尧白鷄冠尧郁李子尧車前子尧蓖麻子尧草
果尧蟬退尧白蒺藜尧鵝管石尧石決明等44種遥 除了薑黃尧
南星尧穿山龍尧土木通尧松寄生尧木賊草尧蒲公英尧薄
荷尧澤蘭尧斑節相思尧車前子尧蓖麻子尧草果等工13昧袁
僅列品種而未加注釋外袁其他則能簡要記録形狀尧産
地尧治療功效援鷄冠花尧金銀花尧鹿耳子尧益母草尧藍茶
菰尧蓖麻尧穿山甲尧石決明尧蟬蛻卻重複列在花之屆尧
木之屬尧介之屬尧蟲之屬遥 而在其他野物産冶中列在貨
之屬尧草之屬尧果之屬尧鱗之屬尧羽之屬等可供藥用達
200種以上遥

三尧野物産冶中藥用品種的地方特色

台灣的地方語言是閩南語袁叶台灣府志曳 可供藥
用的野物産冶袁有的命名用閩南漳泉一帶的地方名袁有
的內容則引用叶泉州府志曳的注釋袁如院

野香附冶院叶台灣府志曳注釋是院野俗稱塗香袁叶泉州
府志曳載名香附子遥 冶咱按院閩南一帶俗稱野塗香冶遥 暂

野穿山甲冶院叶台灣府志曳注釋是院野即鯪鯉袁力能穿
山袁其甲堅硬袁名穿山甲遥 叶泉州府志曳名鯪鯉袁呼穿山
甲援冶咱按院閩南尧台灣有俚諺院穿山甲袁不留行袁産婦食
了乳長流遥 野長流冶意爲野通乳冶遥 暂

野三柰冶院叶台灣府志曳注釋是院野根頗似姜遥 冶咱按院
經王人鎮先生考證袁三柰當爲山柰袁閩南語呼野山冶爲
野三冶袁野山柰冶訛爲野三柰冶遥

野菜瓜冶院叶台灣府志曳注釋是院野或呼鼠瓜袁形似筲
瓜而差小袁長五六寸許袁色緑而皮粗袁老則成布袁俗呼
天羅布遥叶泉州府志曳名鼠瓜遥冶咱按院菜瓜尧鼠瓜均爲閩
南尧台灣的俗呼袁實爲絲瓜袁天羅布即絲瓜絡遥 暂

野豬母莧冶院叶台灣府志曳 注釋是院野莖紅可食遥 冶
咱按院漳泉一帶及台灣均另呼野豬母菜冶袁學名當爲馬
齒莧遥 暂

野蛇冶院叶台灣府志曳的注釋是院野種類甚多遥 曰水
蛇尧曰草花蛇袁皆水蛇袁曰紅蛇尧靑竹蛇尧百步蛇尧飯匙
蛇尧簸箕甲蛇袁皆陸處遥 冶咱按院飯匙蛇及簸箕甲蛇皆是
閩南語命名袁學名分別是目鏡蛇尧銀環蛇遥 暂

野樟冶院叶台灣府志曳的注釋是院野木理潤密袁可爲器
材袁氣辛味烈袁熬其成腦袁取置水上袁火燃不熄袁人呼
樟腦是也袁台莫識熬法遥 冶咱按院台灣樟樹之多袁分布之
廣袁居世界之冠袁在人造樟腦出現之前袁台灣出産的
樟腦佔世界市場80豫遥 相傳袁台灣製作樟腦尧樟腦油
是南安人鄭芝龍冤民族英雄鄭成功之父渊組織大陸泉
州一帶的移民開發的遥 暂

除此袁叶台灣府志曳野物産冶中可供藥用品種袁有的
命名用閩南俗語袁 在注釋中則注明正常的學名遥 如
野塗豆冶注明是野落花生冶袁野乳豆冶注明是野扁豆冶袁野鎖
管冶注明是野靜瓶魚冶袁野鹿葱冶注明是野萱草袁亦名忘
憂遥 冶有的命名用正常的學名袁在注釋中則注明閩南
語的俗稱袁如野蒼耳子冶注明俗呼野羊帶來冶袁野石決明冶
注明俗呼野鰒魚冶尧野七孔冶遥
四尧叶台灣府志曳野物産冶中藥用品種的典故

叶台灣府志曳野物産冶中可供藥用的品種袁有的注
釋引用了一些典故袁典故是神話衍化而來的袁而從深

叶台灣府志曳野物産冶中的藥用品種

泉州市中醫院 郭鏡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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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背景來看袁可追溯到古代中原遺迹援諸如院
野蜥蜴冶院叶台灣府志曳注釋是院野居墻壁間袁北人呼

曰蜴虎遥 有四種曰曰石龍子袁曰山龍子袁曰石蜴袁曰守
宮遥 漢武帝年日取以丹朱袁和脂飼之袁身盡赤袁至次年
午日搗之袁以塗宮人臂上袁有所私者袁塗之即消袁故各
曰守宮遥 冶咱按院野蜥蜴冶並非專指野守宮冶袁野蜥蜴冶俗名
野四腳蛇冶袁體形比守宮粗大袁多生活在草叢里遥 野守
宮冶身長約10厘米袁常用處方用名是壁虎遥 暂

野鹿葱冶院叶台灣府志曳注釋是院野一名萱草袁亦名忘
憂遥 詩雲院耶焉得諼草遥 言樹之背爷袁是也遥 相傳謂妊婦
佩則生男袁又名宜男遥 其葉似蘭袁垂其跗六出袁一千數
跗遥 冶咱按院其相傳令人不可信服袁只作傳説而已遥 暂

野烏賊冶院叶台灣府志曳注釋是院野八足集在口袁縮喙
在腹袁一名黑魚援或曰秦始皇游東海袁棄黑袋于海化
之袁故口猶吐黑水遥 叶談苑曳雲院用以寫字袁其字迹經年
即化遥 冶E按院野烏賊冶是軟體動物袁供藥用多爲烏賊骨
狀內殻袁即烏賊骨冤海螵蛸遥

結 語

台灣同胞是華夏的分支袁同屬炎黃子孫遥 叶台灣
府志曳野物産冶可供藥用的品種袁其名稱尧注釋尧藥用範
圍等等袁與閩南一帶有很多雷同袁足以説明福建對台
灣的醫藥傳播是深遠的袁 更佐證了台灣醫藥史是中
華醫藥史的組成部分袁台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部分遥

我國近代名醫張錫純先生袁在其代表作叶醫學衷
中參西録曳中善用黃芪袁且見解獨到袁每創新意袁對後
世臨床用藥産生了一定影響遥
1 叶醫學衷中參西録曳使用黃芪的基本情况

叶醫學衷中參西録曳中含黃芪的方劑共34首袁
其中湯劑28首渊佔82.4%冤袁丸劑3首渊佔8.8%冤袁散劑2
首渊佔5.9%冤袁膏劑1首渊2.9%冤曰黃芪在諸藥中排位第
一者21首渊佔61.8%冤袁排位第二者11首渊佔32.4%冤袁排
位第五者1首渊佔2.9%冤袁排位第六者1首渊佔2.9%冤曰方
中用黃芪每日量9克及其以下者11首渊佔32.4%冤袁9克
以上至18克者18首 渊佔52.9%冤袁18克以上者5首 渊佔
14.7%冤曰方中用生黃芪者33首渊佔97.1%冤袁用炙黃芪
者1首渊佔2.9%冤遥

可見袁張氏喜用生黃芪入湯劑袁且在方劑中多作
主藥袁其用量多與當今法定劑量相近遥
2 張錫純對黃芪的獨特認識

2.1 野生用熟用冶説 張錫純謂院野黃芪入湯劑袁生用即
是熟用袁不必先用蜜炙遥 若丸散劑中宜熟用者袁蜜炙
可也遥 若用治瘡瘍袁雖作丸散袁亦不宜炙用遥 冶並列舉
王洪緒叶外科證治全生集曳的觀點爲佐證遥 一方面袁張
氏野黃芪入湯劑袁生用即是熟用冶之説與經典理論及
通行用法相悖曰另一方面袁張氏34首含黃芪的方劑中
有33首用生黃芪袁且屢獲奇效遥 此問題頗値得探討遥
2.2 野發汗止汗冶説 張錫純指出袁黃芪野生用發汗尧熟
用止汗冶之説袁尤爲荒唐遥 蓋因氣分虛陷而出汗者袁服
之即可止汗袁 因陽強陰虛而出汗者袁 服之轉大汗汪
洋遥 若氣虛不能逐邪外出者袁與發表藥同用袁亦能出
汗遥 是知其止汗與發汗不在生熟袁 亦視用之者何如

耳冶 遥 張氏嚴厲批判了庸醫的錯誤觀點袁深入闡發了
黃芪發汗尧止汗的作用機理遥
2.3 野配伍知母冶説是書含黃芪的方劑34首袁用知母的
方劑29首袁黃芪配伍知母者達13方之多遥 張錫純通過
病案袁並運用陰陽應象理論袁深刻闡述了黃芪與知母
共用的玄妙之義院野治一婦人袁年近五旬袁身熱勞嗽袁
脈數幾至八至遥 先用六味地黃丸袁加減作湯服不效袁
繼用左歸飲加減亦不效遥 愚忽有會悟袁改用生黃芪六
錢尧知母八錢爲方袁數劑見輕袁噎噎以後凡遇陰虛有
熱之證袁其稍有根柢可挽回者袁于方中重用黃芪尧知
母袁莫不隨手奏效遥 冶野蓋人稟天地之氣以生袁人身之
氣化即天地之氣化袁 天地將雨之時袁 必陽氣溫暖上
昇袁而後陰雲會合大雨隨之遥 黃芪溫升補氣袁乃將雨
時上昇之陽氣也曰知母寒潤滋陰袁乃將雨時四合之陰
雲也遥二藥並用袁大具陽升陰應雲行雨施之妙遥冶臨床
實踐證明袁黃芪大劑量久用袁常常導致燥熱內生尧氣
火升逆袁若野用知母涼潤之冶則無此弊遥
3 叶醫學衷中參西録曳方劑中黃芪的作用

3.1 補氣升氣 張錫純曰院黃芪野能補氣袁兼能升氣袁
善治胸中大氣下陷冶遥 野爲其補氣之功最優袁故推爲補
藥之長袁而名之曰耆也冶遥 黃芪之效用袁首推補氣袁觀
錫純所用者袁計有如下幾種院補脾益氣尧升補大氣尧升
達肝氣尧扶助元氣尧補氣托瘡等遥 野升陷湯袁以黃芪爲
主者袁因黃芪旣善補氣袁又善升氣遥 冶醒脾升陷湯野方
中用黃芪尧白術尧甘草以升補脾氣袁即用黃芪同寄生尧
續斷以升補肝氣袁噎噎黃芪與寄生並用袁又爲塡補大
氣之要藥也冶遥 張氏在描述清金益氣湯的作用時謂院
野一婦人袁年四十袁上焦發熱袁咳吐失音袁所吐之痰自

叶醫學衷中參西録曳使用黃芪經驗考識

河南護理職業學院 潘登善渊安陽 4550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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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腥臭袁漸漸羸瘦袁其脈弦而有力遥 投以清火潤肺之
藥袁數劑不效遥 爲制此方袁于大隊清火潤肺藥中袁加生
黃芪一味以助元氣袁 數劑見輕袁 十餘劑後袁 病遂痊
癒遥冶振頽湯野方中用黃芪以補大氣冶遥玉液湯野方中以
黃芪爲主袁得葛根能升元氣冶遥 野消渴證袁噎噎若肺體
非熱袁因腹中氣化不升袁輕氣即不能上達于肺袁與吸
進之氧氣相合而生水者袁當用升補之藥袁補其氣化袁
而導之上昇袁此拙擬玉液湯之義也遥 冶滋脺飲野以黃芪
爲主藥袁爲其能助脾氣上昇袁還其散精達肺之舊也冶遥
升肝舒郁湯中野黃芪與柴胡尧芎並用袁補肝即以舒肝袁
而肝氣之陷者可升冶遥 砂淋丸中野諸藥皆消破之品袁恐
于元氣有傷袁故加黃芪以助氣分袁氣分壯旺袁益能運
化藥力冶遥 內托生肌散中野重用黃芪袁補氣分以生肌
肉冶遥加味桂枝代粥湯野加黃芪升補大氣冶 遥培土舒肝
湯用黃芪三錢野爲補脾胃之正藥袁同桂枝尧柴胡袁能助
脾氣之升冶遥 玉燭湯中野黃芪爲氣分之主藥袁能補氣更
能升氣冶 遥
3.2 補氣生血 黃芪有補氣生血之效遥 有形之血袁生
於無形之氣袁故野血脫者袁益其氣冶遥 因而以黃芪配補
血之品袁可補氣生血袁故又稱野氣中血藥也冶遥 張錫純
在加味補血湯項下雲院野古方有補血湯袁其方黃芪尧當
歸同用袁而黃芪之分量袁竟四倍于當歸袁誠以陰陽互
爲之根袁人之氣壯旺者袁其血分自易充長遥 噎噎是以
此方不以當歸爲主藥袁而以黃芪爲主藥也遥 冶滋乳湯
用于野乳少由於氣血虛或經絡瘀者冶袁其中用黃芪取
其補氣生血之效遥
3.3 益氣固表 黃芪能益氣固表遥 叶本草匯言曳 雲院
野黃芪袁補肺健脾尧實衛斂汗尧驅風運毒之藥也袁故陽
虛之人自汗頻來袁乃表虛腠理不密袁黃芪可以實衛而
斂汗遥 冶錫純認爲袁野表虛自汗者袁可用之以固外表氣
虛冶遥 加味玉屛風散野原爲預防中風之藥袁故用黃芪以
固皮毛袁白術以實肌肉袁黃蠟尧白礬以護膜原遥 猶恐破
傷時微有感冒袁 故有用當歸尧 防風尧 桂枝以活血散
風冶遥 野自擬此方以來袁凡破傷後恐中風者袁俾服藥一
劑袁永無意外之變袁用之數十年矣遥 冶
3.4 保攝氣血 張錫純在談到逐風湯中蜈蚣的副作
用時指出袁野叶神農本草經曳謂有墜胎之弊袁而中風抽
掣袁服他藥不效者袁原不妨用遥 噎噎况此方中袁又有黃
芪尧當歸以保攝氣血袁則用分毫何損哉遥 冶理中湯中
野用三棱尧莪術以消冲中瘀血袁而即用參尧芪諸藥袁以
保護氣血袁則瘀血祛而其血不至傷損冶遥 理中丸中用
黃芪亦爲此義遥
3.5 溫補肺陽 張錫純在解釋黃芪膏方義時曰院野有
時薄受風寒袁及令屆冱寒之時袁肺葉收縮袁則瘀者益
瘀袁噎噎肺中之氣化袁瘀而且喘袁痰涎壅滯袁而嗽作
矣遥 故用黃芪以補肺之陽袁山藥以滋肺之陰袁茅根以
通肺之竅袁俾肺之陰陽調和袁竅絡貫通袁其闢之力自

適均也遥 冶
3.6 補氣固崩 張錫純在固冲湯條下談到院野曾治一
婦人袁年四十許遥 驟得下血證甚劇袁半日之間袁即氣息
奄奄袁不省人事遥 其脈右寸關微見袁如水上浮麻袁不分
至數袁左部脈皆不見遥 急用生黃芪一兩袁大火煎數沸
灌之袁六部脈皆出遥然微細異常袁血仍不止遥噎噎遂爲
固冲湯方袁將方中黃芪改爲一兩遥 早十一點鐘袁將藥
服下袁至晩三點鐘袁即愈如平時遥 冶可見袁黃芪具有良
好的補氣固崩作用遥
3.7 補氣益陰 叶名醫別録曳謂黃芪野逐五臟間惡血
噎噎益氣袁利陰氣冶袁具有益氣止渴之功遥 張錫純講到
十全育眞湯時指出袁野勞瘵者多損腎袁 黃芪能大補腎
氣袁以益腎水之源袁使氣旺自能生水袁而知母又大能
滋肺中津液袁俾陰陽不至偏勝袁即肺臟調和而生水之
功益普也冶遥
3.8 祛風驅邪 活絡祛寒湯野證寒在經絡袁不在臟腑遥
經絡多行于肌肉之間袁故用黃芪之溫補肌肉者爲君袁
俾其形體壯旺袁自能勝邪遥 又佐以溫經絡尧通經絡諸
藥品袁 不但能袪寒袁 且能散風袁 此所爲血活風自去
也冶遥 和血熄風湯治産後受風發搐袁野若血虛而氣亦虛
者袁又當以補氣之藥輔之遥 而補氣之藥以黃芪爲最袁
因黃芪不但補氣袁實兼治大風也冶遥 張氏曾以加味玉
屛風散重用黃芪一兩袁加蜈蚣兩條或鹿角膠三錢袁分
別治療槍傷破傷風和傷後因房事不戒中風抽掣袁均
獲奇效袁以致錫純驚嘆院野夫愚擬此方袁原但爲預防中
風袁而竟如此多效袁此愚所不及料者也冶 遥
3.9 利水消腫 錫純曰院野黃芪性溫味微甘袁噎噎小便
不利而腫脹者袁可用之以利小便遥 冶張氏創制升麻黃
芪湯袁方中重用黃芪袁佐以當歸尧升麻尧柴胡袁主治小
便滴瀝不通遥 他分析袁野水腫之證袁有虛有實袁實者似
不宜用黃芪遥 然其證實者甚少袁而虛者居多遥 至其證
屬虛矣袁又當詳辨其爲陰虛陽虛袁或陰陽倶虛遥 陽虛
者氣分虧損袁可單用尧重用黃芪遥 陰虛者其血分枯耗袁
宜重用滋陰之藥袁 兼取陽生陰長之義袁 而以黃芪輔
之遥至陰陽俱虛者袁黃芪與滋陰藥可參半用之冶遥他進
一步認爲袁三焦之氣化不升則不降遥 小便不利往往因
氣化下陷尧郁于下焦尧滯其升降流行之機所致遥 野故用
一切利小便之藥不效袁而投以升提之藥恆多奇效遥 是
以拙擬此湯袁不但能治轉胞袁並能治小便癃閉也冶 遥

渊作者簡介院潘登善袁男袁漢族袁1954年11月出生袁 1978年8
月畢業于河南中醫學院遥現任河南護理職業學院副院長尧主任

藥師袁市優秀專家袁河南省衛生職業敎育集團秘書長袁河南省

衛生經濟協會常務理事遥長期從事中藥敎學尧中藥硏究和臨床

藥學工作遥 發表論文40多篇袁出版學術專著尧國家規劃敎材12
部袁獲得省敎育科硏成果奬3項遥榮獲野河南省衛生系統辦公室

工作先進個人冶尧野安陽市職業敎育先進工作者冶等稱號遥電話院
0372-2923432曰移動電話院13503728078曰傳眞院0372-2924084曰
電子郵箱院pds1000@163.co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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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藥聯合應用是臨床醫生治療病人的一種行
之有效的方法遥 中西藥相結合可取長補短袁 增強療
效袁治愈並挽救了無數的生命袁給患者帶來了健康曰
但如果盲目使用袁不僅造成資源浪費袁增加了患者的
經濟負擔且産生許多不良後果袁 給患者的健康乃至
生命造成了極大的影響遥 如何安全有效袁合理使用袁
提高療效袁降低消耗袁避免濫用藥物是基層醫療單位
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袁 也是臨床藥學須硏究解決及
普及的主要內容袁 作爲從事多年基層藥劑工作者現
就我們的點滴體會與廣大老師同仁討論袁 以起抛磚
引玉之用遥
1 含甙成份的中藥不宜與維生素C同服院

因維生素C是碱性藥物袁甙類在酸性過強的條件
下袁有可能使甙分成甙元和糖袁從而影響療效遥 因此袁
凡含甙類成份的中藥如渊黃芩尧人參尧龍膽草尧砂仁尧
遠志尧柴胡等冤均不宜與維生素C同服遥
2 含有鞣質的中藥或中成藥不宜與維生素B1尧紅
霉素尧氯霉素尧磺胺類尧乳酶生尧多酶片尧胃蛋白酶合

用遥
含有鞣質的中藥如渊五倍子尧桂皮尧狗脊尧側柏葉

等冤中成藥如 渊四季靑片尧虎杖浸膏尧感冒寧尧復方千
日紅尧腸連片尧舒痔丸尧七厘散冤等遥 因爲鞣質可與維
生素B1結合産生沉澱袁 不被吸收得用袁 所以不宜合
用曰與紅霉素袁氯霉素同用可使紅霉素尧氯霉素失去
活性而降低療效曰再如含鞣質的石榴皮尧地楡尧酸棗
仁尧五倍子等與磺胺類聯合應用袁可致中毒性肝病遥
與乳酶生尧多酶片合用可降低療效或失效袁含鞣質的
中成藥與胃蛋白酶聯用袁 鞣質能使胃蛋白酶滅活而
影響吸收袁降低胃蛋白酶的療效遥
3 含有機酸的中藥不宜與紅霉素尧磺胺類尧水楊酸

類等同用院
因紅霉素在碱性條件下抗菌作用才能得以發

揮袁而含有機酸的中藥 如渊山楂尧五味子尧山楂丸尧保
和丸冤等口服後可酸化胃液袁提高酸度袁使紅霉素失
去抗菌作用遥 再如渊烏梅尧蒲公英尧五味子尧山茱萸尧等
含有機酸的中藥與磺胺類聯用易引起磺胺類藥物在
尿中結晶袁增加腎臟負擔袁引起尿閉和血尿袁與水楊
酸類聯用會增加水楊酸藥物在腎臟的重吸收袁 從而
增強作用袁 同時也加重毒性反應袁 所以不宜聯合應

用遥
4 穿心蓮片不宜與紅霉素同用院

中藥穿心蓮是清熱解毒藥物袁具有清熱解毒尧燥
濕之效袁可用于肺膿腫袁其作用不是直接抑菌袁但能
提高機體的細胞呑噬細菌能力袁 發揮消炎解毒之作
用曰 紅霉素等抗生素能抑制穿心蓮的促白細胞呑噬
功能作用袁從而降低療效遥
5 降礬丸不宜與四環素類尧 氯霉素類等抗生素同

用院
降礬丸爲中醫治療黃胖病冤 鈎蟲病 渊的有效成

藥袁以降礬爲主藥袁主含硫酸亞鐵尧銅尧鋅尧鎂等袁其所
含金屬離子Fe2+尧Mg2+可與四環素抗生素結合袁形
成不易吸收的鰲合物袁使彼此吸收減少袁療效降低遥
降礬丸同時也是中醫治療貧血的代表中成藥袁 其療
效取決其所含的硫酸亞鐵量袁 氯霉素分子中的硝基
苯基團能直接抑制細胞對鐵的攝取與吸收袁 使鐵劑
的藥效減弱或消失遥 所以不宜合用遥
6 中成藥速效傷風膠囊不宜同服撲熱息痛院

中成藥速效傷風膠囊系由牛黃尧 咖啡因尧 撲爾
敏尧撲熱息痛等中西藥組成袁其中撲熱息痛能影響機
體免疫系統袁抑制骨髓袁如果本品再與西藥撲熱息痛
並用袁就會相互增強對骨髓的抑制袁導致再生障礙性
貧血的發生遥
7 含鈣量多的中藥不宜與洋地黃同用院

含鈣量多的中藥如渊石決明尧珍珠母尧虎骨尧牡
蠣尧石膏冤等其湯劑如白虎湯尧竹葉石膏湯等袁因這鈣
離子對心臟的作用與洋地黃類似袁 能加強心肌收縮
力袁增加洋地黃的作用袁同時也使毒性增強袁易引起
心律失常和房室傳導阻滯遥
8 人參不宜和洋地黃同服院

人參的部份分子結構類似洋地黃糖甙袁 其強心
作用主要是直接興奮心肌袁人參與洋地黃合用袁能相
互增強作用易發生洋地黃中毒反應袁 所以服用地高
辛治療期間應愼用人參袁如需要聯合應用袁應適當調
整劑量遥
9 含有麻黃的中成藥不能與痢特靈同用院

因痢特靈可抑制體內單胺化酶的活性袁 使去甲
腎上腺素袁多巴胺袁5原羥色胺等不被破壞袁而貯存于
神經末梢袁與含有麻黃的中成藥如冤解肌寧咳嗽丸尧

不合理的中西藥聯合應用點滴淺談

福建省惠安縣東嶺中心衛生院 362141 蔡捷坤 張燕雲

福建省惠安縣山霞衛生院 362132 蔡穎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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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子爲毛茛科烏頭側根渊子根冤加工品袁其性味
辛熱尧有毒遥 功能是回陽救逆尧補火助陽尧散寒除濕袁
具有辛熱燥烈走而不守的純陽之性遥 上助心陽以通
脈袁中溫脾陽以健運袁下補腎陽以益火袁外固衛陽以
祛寒袁爲溫里扶陽祛寒之要藥遥

近年來袁 附子超大劑量的應用更拓寬了其臨床
應用範圍袁 同時也爲某些疑難重急症的治療帶來誘
人前景遥 如在現代臨床中袁附子常用于救治急性心肌
梗死所致的休克尧低血壓尧冠心病尧風濕性心臟病及
心臟傳導阻滯等袁均有很好療效遥

問題是現代藥理硏究證明袁 附子的有效成份主
要是烏頭碱尧次烏頭碱和中烏頭碱等袁毒性很大遥 據
文獻報道袁烏頭碱口服的中毒劑量爲0.2mg袁致死量
爲3要4mg遥 附子中毒最小劑量爲10g袁 最大劑量爲
250g袁這可能與辯證用藥尧中藥配伍尧炮製煎煮及個
體差異等有關遥

附子大劑量應用已有很多個人經驗袁 尤屬火神
派醫家袁但還沒有成熟的可靠標準遥 臨床上有些醫生
因其毒性而不敢應用或用之不當袁反致中毒遥 附子的
合理用量是多少钥 古籍記載不盡相同袁歷代度量衡錯
綜更迭袁後世醫家的解釋也莫衷一是遥 藥典規定熟附
子內服量爲3耀15g遥 近現代醫家多用量較少袁一般不
超過20耀30g遥

2008年始袁 我院也有個別醫生應用附子超過常
規用量渊30g要150g冤遥 遇此處方袁藥劑科的中藥調劑

人員退回讓醫生重審簽字後袁仍有異議遥 爲了保證用
藥安全袁 我院主任中藥師黃秋雲院長曾帶領中藥臨
床隊伍同超量使用附子的臨床醫生進行討論硏究袁
做了相關的協調工作袁 同時從劑量和煎煮時間兩方
面對中藥附子的急性毒性展開試驗遥

中藥附子急性毒性試驗 渊原始資料保存在福建
省醫學科學硏究所冤
1 試驗目的院觀察附子不同劑量及同一藥量不同煎
煮時間的八個樣品對小鼠的急性毒性的差別遥
2. 試驗材料院
2.1 試驗樣品院 爲了客觀地觀察動物的中毒症狀袁採
用了盲法送樣袁即送樣時樣品只標編號渊A要H冤袁實
驗結束時再揭盲各樣品的藥物濃度和煎煮時間遥 8個
樣品均爲50ml/袋袁由福州市中醫院提供遥 附子飲片院
淡附片袁四川産袁批號院08112702袁生産日期院09.2.2遥

樣品A院淺褐色混懸液遥批號院20090518遥揭盲院含
生藥25%袁煎煮30min遥

樣品B院淺褐色混懸液遥批號院20090518遥揭盲院含
生藥25%袁煎煮120min遥

樣品C院淺褐色混懸液遥批號院20090518遥揭盲院含
生藥50%袁煎煮180min遥

樣品D院淺褐色混懸液遥批號院20090518遥揭盲院含
生藥25%袁煎煮180min遥

樣品E院淺褐色混懸液遥批號院20090518遥揭盲院含
生藥50%袁煎煮60min遥

大劑量應用附子務必要久煎

福州市中醫院 林娟 指導老師院黃秋雲

保金丸尧半夏露尧氣管炎片尧氣管炎糖漿尧人參再造
丸尧大活絡丸渊等同服易引起高血壓危象和腦出血遥
10 枳實尧麻黃尧甘草不宜與洋地黃合用院

枳實具有興奮受體和茁受體的作用袁可增強心肌
收縮力袁 增強洋地黃類藥物的作用袁 同時增加其毒
性袁引起心律失常遥 麻黃與洋地黃合用袁因麻黃中含
有麻黃碱袁若與洋地黃同時服用袁可産生對心臟的毒
性反應袁甘草與洋地黃合用袁因甘草的主要成份是甘
草甜素袁經水解後可得甘草次酸袁其化學結構與皮質
酮類似袁具有去氧皮質酮樣作用袁大量應用甘草及含
甘草的製劑袁 約20%的患病可能出現水腫袁 低血鉀
等袁 使心臟對洋地黃的敏感性增強袁 誘發洋地黃中
毒袁所以患者在接受洋地黃類藥治療期間袁不宜合用
大量甘草袁此外袁治療本病常用的利尿藥雙氫克尿塞
亦不宜與甘草聯合應用遥

以上這幾點是我們在日常藥劑工作中的膚淺認
識遥 總之袁藥物與機體尧藥物與藥物相互關係是極其
複雜的袁要怎樣安全尧合理尧有效地使用藥物是每位
臨床醫師與藥事工作者的頭等大事遥 這就要求我們
日常工作中應多交流尧多學習袁不斷牚握新的藥理知
識袁不斷提高醫藥人員專業知識和業務水平袁才能更
好地爲人類健康做貢獻遥

渊作者簡介院蔡捷坤院男袁1957年出生於福建惠安遥漢族袁中
專學歷袁中共黨員袁主管中藥師袁中國藥學會會員袁泉州市藥品

質量檢查員袁世界醫藥硏究中心傳統醫學硏究院高級硏究員袁
中國管理科學院硏究員袁歷任中華名醫協會理事袁中華臨床醫

學會常務理事袁世界華人醫學聯合會常務理事袁發現雜誌社理

事袁香港中華醫藥報高級撰稿人袁美國中華現代臨床醫藥雜誌

社特邀記者袁發現雜誌社特約記者等遥 電話院18960478899曰郵
箱院1018735109@qq.com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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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組 毒性反應或死亡情况

樣品H 6.5%煎制袁煎煮60min袁灌胃劑量2.5g/kg袁給藥後未見明顯的毒性反應袁也無動物死亡遥
樣品G 12.5%煎制袁煎煮60min袁灌胃劑量5g/kg袁給藥後未見明顯毒性反應遥

樣品A
25%煎制袁煎煮30min袁灌胃劑量10g/kg袁給藥後動物活動正常袁未發現呼吸急促或緩慢袁無紫紺尧嗜睡等症

狀袁對聲音刺激反應正常遥 給藥48小時後袁發現8號雄性小鼠和10號雌性小鼠死亡袁屍解胃內有少量食物殘

渣瀦留袁其他心尧肝尧脾尧肺和腎等臟器無異常發現遥 其餘動物毛色稍松袁未見其他毒性症狀遥
樣品F 25%煎制袁煎煮60min袁灌胃劑量10g/kg袁給藥後未見明顯的毒性反應袁也無動物死亡遥
樣品B 25%煎制袁煎煮120min袁灌胃劑量10g/kg袁給藥後未見明顯的毒性反應袁也無動物死亡遥
樣品D 25%煎制袁煎煮180min袁灌胃劑量10g/kg袁給藥後未見明顯的毒性反應袁也無動物死亡遥

樣品E 50%煎制袁煎煮60min袁灌胃劑量20g/kg袁給藥半小時後袁動物活動較活躍袁跳躍尧爬籠次數頻繁袁1小時後恢

復遥 未見動物死亡遥
樣品C 50%煎制袁煎煮180min袁灌胃劑量20g/kg袁無動物死亡遥

樣品F院淺褐色混懸液遥批號院20090518遥揭盲院含
生藥25%袁煎煮60min遥

樣品G院淺褐色混懸液遥批號院20090518遥揭盲院含
生藥12.5%袁煎煮60min遥

樣品H院淺褐色混懸液遥批號院20090518遥揭盲院含
生藥6.5%袁煎煮60min遥
2.2 試驗動物院小白鼠袁昆明種袁180只袁意裔各半袁
18耀22g袁由福建省醫科所動物實驗室供應遥
3 試驗方法院

試驗用小白鼠袁20只/組袁意裔各半袁設正常對照
組和8個樣品組遥 動物禁食給水12小時後袁各組均按
0.4ml/10g.bw渊最大容量冤灌胃給藥袁正常對照組灌給
等量生理鹽水對照遥 給藥後袁仔細觀察動物出現毒性
反應的症狀尧時間尧死亡時出現的症狀和時間遥 每日

記録飼料消耗量袁每3天稱體重1次袁連續14天遥
4 實驗結果院
4.1 試驗小鼠的體重變化院 各組體量增長無明顯差
異遥
4.2 各樣品的毒性反應和動物的死亡情况院

上述實驗的結果與文獻資料相符袁 附子的毒性
與劑量尧煎煮時間密切相關袁煎藥時間尤爲重要遥 現
代藥理表明袁附子中毒性成分雙酯型生物碱渊如烏頭
碱等冤不穩定袁經加熱水解成親水性較強的單酯型生
物碱後袁其毒性僅爲烏頭碱的1/200袁再進一步水解
成氨基醇類生物碱-苯甲酰烏頭胺袁其毒性再次降解
到烏頭碱的1/2000遥這可解釋爲什么樣品A與樣品B尧
D尧F的劑量均爲10g/kg袁樣品A煎煮時間短袁爲30min袁
實驗動物出現中毒死亡袁 而相同劑量的其他三個樣

品袁煎煮時間較長渊60min尧120min和180min冤袁動物未
出現中毒和死亡遥 樣品E尧C給藥劑量加大到20g/kg袁
實驗中觀察到動物出現短暫活動增加袁 隨後恢復正
常袁但也未見中毒死亡袁這也與煎煮時間較長有關遥

鑒于此袁 我院決定將超量附子處方的煎煮交由
院方代煎遥 具體程序是醫生開方後袁藥房審核如發現
超量退回醫生重審後簽名袁 藥房由專人負責超量附
子處方調配尧審核後袁煎藥也由專人負責煎煮遥 藥房
根據每天附子的總用量由專人配方審核後送煎藥方
由專人煎煮3小時後袁量取總體積數袁計算每15g附子
相當的體積數並登記袁藥汁置冷藏櫃保存袁保存時間

不超過3天遥 超量附子處方藥需做好標識後送煎藥
房袁 煎藥員根據方中附子用量加入相當量的附子煎
煮液同它藥一同煎煮遥

誠然袁附子的毒性還受藥材産地尧質量尧加工炮
製尧中醫症型尧配伍尧患者體質等因素的影響袁但久煎
是其大劑量應用附子的可靠保證遥

渊作者簡介院林娟袁女袁1984年11月出生遥 2007年6月畢業于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袁中藥學學士學位遥 2011年1月成爲全國第

四批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人袁 指導老師爲黃秋雲院

長遥 電話院15959197125曰郵箱院smile_linn@126.co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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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芩爲唇形科植物黃芩的乾燥根袁性味苦寒遥 歸
肺尧大腸經袁兼入胃與肝膽經袁作用偏于上焦肺及大
腸袁善清肺與大腸之火袁除上中焦濕熱袁具有清熱燥
濕尧瀉火解毒尧止血尧安胎的功效遥 主要含多種黃酮類
衍生物遥 始載于叶神農本草經曳袁引爲中品遥 關於黃芩
的炮製硏究及功效袁源遠流長袁經歷代醫家的硏究袁
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袁 現根據歷代本草中有關黃芩的
炮製技術袁炮製作用的記載袁分述如下院
一尧黃芩炮製方法的歷史沿革

1尧唐朝以前少見黃芩炮製記載袁唐尧宋尧元時期是我
國中醫藥的發展時期袁 這期間關於黃芩的炮製出現
了大量論著遥

凈制方面袁宋朝的叶普濟本事方曳提出野刮去皮冶袁
元朝李杲的叶脾胃論曳提出野去蘆冶遥

切制方面袁唐朝的叶外台秘要曳提出野切片冶袁宋朝
的叶太平聖惠方曳和元朝的叶衛生寶鑒曳提出野去皮並
黑腐袁渊鍘冤細剉袁竹篩齊用冶袁宋朝的叶證類本草曳和
叶普濟本事方曳還提出杵末和左爲細末兩種方法遥

炮灸方面袁宋朝的叶校注婦人良方曳和元朝王好
古的叶湯液本草曳提出了野酒浸炒黃冶袁宋朝的叶瘡瘍經
驗全書曳提出了野酒拌炒冶袁宋尧元本草中還有野酒浸
焙冶尧野酒洗冶尧野酒煮冶等酒制方法遥 炒制上宋朝的叶類
證活人書曳尧叶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曳和元朝的叶衛生寶
鑒曳提出野新瓦上炒令香冶和野凡使袁先須剉碎袁微炒
過袁方入藥用冶遥 宋朝的叶洪氏集驗方曳最先提出黃芩
炒炭的炮製方法野煅存性冶遥 元朝的叶瑞竹堂經驗方曳
最先提出黃芩醋制的炮製方法 野用米醋浸七日袁炙
干袁又浸又灸袁如此七次冶遥 宋朝的叶三因極度要病證
方論曳和元朝的叶丹溪心法曳提出姜汁制野爲末袁姜汁
和作餅冶和野姜汁炒冶兩種制法遥 元朝的叶丹溪心法曳還
提出野陳壁士炒冶的制法遥
2尧明尧清時期是我國中醫藥發展的頂峰時期袁關於黃
芩的炮製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遥

在凈制方面袁明朝的叶本草品匯精要曳和叶本草蒙
荃曳提出了野去粗皮及腐爛者冶和野凡用擇深色袁剔去
內朽袁刮凈外衣冶袁而叶增補萬病回春曳用野去皮朽枯冶
精練的一句話總結了黃芩的凈制方法遥

切制方面袁明朝的叶濟陰綱目曳和叶本草蒙荃曳總
結爲野硏爲細末冶和野薄片咀冶遥

炮灸方面袁酒制上明朝的叶醫學綱目曳尧叶醫宗必

讀曳和叶景岳全書曳記載了野酒洗炒冶尧野酒浸袁蒸熟袁曝
之冶和野酒炒勿太熟冶三種方法袁清朝的叶幼幼集成曳和
叶吳鞠通醫案曳記載了野枯飄者不用袁取小實者切片袁
酒炒三次冶和野酒炒半焦冶兩種方法遥 醋灸上明朝的
叶普濟方曳和叶壽世保元曳在元朝七浸七灸的基礎上提
出野醋浸一宿袁曬冶和野醋炒冶兩種方法遥 明朝的叶醫學
入門曳還提出野便浸炒冶袁叶壽世保元曳提出野酒浸袁豬膽
汁炒冶袁繆希雍的叶炮灸大法曳提出野米泔浸七日袁灸
干袁又浸又灸袁如此七次冶而清朝的叶醫宗説約曳提出
野豬膽汁拌袁曬干冶袁叶本草述曳提出野豬膽汁拌炒冶和
野吳茱萸制冶袁叶外科大成曳提出野每斤袁用皂角子仁袁側
柏各四兩袁水煮半日袁汁干爲度袁用芩冶遥
二尧黃芩的炮製作用

清朝的叶本草必用曳提出野枯而飄者瀉上焦之火袁
實而堅者退下部之熱冶遥 叶得配本草曳提出野片芩瀉肺
胃上焦之火袁子芩瀉大腸下焦之火冶遥 明朝的叶醫學入
門曳提出野酒炒上行袁便炒下行袁尋常生用冶遥 清朝的
叶醫宗説約曳提出野除風熱生用袁入血分酒炒冶遥

而元朝的 叶湯液本草曳 則對炮製原理作了闡述
野病在頭面及手梢皮膚者袁須用酒炒之袁借酒力以上
騰也遥 咽之下臍之上須酒洗之袁在下生用袁大凡生升
熟降遥 冶明朝叶本草通玄曳認爲野得豬膽除肝膽火冶袁清
朝叶嵩崖尊生全書曳認爲野獨其治瘧袁炒宜膽汁袁使之
入肝袁亦以清郁冶袁叶本草述曳認爲野吳茱萸制者爲其入
肝散滯火也冶遥
三尧黃芩的炮製宜忌

叶本草蒙筌曳野單惡葱實袁勿令同煎遥 畏丹砂牡丹
藜蘆袁用山茱龍骨引使冶遥
四尧討論

黃芩入藥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袁 在漢代其炮製
品就應用于臨床袁 其炮製方法歷史沿革有10餘種袁
其中炒制尧酒制沿用至今遥

現代實驗證明袁 黃芩的炮製目的是爲了殺酶保
苷袁因而野蒸冶是一種好的方法袁野煮冶也可以袁但煮的
時間以10分鐘爲宜遥 因此古代炮製中用米醋尧 米泔
制袁野浸七日袁灸干袁又浸又灸袁如此七次冶是不合理
的袁明朝的叶景岳全書曳中野酒炒勿太熟冶和清朝叶吳鞠
通醫案曳中野酒炒半焦冶才是黃芩炮製的關鍵袁才能減
少有效成分的損失袁有利于保證藥品質量遥

黃芩炮製的歷史沿革及功效

蘇藻渊安溪縣中醫院 3624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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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骨草袁爲唇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遥 別名白毛夏
枯草袁清叶本草拾遺曳雲院野葉梗同夏枯草尧唯葉上有
毛冶故也遥 民間常用于感冒袁喉部袁皮膚等多種疾患尧
效佳遥故閩南又有萬應草尧喉草等俗稱遥其味苦性寒袁
具有清熱瀉火袁解毒消腫的功效遥 筆者在臨床中常用
于治療口腔潰瘍尧化膿性根尖周圍炎尧急性咽扁桃體
炎尧急性腸炎尧痢疾尧濕疹等多種疾病常獲顯效遥 兹舉
例如下院

1. 急性化膿性扁桃體炎
陳某袁男袁36歲袁農民袁1992年10月2日診遥
患者平素嗜酒袁5天前野感冒冶時畏冷發熱袁喉痛

不適袁 當地醫生預靜滴大劑量靑霉素及激素袁 效不
顯袁近二天來袁高熱尧畏冷尧頭暈袁周身不適袁口渴食
少袁呑咽困難袁咳嗽咯痰不爽袁便秘尧溲赤尧舌紅尧苔黃
膩粗糙尧脈滑數遥 查院T39.5益袁咽部充血+++袁扁桃體
右3度腫大袁左2度腫大見潰瘍和白色膿點遥 此乃濕熱
內藴袁風毒上襲所致遥 治以泄熱解毒尧化痰遥 方用院筋
骨草渊生用冤80g尧制殭蠶10g尧牛旁子10g尧桔梗10g尧赤
芍10g尧漸貝10g尧荆芥10g尧甘草3g水煎服袁另筋骨草
50g水煎尧頻頻瀨口遥 上方服三劑諸症明顯減輕袁仍覺
咽痛尧飲食無味遥 繼投溫膽湯清熱化痰治本袁加筋骨
草30g解毒消腫袁神曲15g消食開胃袁四劑諸症悉除遥

按院本例屬中醫之急喉風袁爛蛾之屬袁吳老辨證
爲濕熱內藴袁風毒襲肺袁挾痰瘀凝滯互結所致袁故用
筋骨草清熱解毒消腫袁且量大袁力宏爲主袁配牛旁尧殭
蠶尧赤芍尧泄熱散結袁桔梗袁漸貝利咽化痰袁荆芥辛開
疏邪袁妙用筋骨草外用漱口袁直達病所袁諸藥合用則
毒邪卻袁痰熱消而病癒遥

2. 急性中毒性痢疾
張某袁女袁23歲袁農民袁未婚遥 1994年8月2日初診遥
患者因烈日下勞作袁 飲食不潔袁12小時前卒腹

痛袁腹痛較劇袁下痢膿血量少袁至今10余次袁近2時來袁
頭痛口渴袁神昏時譫語袁如欲痙狀袁面色灰白袁溲少袁
舌質紅降袁苔黃燥袁脈細數袁吳老辨證爲疫毒內熾袁壅

積腸道燔灼氣血故也遥 治以清熱解毒袁涼血開竅遥 方
用院筋骨草100g尧赤芍10g尧白頭翁10g尧山楂10g尧黃連
10g尧甘草3g水煎冲服紫雪丹遥 另用筋骨草150g水煎
至500ml洗腸遥

上方服二劑袁熱退尧神清袁仍痢下赤白袁量不多袁
日3耀4次袁腹痛輕尧繼服筋骨草30g渊生用冤尧白頭翁
10g尧山楂10g 尧黃連6g 尧木香5g尧杭芍10g尧甘草3g三
劑後諸症悉除遥

按院中毒性痢疾屬中醫疫毒痢袁以其發病急驟尧
病勢危急爲特點袁稍有不妥袁則有生命危險之虞遥 故
吳老急投以大劑量筋骨草尧白頭翁清熱解毒尧且均爲
治痢要藥尧黃連尧赤芍尧山楂涼血化濕消滯袁紫雪丹涼
血開竅以防痙闕遥 更用筋骨草解毒涼血尧直抵病所尧
清除腐積之毒邪袁藥法中肯尧故獲顯效遥

3. 嬰兒尿布疹
曾未名袁女袁1歲袁1994年9月23日診
近5天來拉稀水樣便袁量多日10余次袁村醫治療

較差袁刻下煩燥袁寢差袁食少袁指紋紫滯袁肛周皮膚潮
紅袁見有小水疱及糜爛袁波及前陰及臀部遥 吳老辨證袁
此乃暑濕下注而成袁 內服割根芩連湯加沙參尧 焦三
仙袁外用筋骨草絞汁外塗患處遥 二天後瀉止袁肛周潮
紅糜爛減輕尧繼外用四天諸症悉除遥

按院嬰兒尿布疹見于嬰幼兒袁特別是伴有腹瀉痢
疾者更爲常見遥 吳老認爲本病乃濕熱下注所致袁遇此
每用筋骨草清熱化濕袁直除病所尧屢獲顯效遥

4. 小結院
筋骨草味甚苦性寒袁清熱解毒作用很強遥 因此對

熱證尧實證所表現的多種疾患袁只要辨證精切袁用之
常獲顯效袁反之寒證尧虛證禁用或愼用遥 多生用袁用量
宜大袁30耀60g袁中病即止袁以免苦寒傷胃袁變生它症遥
內服亦可外用袁特別是口腔潰瘍袁咽扁桃體炎袁濕疹
等袁配合外用效果更佳遥 四季常緑袁可盆器栽之袁故藥
源足袁價低廉袁宜于基層推廣應用遥

筋骨草臨床應用體會

陳榮宣

渊南安市官橋中心衛生院 3623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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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計劃目的與緣由

在身上增加美麗袁這自然無可厚非袁因爲珍珠本
身就是美的化身遥 然而袁食用珍珠袁無疑的袁將可使您
獨佔別人所沒有的袁從內到外的美麗遥 食用珍珠袁可
能有許多人會覺得驚訝遥 但是袁自古以來袁珍珠就被
世界各地的人視爲美化肌膚的美容食品袁 而且是效
果卓越的袁珍珠的確具有這樣悠久的歷史遥 不僅限于
埃及和中國袁 從西元前數千年前開始袁 文明的發樣
地要要要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尧印度等世界各地袁也都有
食用珍珠粉的遥 在歐洲袁從九世紀到十四袁受到阿拉
伯的影響袁極爲小粒的珍珠袁被大量抽興袁做爲所有
疾病的治療藥遥 在德國袁珍珠則是上層階級人們所愛
用的強壯劑遥 以女性爲對象摻有珍珠的飲料袁則做爲
美容之用遥 但是袁最瞭解珍珠粉的效果袁而且將之活
用的是中國人遥 珍珠粉是自古以來就有的中藥袁因爲
其效果廣泛而且明確遥

在人類的皮膚中袁有膠原質纖維組織袁這是蛋白
質的一種袁使肌膚可以保持光滑潤澤袁人類隨着年齡
的增長袁膠原質纖維會減少袁而且硬化遥 珍珠粉中所
含的光基歐磷氨基酸遥 是性質與膠原質纖維相類似
的蛋白質袁對人類的皮膚具有親和性袁是最佳的野濕
潤成份冶遥 珍珠粉是自然的産物袁之所以適合人類的
肌膚袁其理由也在于此遥

奈米技術是二十一世紀高科技及新興學科發展
的基礎袁涵蓋了現今許多先進科學技術袁也被廣泛應
用在微電子器材産業尧生物醫學尧材料科學與國防科
技等範疇袁珍珠奈米化的概念也是源于此袁主要是以
機械力與流體相結合袁以強大的粉碎力使原料粉碎袁
被粉碎的珍珠可達到超微化且粒度分布窄袁 無粗粉
的程度遥 粉碎時設備內的溫度控制在低溫下袁避免因
高溫改變被粉碎珍珠本身的生物特笥袁 尤其是可以
避免所含的油性成份和揮發性成份的流失袁 可確保
了珍珠的有效活性成分的存在遥 此珍珠奈米化的目
的在使得藥物顆粒更細小化袁 但先決條件必須是安
全的尧有效的尧無毒以及無副作用袁並且不能影響其
療效遥 珍珠絶大多數是不溶于水的袁但是其在體內發
揮藥效的過程中袁卻多是處在水溶性的環境中遥 若使
用奈米化技術將珍珠硏製至奈米顆粒的大小袁 甚或
部分形成細胞破壁的顆粒袁 不但可以增加藥劑分了

進入細胞內的數目袁大爲提高其效果袁更有可能因爲
細胞破壁的結果袁使得有效成分被大量的溶出袁因而
更進一步提高治療的效果遥 從經濟的觀點來看袁即爲
大幅降低珍珠的使用量袁達到節省成本的目的遥
二尧討論

渊一冤珍珠渊Perla Pear冤爲我國傳統醫學中常用
的美容藥物袁 本草綱目記載 野治目潤肌膚冶渊治療眼
睛尧增加視力尧使肌膚潤澤尧皮膚光滑冤袁野塗面向顔
色冶渊塗在臉上可使臉色較佳袁雀斑尧皺紋消失冤袁野清
遺精白濁冶渊使混濁的精液變清冤袁野安魂魄定驚悸冶
渊使精神安定冤袁野解痘瘡毒冶渊天然痘的解毒冤袁野治煩
熱冶渊治愈上火冤遥 珍珠渊Perla Pear冤主要成份是比率
佔了91.7%的鈣渊CaCO3冤其他的尙含有機物渊5.7%冤尧
水份渊2.2%冤有機物是由白氨酸尧蛋氨酸尧丙氨酸尧甘
氨酸尧谷氨酸尧天門冬氨酸噎等氨基酸所構成遥 尤其
是使珍珠出現光澤的顔色成份袁 含有碳水化合物的
野光基歐磷氨基酸冶袁這種氨基酸中袁具有直接美化肌
膚的功效遥 野光基歐磷氨基酸冶常在高溫度時消失袁老
祖宗的智慧早就知道要用水揮方式進行袁 以保留其
成份遥

渊二冤方法及進行步驟
1.珍珠顆粒淺泡牛奶三天後取出清水漂干遥
2. 珍珠顆粒放入豆腐內比例3院5加清水淹沒豆

腐袁煮制2小時袁直至豆腐呈蜂窩狀爲止遥 取出袁去豆
腐袁用清水洗凈晾干遥

3.碎化珍珠顆粒袁粒徑1nm遥
4.置入水揮硏磨機中硏磨成珍珠萃取液袁最終通

過雜質及重金屬的去除處理遥
5.低溫乾燥方式製成一種水揮珍珠粉末渊粉粒遥

粒徑520nm冤遥
6.將水揮珍珠粉末再送進奈米硏磨機中袁成粒徑

70nm以下均匀穩定的奈米珍珠粉遥
爲了測定奈米化的珍珠粉與傳統粉碎珍珠粉及

有效成份含量是否具有明顯差異袁 因此針對其粗抽
物利用高解析度穿透電子顯微鏡 渊High Resolution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冤遥 穿透式電子顯微
基本成像原理中尧 低尧 中倍率 渊倍率適用範圍爲
2500X-150KX冤 之TEM顯微成像主要是利用穿透式
電子束與繞射電子束交互干涉而成周期性和條紋或

奈米珍珠粉製造技術及功效之硏究

健生堂中醫醫療機構 陳維福渊台灣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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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晶格影像遥
由表一尧二尧三尧四可以發現珍珠粉測得的粒徑

大小袁最大爲42.43nm袁最小爲2nm袁一般在100nm以
下統稱爲nm渊納米冤袁因此測定爲42.43nm遥 奈米化技
術將珍珠粉碎化至奈米顆粒大小袁 甚或絶大部分形
成細胞破壁的結果袁使得有效成分被大量溶出袁提陞
了活性成分于體內的濃度遥

依醫學硏究表明臨床實驗報吿珍珠粉有效率爲
支氣管氣喘70耀80%袁高血壓87耀97%袁肝炎78耀89%袁
自律神經失調症88耀92%遥 而美容的有效率袁雀斑尧皺
紋的消除爲90耀98豫遥 由這個數字來看袁其有效率之
高袁是信用珍珠粉的人袁自己認爲野有效冶遥 所以袁才會
有如此高的數字出現遥 在我的中醫聯合診所中袁每天
有爲數衆多的患者來看診遥 在這些患者中袁許多都是
明顯因爲鈣不足所導致的疾病袁雀斑尧皺紋尧盆血尧失
眠尧生理不順尧腰痛尧關節炎尧濕疹尧鼻炎尧氣喘尧胃潰
瘍等遥 衆多患者之中袁選擇不同年齡相同疾病者50個
分2組袁A組食用珍珠粉尧B組食用奈米珍珠粉遥 對這
些患者袁除了給中藥的處方之外袁也建議食用奈米珍
珠粉袁得到很大的效果遥 50個食用珍珠粉中分別有效
率統計渊表五冤遥 由此圖也可以得知袁奈米珍珠粉顯示
出很高的有效率遥

鈣不足就糟了袁所以袁我們想要攝取含有鈣質的
食品遥 然而袁是不是吃下去的鈣都被體內吸收了呢钥

答案是否定的遥 相反的袁鈣是很維吸收的棘手物質遥
鈣在體內被野離子化冶後袁才能被吸收遥 所謂離化化袁
就是野帶電狀態冶袁在此狀態之下袁鈣才能活袁而容易
進入體內遥

珍珠粉鈣渊Ca渊++冤co3(-)袁珍珠粉是帶離子的鈣
和負離子的碳酸袁兩者相結合而成的遥 但是袁因爲被
離子化袁所以這種野結合狀態冶很容易分離遥 珍珠粉鈣
進入胃中之後袁 會因爲胃酸的作用袁 而使得原本的
野結合狀態冶袁形成野分離狀態冶袁正離子的鈣和負離子
的碳酸分開遥 而且袁正離子的鈣袁因爲已被離子化袁所
以很容易被吸收袁不但如此袁借著珍珠粉中所含的有
機質以及光基歐磷氨基酸袁 也變得很容易溶解于水
中袁會很有效率地體內所吸收遥
三尧結論

透過前述一系列的珍珠粉奈米化加工方法及功
效分析袁 可以觀察到奈米珍珠粉有別于傳統碎化的
珍珠粉遥 奈米化後保留完整的氨基酸和大量的碳酸
鈣袁醫學實驗證明袁碳酸鈣與氨基酸螯合成離子鈣窑
Ca渊+冤CI3渊-冤離子鈣因爲被離子化袁所以很容易被吸
收遥 血液中所吸收的珍珠粉離子鈣袁會使血液保持弱
酸性袁另一方面沒有被吸收的珍珠粉鈣袁也會和腸內
的毒素一起被排泄到體外遥 由此可以得知袁奈米珍珠
粉對中藥製劑的提陞是有貢獻的遥

2008年發生於黑龍江完達山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的刺五加注射液不良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
響與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袁 該製藥公司與其銷售人
員張某嚴重違反叶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曳的行
爲造成了嚴重的後果袁爲一些在藥品生産尧流通領域
中存在缺陷的製藥尧 流通企業及醫療單位敲響了警
鐘遥
1 案例介紹

2008年10月5日袁雲南省紅河州第四人民醫院使
用黑龍江省完達山製藥厰 渊黑龍江完達山藥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完達山藥業公司冤 刺五加注射液後發
生嚴重不良事件遥 經查袁這是一起由藥品污染引起的
嚴重不良事件遥

2008年10月6日袁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接到
雲南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報吿袁雲南省紅河州6名
患者使用了標示爲黑龍江省完達山製藥厰渊2008年1

月更名爲黑龍江完達山藥業公司冤 生産的兩批刺五
加注射液 渊批號院 200712272 1袁200712151 1規格院
100ml/瓶冤出現嚴重不良反應遥

10月7日袁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同衛生部組
成聯合調查組袁在雲南尧黑龍江兩省地方政府及相關
部門的配合下袁對事件原因展開調查遥 國家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局在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和雲南尧黑
龍江省藥品檢驗所同時開展藥品檢驗和動物實驗工
作的同時袁還組織廣東尧江蘇尧河北尧山東尧江西尧陝西
等省藥品檢驗所對市場上該企業生産的刺五加注射
液進行檢驗遥

完達山藥業公司生産的刺五加注射液部分藥品
在流通環節被雨水浸泡袁使藥品受到細菌污染袁後被
更換包裝標籤並銷售遥 2008年7月1日袁昆明特大暴雨
造成庫存的刺五加注射液被雨水浸泡袁 完達山藥業
公司雲南銷售人員張某從完達山藥業公司調來包裝

淺談野刺五加不良事件冶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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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袁更換後銷售曰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尧雲南
省食品藥品檢驗所在被雨水浸泡藥品的部分樣品中
檢出多種細菌袁此外袁完達山藥業公司包裝標籤管理
存在嚴重缺陷袁 完達山藥業公司管理人員質量意識
淡薄袁包裝標籤管理不嚴袁提供包裝標籤説明書給銷
售人員在厰外重新貼簽包裝遥
2 該案例涉及到的生産過程及管理環節的缺陷
2.1 有質量問題的藥品不允許進入流通領域

不單是被雨水浸泡的注射劑袁無論是什么藥品袁
只要他可能對這個藥品質量帶來危害袁 都要暫停銷
售和使用袁所以按照常規袁作爲銷售人員應該把被雨
水浸泡的注射劑退回藥品生産企業袁 由藥品生産企
業進行銷毀遥 雨水浸泡的沒有退回袁沒有進行銷毀袁
卻更換了包裝標籤和説明書遥 因爲按照藥品管理法尧
藥品標籤管理規定尧 藥品生産質量管理規範渊GMP冤
這些規定袁標籤尧説明書和包裝是有嚴格要求的袁絶
對是不允許更換的袁出厰以後袁每一個標籤都有嚴格
的記録袁使用了多少尧發放了多少尧收回多少袁如果在
厰里包裝當中有問題袁破損的標籤都要收回的袁這是
保證藥品質量最基本的手段和要求遥 更換標籤以後袁
按照藥品管理法袁如果他更換了標籤袁即使沒有被污
染袁實際上改換了批號袁就應該按照劣藥處理了袁這
是藥品管理法當中的明確規定袁即使沒有污染袁也不
允許這樣更換標籤尧包裝和説明書遥
2.2 藥品的包裝尧説明書規定嚴格袁不能夠隨意更換

無論標籤和出厰日期有什么變化袁 即使把有效
期提前了袁也是不允許的遥 如果某一個藥品發生了不
良反應袁生産出來的批號是要能嚴格追溯的袁即使更
換的跟包裝標籤一樣的批號也是不允許的袁 因爲生
産過程當中出來是什么樣的就應該是什么樣遥 在藥
品流通監督管理辦法當中也有明確規定袁 藥品的包
裝不完整尧批號不清楚的袁銷售人員在驗收的時候有
權退回厰家袁 所以對藥品的包裝標籤是有嚴格規定
的袁只要有這個行爲袁就是違法的遥
2.3 完達山藥業公司管理嚴重缺陷

這反映了完達山藥業公司包裝標籤管理存在嚴
重缺陷袁管理人員質量意識淡薄袁對包裝標籤管理不
嚴袁 提供包裝標籤説明書給銷售人員在厰外重新貼
簽包裝遥
3 該案例的定性

3.1 完達山藥業公司與雲南紅河第四人民醫院均違
反了叶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曳渊以下簡稱野藥品
管理法冶冤第二十條規定野藥品經營企業必須制定和
執行藥品保管制度袁採取必要的冷藏尧防凍尧防潮尧防
蟲尧防鼠等措施袁保證藥品質量遥 藥品入庫和出庫必
須執行檢查制度遥 冶
3.2 完達山藥業公司及其員工張某從完達山藥業公

司調來包裝標籤將包裝標籤更換在被雨水浸過的注
射劑上後銷售袁已經屬於叶藥品管理法曳第四十八條
第四款生産銷售假藥的範疇遥
4 該案例的處理

4.1 完達山製藥厰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叶藥品管理法曳 第七十四條規定野生産尧銷售假

藥的袁沒收違法生産尧銷售的藥品和違法所得袁並處
違法生産尧 銷售藥品貨値金額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罰款曰 有藥品批準證明文件的予以撤銷袁 並責令停
産尧停業整頓曰情節嚴重的袁吊銷叶藥品生産許可證曳尧
叶藥品經營許可證曳或者叶醫療機構製劑許可證曳曰構
成犯罪的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遥 冶

叶藥品管理法曳 第七十六條規定野從事生産尧銷
售假藥及生産尧 銷售劣藥情節嚴重的企業或者其他
單位袁 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十年內不得從事藥品生産尧經營活動遥 對生産者專門
用于生産假藥尧劣藥的原輔材料尧包裝材料尧生産設
備袁予以沒收遥 冶

叶藥品管理法曳 第七十七條規定野知道或者應當
知道屬於假劣藥品而爲其提供運輸尧保管尧倉儲等便
利條件的袁沒收全部運輸尧保管尧倉儲的收入袁並處違
法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曰 構成犯罪
的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遥 冶
4.2 實際責其承擔的法律責任

由黑龍江省食品藥品監管局責令完達山藥業公
司全面停産袁收回藥品GMP證書袁對該企業違法違規
行爲依法處罰袁直至吊銷叶藥品生産許可證曳遥

由黑龍江省食品藥品監管局依法處理企業直接
責任人袁在十年內不得從事藥品生産尧經營活動遥 建
議該企業主管部門追究企業管理者的管理責任遥

追究張某的刑事責任遥
5 該案例的啓示
5.1 藥品不良反應上報機制的健全具有重要意義

這是我們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一直在考慮
的遥 2004年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與衛生部一起發佈
了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管理辦法曳袁這里面衛生行政
部門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袁包括醫院袁包括藥品
生産企業尧 經營企業和醫療部門袁 都是必須按照規
定袁對發現的藥品不良反應進行及時上報袁包括上報
的時間和程序都有明確規定袁如果沒有上報袁應該怎
么處理遥 執行過程中發現袁藥品生産企業和經營企業
在不良反應上報當中的積極性確實不如醫療部門袁
這是跟國家就診就醫的醫療環境也有關袁 因爲病人
大部分時間是在醫院里用藥和在醫院里就診袁 藥品
80%是在醫院里使用袁20%是在藥房尧藥店里使用袁現
在這種情况下袁 發生的不良反應袁 也跟病人報吿有
關袁病人往往先去報吿就診的醫生袁如果有什么不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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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袁向醫生報吿袁所以不良反應報吿90%以上來源于
醫院袁這跟整個人群就醫的行爲有關遥 在其他國家袁
比如説美國袁 企業報吿的不良反應的報吿率是非常
高的袁因爲企業要對上市藥品監測以後袁到醫院里收
集袁然後及時調整他的産品袁或者根據不良反應推斷
生産工藝遥

國家的企業也應該建立這種機制袁 積極主動地
到醫院收集上市藥品的不良反應情况遥 怎么樣鼓勵
企業也去積極主動上報不良反應袁 因爲企業上報不
良反應會及時指導他自己的藥是不是工藝上有問
題袁眞正體現企業是第一責任人遥 應該考慮藥品不良
反應監測的管理辦法袁 是不是根據現在的發展要進
一步進行修訂袁 修訂當中是不是把企業的責任更進
一步突出出來遥 但是有一點袁無論是誰報吿袁作爲藥
品監管部門袁作爲保障公衆用藥安全的部門袁能在第
一時間發現藥品不良反應是最主要的遥 現在通過幾
次的藥害事件袁 都能感覺到這個藥品不良反應系統
還是靈敏有效的袁都是很短的時間內發現不良反應袁
讓行政部門及時採取作用袁 比如説暫時停售和使用
藥品袁比如説責令企業召回藥品袁這發揮了很好的作
用遥
5.2 藥品的流通環節應該把關嚴格

7月1日袁對於雲南昆明來説確實是特大的暴雨袁
這個銷售公司是按照GSP對庫房的要求袁都通過了認
證袁但是在特大暴雨的情况下袁可以説是多少年不遇
的暴雨袁使原來常規儲存保濕的條件沒能達到要求袁
被雨水浸泡了袁而且還有可能袁暴雨太大袁下水道也
不能在短時間內及時排出袁 公共設施等幾個原因導
致了浸泡遥 這提示我們袁藥品在流通的過程中袁藥品
流通部門認證工作極其重要遥
5.3 正確認識藥物的不良反應

許多人認爲袁只有假藥尧質量不合格的劣藥尧醫
務人員或者患者自己用藥不當袁才會引起不良反應遥
事實上袁 許多經過嚴格審批尧 檢驗合格的藥品在正
常用法用量的情况下袁 可能在一部分人身上引起不
良反應遥 藥品不良反應是指合格藥品在正常用法用
量下出現的有害反應袁 不同的人對同一種藥品的不
良反應表現可以有很大的差別遥 刺五加注射液的不
良反應主要有院皮疹尧瘙癢尧頭暈尧頭痛尧寒戰尧發熱尧
噁心尧嘔吐尧注射部位疼痛尧心悸等遥

中藥不良反應還可與中藥配伍尧 個體差異等因
素有關袁 不辨證使用中藥也是誘發不良反應的主要
因素遥 中醫用藥講究的是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辨證
施治袁但在實際臨床中袁在使用中藥過程中袁常常存
在不遵守辨證論治的原則尧辨證不當尧組方不合理的
現象袁往往導致配伍不合理袁或超量使用袁或療程延
長等遥

當然藥品質量不合格也可能給患者帶來有害反
應遥 經國家專家調查組初步調查袁此次刺五加注射液
事件就是藥品質量不合格所導致的遥 應根據藥品檢
驗機構的檢驗結果來確定藥品質量是否符合標準袁
大家不能認爲有了不良反應就一定是藥品質量問
題袁 也不能將因藥品造成的傷害事件都歸爲是藥品
的不良反應遥
5.4 中藥注射劑的影響因素複雜多樣袁藥品注射液要
愼用

中藥品種複雜袁而由於藥物基源不同袁其所含的
化學成分尧生物活性和毒性也會有所差異袁這也是直
接影響中藥安全性的原因遥 我國地域遼闊袁藥用資源
極爲豐富袁中藥品種繁多袁現有藥物基源8000多種袁
其中一些中藥的基源有數種甚至10多種袁 發生同名
異物尧同物異名尧家種和野生混淆不清等情况都也是
不可避免的遥 加上不同産地尧不同採收季節和不同加
工方法等因素袁都會對中藥質量産生很大影響遥

中藥劑型選擇的合理與否是導致中藥安全性問
題産生的一個誘因遥 臨床中常出現這樣的問題袁同樣
的藥袁患者作爲湯藥服用時相對安全袁但注射使用時
卻容易出現較嚴重的不良反應袁2006年發生的野魚腥
草注射液事件冶就是例證遥 如果産品質量經過嚴格檢
驗袁療效及不良反應明確袁劑型選擇合理袁中藥注射
針劑同樣可放心使用袁並達到理想效果遥

在很多業內專家看來袁 中藥注射液本身就是一
種野先天不足冶的藥品製劑遥 由於中國老百姓普遍認
爲中藥比西藥毒副作用少尧價格低廉袁因此在臨床上
更傾向于使用中藥遥 而與見效較慢的口服中藥相比袁
中藥注射液起效迅速袁更受到了不少患者的靑睞袁當
然也得到了製藥企業的重視遥 政府有關部門也在降
低衛生費用尧 保護發展中藥等動機的驅使下對中藥
注射液頻放野緑燈冶遥 在我國藥典中袁有109種中藥注
射液被收録遥

然而袁中藥注射液的成分十分複雜袁其中不少成
分還沒有經過嚴格的藥理學尧安全性評價袁原料藥材
的質量控制尧加工工藝也缺乏嚴格標準袁將它直接輸
注入血液循環袁就面臨着巨大的不良反應風險遥 如果
醫務人員在使用時給藥劑量較大尧輸注速度較快尧溶
劑選用不當尧和其他藥物配伍使用袁更會增加使用者
的安全風險遥

北京市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2005年共收到藥
品不良反應報表11475份袁 中藥引發的不良反應佔
17.8豫袁發生率僅次于抗生素袁其中由中藥注射劑引
發的不良反應佔中藥不良反應的71.3豫遥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近年就曾通過不良
反應監測發現袁葛根注射液會引起急性溶血尧穿琥
寧注射液會引起小兒血小板下降袁蓮必治注射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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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滋補中藥院
1援1 凡能滋補人體氣血陰陽袁改善臟腑功能袁增強體
質袁提高抵抗疾病能力袁消除虛證以維持正常生理功
能的中藥袁統稱滋補中藥又稱補虛藥袁補益藥遥

1援2 何爲虛證院虛證是指人體的氣尧血尧陰陽中某一方
面或幾方面不足時發生的各種臨床證狀和病理概
括遥 現代硏究證實袁虛證是因神經功能低下或處于抑
制狀態袁副交感神經緊張度異常上昇袁使心肌功能低

淺談滋補中藥的作用及運用原則

翁碧眞 王英明渊安溪縣中醫院 362400冤

引起急性腎功能衰竭遥 魚腥草注射液尧復方蒲公英
注射液等七類含魚腥草或新魚腥草素鈉的注射液
則因爲在臨床應用中出現嚴重不良反應袁被國家食
品藥品監管局于2006年6月暫停使用和審批遥

2007年袁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副局長吳湞
曾表示袁如果不注重中藥注射液的安全硏究袁就很有
可能導致嚴重的不良反應事件遥

不過袁 中藥不良反應的硏究顯然做不到一蹴而
就袁中藥里各種成分的種類尧性質尧含量還並未被人
們所全盤掌握袁 這其中還摻雜了中西藥之間原理迥
異尧硏究方法不同尧標準不統一的因素遥

然而袁 在這種情况下袁 如何保障患者的用藥安
全袁不僅有賴于醫學界的努力硏究袁更需要衛生尧藥
監部門通過政策的制定尧 標準的更新袁 在藥物可得
性尧有效性與安全性之間袁實現眞正良好的平衡遥
5.5 對中藥注射劑的不良反應問題應該加以重視

刺五加注射液不良事件儘管是由於流通環節的
問題所致袁但在很多業內人士看來袁對中藥注射劑的
不良反應問題應該加以重視遥 由於成分複雜袁很多成
分沒有經過相關藥理學尧毒理學評價袁中藥注射劑的
安全標準尧使用都要加以重視遥 有些專家還曾建議袁
兒童尧孕産婦這樣的特殊群體要愼用中藥製劑遥

在不良反應發生率上袁 中藥注射劑確實要高於
化學藥品注射劑遥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也多次
提示醫院尧患者注意袁清開靈注射液尧雙黃連注射液尧
魚腥草注射液等中藥注射劑都曾被國家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局通報過袁 提示臨床醫生和患者注意適應症
和用量遥

我們應該針對加強中藥注射劑質量監管採取一
些舉措袁比如開展對中藥注射劑的專項行動袁對中藥
注射劑質量不能保證的生産企業袁該停産的停産袁該
撤銷的就撤銷遥
5.6 在發現問題藥品之後要加強組織領導袁完善應急
機制袁強化處置措施遥

要落實局長負責制袁局長親自抓尧分管領導具體
抓尧相關部門負責抓曰繼續實行24小時領導帶班尧專

人値班制度袁按要求上報事件處置情况袁重要情况及
時報吿曰完善不良反應事件應急處置機制袁及時尧妥
善應對突發性事件曰制定細緻的工作方案袁對處置工
作再部署尧再檢查袁全力投入問題藥品的檢查尧封存尧
召回尧報吿尧救治等各項工作袁做到責任落實尧措施有
力袁決不能讓問題藥品造成新的傷害遥
5.7 深入落實問題産品的排查尧封存和召回等工作遥

在當前工作的基礎上袁針對薄弱環節袁特別是農
村尧偏遠地區袁逐個排查袁確保問題注射劑100豫封
存尧100豫召回尧100豫銷毀袁堅決杜絶二次流入市場遥
5.8 做好不良反應監測工作遥

加強對 野刺五加冶 注射液不良反應的監測和報
吿遥 同時袁要以此爲鑒袁進一步提高醫療機構對不良
反應的報吿意識袁切實加強不良反應監測工作遥
5.9 抓好轄區內藥品生産企業中藥注射劑的質量安
全遥

在藥品安全生産專項整治工作的基礎上袁 開展
轄區內中藥注射劑生産企業的全面監督檢查遥 要對
照GMP標準進行檢查袁 排查安全隱患袁 對原輔料檢
驗尧生産過程實施嚴格監督袁特別是加強對配制尧灌
封尧滅菌等環節和安瓿質量尧包裝憑簽的監控袁要派
駐駐厰監督員袁實施嚴格監督袁發現問題及時上報遥
5.10 引導醫療機構增強使用中藥注射劑的安全意
識遥

要求醫療機構嚴格按照説明書使用中藥注射
劑袁並加強對使用過程中的監控袁發現不良反應及時
救治袁做到愼重用藥袁確保安全遥
5.11 加強輿論引導遥

對外發佈消息口徑要與國家局尧 省局保持高度
一致袁未經上報省局同意袁不得擅自發佈相關信息遥
要加強對藥品安全知識的宣傳敎育袁 提高公衆安全
意識袁引導公衆科學合理用藥遥
5.12 認眞總結經驗敎訓遥

進一步健全監管機制袁完善監管手段袁落實監管
責任袁做到認識到位尧責任到位尧工作到位袁確保藥械
安全和隊伍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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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袁心跳減慢袁循環量不足袁血壓及基礎代謝率下降
出現的病理狀態遥
2 滋補中藥的作用院
2援1 補正療虛院能針對性地補充人體氣血陰陽中某一
方面或幾方面的不足袁 消除正氣虧損帶來的虛弱證
候遥 在補充不足的同時袁更能調節人體陰陽平衡袁增
強臟腑功能袁激發氣血活力袁達到治病求本的效果遥
2援2 扶正祛邪院 滋補中藥不僅能夠消除人體虛弱證
候袁 而且能治療正氣虧虛袁 而外邪未清的虛實夾雜
證遥 調整臟腑氣血功能袁提高人體的抵禦外邪與疾病
抗爭的能力遥 特別是與祛邪藥同用時袁攻補兼施袁祛
邪能使邪不傷正袁正氣復常袁有利于祛除外邪遥
2援3 扶正固脫院 一般人認爲滋補中藥主要是調養人
體袁只能用來治療慢性衰弱性病證遥 事實上袁補益藥
同樣可以用來治療危重病人袁達到搶救生命的目的遥
如人參善大補元氣袁野能回陽氣于垂絶袁 去虛邪于俄
傾冶袁爲治內傷虛脫的第一要藥遥
2援4 養生延年院祖國醫學歷來重視養生保健袁主張野治
未病冶袁也就是防患于未然遥 並且積累了十分豐富的
經驗袁認識到滋補中藥都有野益精尧堅筋骨尧明目聰
耳尧好顔色袁久服輕身延年的功效冶遥 而中藥抗衰老的
機制也主要反映在能補腎塡精袁培補元氣以養先天袁
健脾益氣以養後天遥 所以袁人類要防止延緩衰老最重
要的措施袁就是要採用滋補爲主袁以補充臟腑功能的
消耗袁改善人體的健康狀况袁使體內的陰陽氣血充實
平衡袁加以適當的鍛煉和心理調節有機結合遥 可見滋
補中藥在臨床和日常保健中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
用遥
3 滋補中藥的運用原則院
3援1 虛則補之院運用補益藥最關鍵的一點袁即只有在

人體的氣血陰陽中某一方面或幾方面不足時袁 才能
進補遥 倘若一見補藥袁以爲對人體皆有好處袁貿然進
補袁很容易導致機體的氣血尧陰陽平衡失調袁不僅無
益袁反而有害遥 因爲補藥也是藥袁各有着不同的偏性遥
3援2 對症進補院補法和中醫的其他治法一樣袁也要野辨
證施治冶袁 滋補效果如何主要看辨證施治是否正確遥
虛證的辨證要辨出虛在何臟腑袁性質屬寒屬熱袁正氣
虛在氣血陰陽的哪一方面或幾方面遥 如氣虛證當用
補氣虛的人參尧 西洋參等曰 如血虛證當用補血的當
歸尧龍眼肉尧大棗等遥
3援3 選藥得當院在辨證準確袁治法明瞭的前提下袁還要
精確選藥袁才能使藥到病除袁治療效果大增遥 如人參尧
西洋參尧黃芪尧黨參尧白術都是常用的補氣藥袁但人參
大補元氣袁可峻補一身之正氣袁對於臟腑院補脾尧肺之
氣爲其所長遥 而西洋參可氣陰雙補曰黨參可補氣生津
養血曰黃芪可以補氣升陽袁還可以固表止汗袁利水尧安
胎曰白術專補脾氣遥
3援4 因時進補院 藥補宜根據四季陰陽盛衰消長的不
同袁而採取不同的方法袁一般原則是春宜升補袁夏宜
清補袁秋宜平補袁冬宜滋補遥
3援5 因人進補院 所謂因人進補袁 是説人們因年齡尧體
質尧職業尧環境尧性別的不同袁在進補時所採用的方法
也應不同遥 小兒脾胃未健袁應該以健脾胃袁助消化爲
主遥 靑壯年血氣旺盛袁應少用補益之品遥 老年人肝腎
日漸衰弱袁氣血日漸虛少袁故補益肝腎及補益氣血是
老年人必不可少的方法遥

渊作者簡介院翁碧眞袁女渊1963.5~冤遥 畢業于福建省中醫學

院中藥大專函授班 渊2004.7~冤袁 主管中藥師袁 聯繫電話院
13788837805冤

一尧恆昌隆燕窩蟲草養陰寶
虔制本藥之立方關鍵在于牢記蔡老的敎導袁第

一院陰虛是由於陰液不足野陰虛生內熱冶所致遥 第二院
確定治療原則必須爲調整陰陽袁 補其不足袁 損其有
餘袁恢復陰陽協調平衡袁促使陰平陽秘遥 陰虛是指全
身精尧血尧津液的虧耗袁它與每一臟腑均有關係遥 燕窩
蟲草養陰寶的重點是治療肺腎陰虛袁並顧及肝脾胃袁
方中燕窩大補肺陰袁野山洋參清熱補氣袁霍山石斛養
胃生津袁熟地尧山茱萸補腎陰而攝精氣袁淮山藥尧茯苓

健脾益腎滲濕袁澤瀉泄腎中水邪袁丹皮清肝膽相火尧
涼血清熱袁火麻仁潤燥通便遥 綜觀全方袁以養陰藥爲
主袁配入藥性甘溫尧旣滋肺陰又補腎陽的冬蟲夏草及
溫補腎陽之肉蓯蓉等名貴中藥袁 補而不燥袁 滋而不
膩袁達到野善補陰者必于陽中求陰袁陰得陽升而泉源
不竭冶之效遥 本方清中有補袁補中有清袁實爲一種男女
皆宜的養陰滋補聖藥遥

由於運用蔡老調整陰陽的治療原則袁 本藥有的
放矢袁針對陰虛各種證候袁皆取得滿意治療效果袁適

運用全國名老中醫蔡友敬經驗硏製香港恆昌隆保健産品

國際中醫中藥總會永遠名譽會長尧恆昌隆藥品有限公司董事長 蘇東明

香港注冊中醫師尧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院全科學士 蘇瑞龍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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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院
渊1冤 現代都市男女常見疾病院 因熬夜過度尧應

酬頻繁尧煙酒過多尧工作壓力大而引起陰虛火旺尧虛
火上昇尧心煩失眠尧咽干口渴尧口舌生瘡尧口氣難堪尧
大便秘結尧體內積熱尧脂肪積聚遥

渊2冤 肺腎陰虛袁慢性咳喘袁潮熱盜汗袁手足心熱袁
頭暈目眩袁心悸乏力袁牙齒動搖袁腰膝酸軟袁神經衰
弱遥

渊3冤 容顔憔悴袁膚燥紋多袁眼有黑圈袁面有暗瘡袁
雀斑黑斑袁鬢髮早白及脫落遥

渊4冤 幫助兒童發育袁提高思維能力袁加強記憶遥
綜合上述袁燕窩蟲草養陰寶具有補益肺腎尧滋陰

降火尧潤腸通便尧誘發免疫力的功能袁是男女老少的
保健良方遥
二尧恆昌隆追風活絡丸

從現代醫學的角度而言袁風濕性關節炎尧類風濕
性關節炎尧坐骨神經痛尧骨質增生性疾病尧頸椎病尧腰
椎病均屬中醫野痹症冶的範疇遥 野痹冶者袁閉也;閉而不
通袁不通則痛遥 蔡老強調院 痹症是風尧寒尧濕三氣雜至
所成袁故治療以袪風利濕散寒及溫通經脈爲主遥 如屬
頑痹則以活血化瘀通絡爲主袁兼以補腎尧養肝尧扶正袁
並根據野風爲百病之長冶尧野治風先治血袁血行風自滅冶
及頑痹屬於野氣血虛弱袁經絡痹阻冶尧野通則不痛冶等經
典理論袁本藥之君臣佐使袁配以嚴謹獨特組方院

渊1冤 君藥院 應以全當歸尧熟地黃爲主遥 蓋全當歸
能補血活血袁治一切風遥 熟地能補血益精尧滋養肝腎尧
塡骨髓尧長肌肉遥 兩者配合對關節腫痛有顯效袁對頑
痹有相得益彰之功遥

渊2冤 臣藥院 以鹿啣草尧淫羊藿尧肉蓯蓉尧鷄血藤尧
龜板尧幼鹿茸尧野山人參等爲臣遥 鹿含草能壯腰補腎
兼強骨袁淫羊藿溫補腎陽袁肉蓯蓉益精壯陽袁鷄血藤
補血行血尧舒筋活絡袁龜板尧鹿茸大補精髓尧溫壯任
督袁野山人參大補元氣;此類藥材能滋補強壯尧益氣活
血袁 對痹症具有調整機能尧 促使頑痹早日康復的作
用遥

渊3冤 佐藥院 應以蘄蛇尧土鱉蟲尧全蝎尧蜈蚣尧蜂
房尧地龍尧殭蠶等遥 蘄蛇能透骨搜風袁對脊椎的酸痛有
明顯減輕作用遥 土鱉蟲活血化瘀尧療傷定痛袁凡頑痹
而見瘀者用之遥 全蝎尧蜈蚣走竄之力最速袁搜風定痙袁
開瘀通絡袁內而臟腑外而經絡皆能開之袁通則不痛袁
故爲治療頑痹之要藥遥 蜂房袪風鎮痙袁散腫定痛袁並
有溫陽強壯之力袁對頑痹之關節腫僵疼痛袁甚則變形
者乃必用之品遥 地龍走竄通絡袁泄熱利水袁對關節游
走疼痛之痹症甚爲有效遥 殭蠶袪風化痰袁散結解痙袁
對頑痹關節疼痛最效遥

渊4冤 使藥院 乳香尧沒藥尧三七尧秦艽尧 萊菔子尧威
靈仙等均爲輔助之藥遥 乳沒尧三七活血鎮痛袁秦艽袪

風袁萊菔子助消化袁均爲助君臣之藥發揮效用袁威靈
仙能使骨質軟化袁專治骨刺遥

追風活絡丸集古今名方精華袁 特別値得一提的
是此丸選用地道珍貴藥材袁 加入一派蟲類藥尧蘄蛇尧
露蜂房尧全蝎尧土鱉蟲尧地龍尧殭蠶遥 這些藥材全部依
法嚴格炮製袁減其毒性袁增加療效袁能搜剔竄透袁 活
血化瘀袁袪風解痙袁化痰散結袁皆屬治療頑痹之要藥袁
令此丸消腫止麻定痛的功效倍增遥 綜觀全方袁合袪邪
扶正諸藥于一爐袁可用于久痛入絡袁頑痹經久不愈袁
甚至關節變形袁行動不便的患者遥 長期臨床實踐證實
追風活絡丸藥性安全袁療效卓著袁深受海內外人士歡
迎遥
三尧恆昌隆仙方御龍丸

腎爲先天之本袁生命之源袁人體生長髮育皆賴于
腎袁其機能盛衰與否袁旣關係長壽與早衰袁又關係生
殖功能袁直接影響繁殖下一代遥 因此袁腎之生理功能
極爲重要袁不可等閑視之遥

明代張景岳醫學家對腎很有硏究袁 他是命門學
説的倡導者遥 而中國現代名老中醫蔡友敬對命門學
説的硏究尤有心得袁 本品之組方原則是從命門學説
爲理論基礎袁調整腎之陰陽袁但以腎陽爲主袁並根據
祖國醫學野孤陰不生袁獨陽不長冶之理論袁把壯水與益
火同冶于一爐袁旣補眞陰袁又振眞陽袁命門之水火得
以協調袁 旣用血肉有情之物袁又用草木金石之品袁以
擴大其功效遥 方中以海狗鞭尧鹿鞭尧鹿茸尧海馬之類袁
以助陽補火曰巴戟尧羊藿尧仙茅尧胡蘆巴尧鎖陽之類袁以
溫陽益腎曰熟地尧山茱尧蟲草袁以滋養腎陰曰黃蓍尧人參
之益氣曰當歸尧河車之補血曰再加龍骨尧牡蠣之固攝曰
知母尧黃柏之降火遥 綜觀全方袁對協調陰陽尧氣血尧水
火袁厥功甚偉遥

蔡老治療陽虛的原則袁是野虛者補之冶袁即補其不
足袁但不能一味壯陽袁必須兼顧滋陰袁以達陰陽平衡袁
水火倶足遥 故本藥選用上乘溫補腎陽之高級補品袁適
當配入滋養腎陰之藥物袁旣達壯陽補腎之效袁又無亢
陽霸烈之弊遥 與張景岳的陰陽互根理論野善補陽者袁
必陰中求陽袁則陽得陰助而生化無窮冶之治療大法袁
有異曲同工之妙遥
四尧恆昌隆千金養顔丸

婦女以血爲本袁而血的化生袁皆有賴于臟腑的調
和遥 臟腑功能正常袁氣順血和袁冲盛任通袁體健經調就
不會生病遥 臟腑功能失調中袁以腎尧肝尧脾三臟袁與婦
科疾病最爲密切袁 因而應根據婦女不同年齡的生理
特點分別重視三臟的作用遥

由於女性的生理特點袁使其産生各種婦科疾病袁
蔡老指出院野月經不調與帶下病是常見的婦科疾病袁
它不僅造成女士周期性苦惱袁 而且是影響生兒育女
的重要病因之一遥 冶並説 院所謂野有諸內必形諸外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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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自1993年以來袁 用中藥敷臍加點刺四縫穴
治療小兒脾虛腹瀉78例袁 取得較好療效袁 現報道如
下遥
1 一般資料

78例患兒中男42例袁女36例曰年齡最小者7個月袁
最大者11歲袁 其中7個月要1周歲14例袁1歲要3歲53
例袁3歲要7歲8例曰7歲以上3例曰病程最短者1個月袁最
長者1a遥 臨床表現院糞便性質異常袁多爲稀溏袁食後作
瀉袁夾有未消化食物袁或緑色糞便袁大便次數每日在4
次以上遥
2 治療方法
2.1 藥物組成院黨參30g袁白術20g袁吳茱萸10g袁砂仁
10g袁蒼術10g袁陳皮10g袁五倍子10g遥 腹痛者加木香袁
大便清稀或水谷不化者加干姜尧肉桂遥
2.2 用法院將上藥碾細末袁每次取5g袁用陳醋調成糊
狀袁置于臍中袁以麝香壯骨膏嚴封袁3天更換1次袁3次
爲1療程遥
2.3 點刺法院取雙手四縫穴袁局部常規消毒後袁用三棱
針點刺各穴分別擠出白色透明液體袁 然後用消毒干
棉球擦凈袁3天1次袁3次爲1療程遥
3 治療結果
3.1 療效標準院痊癒院外敷加點刺2個療程大便次數每
日在2次以內袁 糞便色質正常袁 內無不消化食物曰有
效院外敷加點刺2個療程大便次數每日在3次以內袁糞
質比正常較稀袁顔色正常袁內無不消化食物曰無效院經

2個療程後袁大便次數及糞便色質等無變化遥
3.2 治療結果院78例患兒中痊癒59例袁佔75.6%曰有效
15例袁 佔19.2%曰 無效4例袁 佔 5.1%遥 總有效率達
94.8%遥 臨床觀察院敷臍加點刺四縫穴3次左右袁患兒
大便次數明顯減少袁糞便色質日趨正常遥 同時發現點
刺四縫穴擠出白色透明液體相應減少遥 從病程分析
可以看出袁病程越短袁治愈率越高遥
4 典型病例

陳伊伊袁男袁1年10個月遥 患兒反復腹瀉已有1年之
久袁每日大便4要6次袁呈稀水樣袁有時鴨溏狀袁或見未
消化食物袁色黃緑遥 曾長期使用抗菌素治療不效袁又
改中藥治療袁收效甚微遥 因患兒恐服中藥袁故請余中
藥外治遥 診見院患兒面色無華袁精神倦怠袁四肢不溫袁
形體消瘦袁舌淡苔薄白袁脈沉袁指紋淡沉遥 脈症合參袁
診爲院脾虛久瀉遥 投以基本方加干姜尧肉桂等細末袁用
陳醋調糊狀敷臍中袁並點刺四縫穴袁3天1次遥 經調治3
次後袁大便次數明顯減少袁糞便色尧質日趨正常袁精神
好轉袁四肢轉溫遥再連續治療2次而吿愈遥一個月後隨
訪未見復發遥
5 討論

由於脾虛腹瀉具有反復發作尧病程長等特點袁治
療難於一時奏效袁加之小兒喂藥困難袁直接地影響了
治療效果袁 所以78例脾虛腹瀉患兒改中藥內服爲外
治遥 方中以黨參尧白術健脾補氣曰吳茱萸尧砂仁溫脾散
寒曰蒼術辛溫燥濕健脾曰陳皮行氣曰五倍子收斂澀腸袁

人內部病變必然反映在其外表袁如面色尧肌膚尧活動
等方面遥 蔡老強調院一種成功的女性保健藥品袁必須
具有院調經理帶袁補氣養血袁潤膚養顔的作用遥

千金養顔丸針對女性的生理與病理特點袁 特別
注重對氣血尧腎尧肝尧脾的調理袁方中黃蓍尧當歸尧熟
地尧白芍尧川芎以補氣養血袁令氣盛血充袁月經如期曰
鹿茸尧杜仲尧菟絲子尧枸杞之類袁 能補腎塡精袁調補冲
任曰柴胡尧白芍尧香附尧益母草尧延胡尧五靈脂尧川楝子袁
可疏肝理氣袁化瘀止痛;白術尧淮山尧茯苓尧炒芡實尧生
龍骨尧生牡蠣以健脾利濕袁固澀止帶曰黃柏尧土茯苓治
濕熱下注袁燥濕理帶曰靈芝尧人參扶正固本曰燕窩尧珍
珠之養顔潤膚遥 千金養顔丸是一種在野烏鶏白鳳丸冶
的基礎上昇華而成的獨特配方袁由內而外調理身體袁
對靑春少女到更年期婦女皆有良好的健美作用袁令
人精力充沛袁神采飛颺袁顯現白里透紅的完美肌膚袁

散發動人的眞我魅力遥 旣是婦科良藥袁 又是養顔珍
品遥

野醫尙神農求正藥袁師宗本草取良方冶院良方正藥
是恆昌隆的座右銘遥 恆昌隆藥厰遵照蔡老的敎導袁堅
持野選料上乘袁依法炮製袁良方正藥袁活人濟世冶的宗
旨袁以香港質量管理規範標準袁製造更多優質産品袁
爲人類健康事業盡一分力遥

渊作者簡介院蘇東明先生袁祖籍福建省晉江市袁1973年旅居

香港遥蘇東明先生乃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注冊中醫師袁並爲

香港恆昌隆燕窩參茸行有限公司及恆昌隆藥品有限公司創辦

人遥現爲國際中醫中藥總會永遠名譽會長和當屆會長尧香港中

藥業協會名譽會長尧香港藥行商會監事長遥 蘇瑞龍先生袁現任

香港恆昌隆燕窩參茸行有限公司及香港恆昌隆藥品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尧香港商業專業評審中心院士尧香港中成藥商會會

董遥 香港恆昌隆燕窩參茸行有限公司聯絡方法院
電話院渊852冤2542 3039 網址院www.hkhcl.com冤

中藥敷臍加點刺四縫穴治療小兒脾虛腹瀉78例

福建省連江縣中醫院 晉星南 渊3505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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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藥合用共奏健脾補氣袁散寒澀腸之功效遥 神闕爲經
氣的匯海袁與十二經脈相連袁與五臟六腑相通遥 據現
代硏究表明藥物敷貼神闕可以刺激皮膚袁 通過神經
反射激發人體調節功能袁使機體某些抗體形成袁免疫
力提高袁從而增加人體的抗病能力和防禦機能遥 所以
中藥外敷神闕起到健脾溫腎袁和胃理腸袁回陽救逆等
作用遥 四縫是經外奇穴袁針刺四縫可以通暢百脈袁調
和臟腑遥 筆者用此穴治療疳積證同時袁發現隨着四縫

穴點刺後擠出的白色透明液體減少而大便的色質有
明顯改善袁故而引用于腹瀉遥 據現代硏究袁點刺此穴
可使腸中胰澱粉酶尧胰脂肪酶和胰蛋白酶含量渊消化
強度冤增加遥 筆者體會點刺四縫穴確有調整胃腸功能
的作用遥 所以中藥敷臍加點刺四縫穴治療小兒脾虛
腹瀉具有療程短尧見效快尧治愈率高袁無副作用及病
兒易接受等優點遥

變態反應性鼻炎在全球範圍內發病率有逐年增
高的趨勢遥 是耳鼻咽喉科常見病之一袁也是常見的呼
吸道變應性疾病袁 並且上下呼吸道炎症具有密切的
一致性和相關性袁是全身變態反應在鼻部的表現遥 本
病已成爲一個全球性的健康問題遥 變應性鼻炎屬於
中醫學野鼻鼽冶尧野鼽嚏冶的範疇遥 衆多醫家認爲鼻鼽的
發生袁由內外病因相應而致遥 外由風寒濕熱袁內因肺
脾腎虛袁其中又以肺脾失調尧脾氣虧虛爲主遥 本實驗
從脾虛型AR入手袁採用RT-PCR方法袁從基因水平上
硏究中藥復方對實驗性AR大鼠鼻黏膜Eotaxin-
mRNA表達及嗜酸細胞的影響袁探討中藥復方對脾虛
型AR的影響及對該型AR的治療機制遥
1 實驗材料
1.1 實驗動物

SD大鼠70只袁SPF級袁3月齡袁 體重院180-220克袁
雌雄各半袁 由四川省醫學科學院實驗動物硏究所提
供袁許可證號院scxk渊川冤2006-18飼養于四川省醫學
科學院實驗動物中心袁室內溫度控制在20益-25益遥
1.2 藥物及試劑

中藥復方由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製劑室提
供遥 氯雷他啶遥 卵白蛋白院 美國Sigma公司生産遥
TaKaRaRNAPCRKit渊AMV冤Ver援3援0試劑袁寶生物工程
渊大連冤有限公司生産遥 PCR引物袁寶生物工程渊大連冤
有限公司合成遥
2 實驗方法
2.1造模及分組方法

SD大鼠70只袁SPF級動物袁3月齡袁雌尧雄各半遥 由
四川省醫學科學院實驗動物中心提供遥 自由喂養一
周後袁將大鼠按體重尧性別隨機分爲7組遥 每組10只遥
即空白組尧脾氣虛AR模型組尧脾氣虛AR中藥組尧脾氣

虛AR西藥組尧 AR模型組尧AR中藥組尧AR西藥組遥
脾氣虛模型院 採用飲食不節加游泳疲勞過度綜

合因素傷脾的方法遥 飲食不節 病證結合組動物單
日喂飼甘蘭每只10要15g袁自由飲水;雙日豬脂2mL/只
灌胃袁自由進食袁飲水袁共8天遥 過勞傷氣 病證結合
組動物在上述處理的當日放入20益水池中游泳至疲
勞過度渊以驅趕無力游泳或欲溺水爲指徵冤袁1日1次袁
共8天遥

變應性鼻炎模型院按照安雲芳報道的方法造模遥
實驗組動物以卵白蛋白0.30mg作抗原袁 氫氧化鋁粉
末30mg作佐劑袁加生理鹽水至lml形成混懸液袁腹腔
內注射袁隔日1次袁共7次遥 腹腔注射免疫完成後袁每側
鼻腔均以5%卵白蛋白的生理鹽水溶液20u1局部免
疫袁每日1次袁共7次遥 空白組動物用等量生理鹽水代
替進行腹腔注射和鼻腔滴注袁方法同上遥

藥物干預院空白組尧脾氣虛AR組尧AR組用等量的
生理鹽水灌胃袁其餘各組在局部激發的同時袁每日分
別予以相應的藥物干預袁 給藥1小時後再予以5%的
卵白蛋白溶液局部半量激發袁即5%的卵白蛋白溶液
20ul袁每側10ul滴入大鼠雙側前鼻孔遥
2.2 給藥方法

造模結束後袁即第22天後開始給藥袁根據實驗動
物與人用藥量的換算方法計算出用藥劑量遥 每日以
成人臨床劑量8倍的中藥渊中藥組冤及西藥渊西藥組冤
灌胃袁給藥時間爲7天遥空白組尧AR模型組尧脾虛AR模
型組院正常喂養袁並用相同量的生理鹽水灌胃遥

2.3觀察指標及檢測方法
2.3.1鼻黏膜Eotaxin mRNA表達的RT-PCR檢測
實驗結束後袁 在超凈工作檯上取鼻粘膜用逆轉

録聚合酶鏈反應 渊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中藥復方對變態反應性鼻炎大鼠鼻黏膜組織Eotaxin-mRNA表達的影響

黃桂鋒1 盧健敏2 指導院熊大經3 謝慧3

1. 泉州市中醫院袁福建 泉州 362000曰2. 泉州醫學高等專科學校袁福建 泉州 362000曰3. 成都中醫藥大學袁
四川 成都 61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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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 reaction袁 RT-PCR冤法袁進行Eotaxin mRNA渊信
使RNA冤水平表達的檢測遥 具體方法如下院從美國國
立衛生院所維護的國際權威數據庫網站獲得最新版
本的SD大鼠Eotaxin和內參基因茁-actin的mRNA序
列遥 利用引物設計專業軟件Primer 5.0設計其引物遥
然後委託大連寶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完成引物合成遥
Eotaxin mRNA引物院5爷-AAACCATAAACAACCTC鄄
CTC-3爷袁3爷-ATTGACTCCTACTATCCTCCTG-5爷袁 採
用美國TriZol試劑渊Cat NO院 15596-018冤一步法提取
總RNA寅反轉録反應寅PCR反應袁 反應結果通過凝
膠電泳分析系統檢測遥 由於反應衆多袁爲保障不同反
應之間的可比性袁 採用不同反應産物帶的相對熒光
強度比値進行橫向比較袁 確定不同基因在不同樣本
的相對表達程度遥
2.3.2 鼻中隔粘膜嗜酸細胞計數

于末次鼻腔激發後30分鐘袁將大鼠斷頭處死袁並
將上頜骨從顱骨中游離出來袁沿鼻中線剪開鼻腔袁暴

露鼻中隔袁 剝離雙側鼻中隔粘膜並按組及時固定于
10%中性福爾馬林液內袁常規脫水尧透明尧浸蠟尧包
埋袁石蠟切片袁蘇木素-伊紅渊HE冤染色袁光鏡進行嗜
酸細胞計數遥 在高倍視野渊40伊10倍冤下隨意選取鼻中
隔粘膜的10個高倍視野袁 計數每高倍視野下的嗜酸
細胞的均數遥 結果以均數士標準差表示渊X依S冤
2.4 統計學方法

數據用SPSS13.0軟件包進行分析處理袁 用One-
Way-ANOAY分析袁 組間比較採用LSD 渊方差齊冤或
Tamhane渊方差不齊冤及SNK分析袁計量資料採用均
數依標準差渊X依S冤表示遥
3 結果

3.1 用藥7天後大鼠鼻粘模嗜酸粒細胞數計數 渊見表
1冤

表1示院脾氣虛AR組尧AR組大鼠鼻粘膜嗜酸性粒
細胞浸潤計數明顯升高袁 與空白組相比有顯著性差
異渊P<0.01冤袁用藥後脾氣虛AR中藥組及脾氣虛AR西

注院與空白組比較野绎冶p<0.05袁野绎绎冶p<0.01曰與AR組比較野吟冶p<0.05袁野吟吟冶p<0.01曰

組別 N EOS

空白組 10 1.00依0.67吟吟

脾虛AR組 10 12.40士2.12绎绎吟吟

脾虛AR組中藥組 10 4.30士1.50吟吟绎

脾虛AR組西藥組 10 4.80士1.48吟吟绎

AR組 10 9.40士2.37绎绎

AR組中藥組 10 4.00士1.49吟吟绎

AR組西藥組 10 3.90士1.37吟吟绎

注院與空白組比較野绎冶p<0.05袁野绎绎冶p<0.01曰與AR組比較野吟冶p<0.05袁野吟吟冶p<0.01曰

組別 N Eotaxin mRNA

空白組 10 10.35依1.79吟吟

脾虛AR組 10 21.92依1.61绎绎吟

脾虛AR組中藥組 10 14.55依3.68绎吟吟

脾虛AR組西藥組 10 14.74依2.91绎吟吟

AR組 10 18.09依3.12绎绎

AR組中藥組 10 11.70依1.67吟吟

AR組西藥組 10 11.70依1.70吟吟

表1 用藥7天後各組大鼠鼻粘膜嗜酸細胞計數渊X依S冤

表2 用藥7天後各組大鼠鼻粘膜Eotaxin mRNA相對表達量渊X依S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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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組尧AR中藥組及AR西藥組大鼠鼻粘膜嗜酸性粒細
胞浸潤計數下降遥
3.2 用藥7天後各組大鼠鼻粘膜Eotaxin mRNA相對
表達量渊見表2冤

表2示院 脾氣虛AR組尧AR組大鼠鼻粘膜Eotaxin
mRNA表達明顯升高袁 與空白組相比有顯著性差異
渊P<0.01冤袁用藥後脾氣虛AR中藥組及脾氣虛AR西藥
組 尧AR中藥組 及AR西 藥組大 鼠鼻粘 膜 Eotaxin
mRNA表達下降遥
4 討論

熊大經敎授根據多年的臨床實踐和理論及實驗
硏究的結果袁認爲脾虛爲鼻鼽之宿根袁脾虛爲貫穿于
鼻鼽病程始終的主要病機遥 因爲脾肺爲母子相生的
關係袁不論是野母病及子冶還是野子盜母氣冶袁均可按虛
則補其母的原則袁以培土生金法治之遥 况且臨床上單
純的肺氣虛寒型鼻鼽並不多見遥 而且袁即使是肺氣虛
寒型鼻鼽袁治療時如果單純從肺論治袁不同時兼補脾
氣袁療效也是不理想的遥 故治療應從健脾入手袁健脾
益氣袁培補中土袁從而達到培土生金尧益氣固表之目
的遥 現代醫學認爲本病與遺傳密切相關袁帶有與變應
性鼻炎發病相關基因的個體稱爲特應型個體袁 並且
本病的發生與宿主的免疫紊亂有關遥 從而確立了本
病的治療關鍵在于恢復機體的正常免疫機能狀態袁
改善特應型體質遥 因此袁選用黃芪尧白術等補中益氣尧
健脾除濕曰 殭蠶等通竅通絡止癢院 五味子等益腎止
涕遥 縱觀全方袁通過補中益氣尧培士生金袁從而達到消
除症狀尧改善體質的目的遥

嗜酸性粒細胞的浸潤是變應性鼻炎炎症反應的
基本病理改變遥 AR的發病過程實際上可分爲兩個階
段院速發相反應和遲發相反應遥 40%-50%的AR患者
在速發相反應消退後袁又會重新出現以鼻塞尧鼻漏尧
噴嚏爲主的復發現象袁這就是遲發相反應遥 在鼻部的
表現以呼吸道阻力增加爲主袁 與速發相反應相比它
的持續時間更長袁治療效果差遥 它是以嗜酸性粒細胞
渊EOS冤袁 嗜碱性粒細胞和淋巴細胞在鼻粘膜內大量
浸潤爲特徵遥 比較而言袁EOS在此期間作用最爲重
要袁有硏究表明它釋放的白三烯渊LCT4冤所致的鼻塞
效應比組胺更爲突出遥 而且有實驗證實EOS還可能
是一些細胞因子袁如白細胞介素-3渊IL-3冤尧白細胞介
素-5渊IL-5冤袁粒-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渊GM-CSF冤

的重要來源遥 同時袁嗜酸粒細胞又可通過自分沁Eo鄄
taxin袁RANTES等趨化因子正反饋促使Th2細胞在炎
症局部的聚集尧 刺激特異性T細胞克隆的活化與增
生尧促進嗜酸粒細胞的募集尧加重嗜酸粒細胞炎症反
應袁從而使炎症進一步放大遥

由此可見袁 嗜酸粒細胞不僅是變應性疾病的主
要效應細胞袁 同時它還在變態反應的級聯放大過程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遥 這提示阻斷嗜酸粒細胞的作用
會緩解變應性疾病的發生遥 監測EOS水平對判斷AR
的嚴重程度及防治均有積極的指導意義遥

本實驗結果表明院中藥復方可明顯降低AR大鼠
鼻粘膜組織中的EOS計數袁 該藥理作用與西藥氯雷
他定相似遥 表明中藥具有抑制EOS在大鼠鼻粘膜浸
潤的免疫藥理作用袁這可能是該藥治療AR的一個作
用機制遥

Eotaxin主要細胞來源爲上皮細胞尧 內皮細胞和
活化的白細胞渊如單核細胞和嗜酸粒細胞冤遥 Eotaxin
的靶細胞主要是嗜酸粒細胞袁Eotaxin是一種強有力
的EOS激活劑袁 對於EOS具有很強的優先選擇性袁特
異性趨化EOS並促使EOS的局部浸潤並激活袁Eotaxin
對淋巴細胞中的Th2亞群也有趨化作用袁並促進其分
泌T細胞淋巴因子如IL-3尧IL-4尧IL-5和GM-csF等遥因
此袁國外有關專家推測院Eotaxin通過對Eos尧嗜碱粒細
胞和Th2細胞 渊這些細胞是過敏反應的特徵細胞冤的
共同調節袁從而引發過敏性炎症反應遥 Bouchaib等硏
究發現Eotaxin不僅可以趨化和激活嗜酸粒細胞袁而
且可以通過Eotaxin-CCR3途徑在IL-5的協同作用下
促進CD34+干細胞向嗜酸粒細胞分化遥 此外袁除嗜酸
粒細胞高表達Eotaxin的專一性受體CCR3外袁嗜碱粒
細胞尧肥大細胞尧TH2細胞尧內皮細胞尧呼吸道上皮細
胞尧單核細胞以及樹突狀細胞也表達CCR3並具有功
能性作用袁 因此Eotaxin除作用于嗜酸粒細胞外也通
過CCR3作用于表達CCR3的其它細胞産生相應的作
用遥 我們知道這些細胞也是參與變應性鼻炎發病的
重要的細胞遥 本實驗發現袁 變應性鼻炎大鼠鼻粘膜
Eotaxin mRNA的表達明顯高於正常對照組 渊P<
0.01冤遥 用藥後各治療組Eotanxin mRNA表達明顯減
弱渊P>0.05冤遥提示中藥可能通過干預Eotanxin mRNA
表達袁抑制EOS的浸潤袁活化和脫顆粒袁從而達到治
療變應性鼻炎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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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湯劑因其吸收好袁作用快袁便于臨證加減袁
在臨床應用中仍較爲廣泛遥 中藥不但講究遣方用藥
體現辯證袁在服藥方法上也應根據病情尧辯證結果及
藥性袁提供辯證的指導袁充分體現中醫護理的辯證施
護袁以使藥方發揮最佳療效遥 清代徐靈胎曾指出院野方
雖中病袁而服之不得法袁非特乏功袁反而有害冶遥 説明
瞭服藥方法的正確與否對療效有着重要的影響遥

然而袁在臨床工作中袁筆者對9家醫院渊其中省級
中醫院1家袁市級中醫院3家袁三級綜合性醫院中醫科
2家袁 縣級中醫院3家冤 的湯劑給藥流程作了調查發
現袁在中藥湯劑的給藥護理中袁護士對病人的服藥方
法存在千篇一律的指導及對用藥後觀察的重點存在
盲目性袁這不但影響藥效延誤治療袁也給護理工作帶
來一定的安全隱患遥 現淺述如下院

目前幾家醫院的流程大致如下院
護士根據醫囑將核對後的處方發送到藥房袁由

藥房打印處方袁並配藥後送煎藥室袁煎藥室將煎好打
包後的湯劑送到病區袁 與護士交接後袁 發給病人服
用遥

1. 存在不足院
1.1 護士執行中藥醫囑後袁科室只打印中藥執行

單袁留有病區尧床號尧姓名尧帖數等內容遥 沒有打印處
方的藥物組成遥

1.2 煎藥室打包後送來的湯劑包外亦只有病區尧
床號尧姓名等袁沒有處方的藥物組成遥 渊協定方除外冤

1.3 煎藥室多采用煎藥機煎藥並打包袁常有多劑
同煎然後分裝打包現象袁這也影響藥效的最大發揮遥
渊本文對煎煮法暫且不論冤

1.4 護士將藥包發給病人時往往只核對床號尧姓
名並常規作簡單的服藥指導袁如早晩各一次尧飯後1
小時溫服等袁便匆匆而去袁藥後情况亦不再過問遥

2. 原因分析院
2.1大部分醫院臨床護士嚴重缺編袁超負荷的工

作量袁使得護士只能機械地執行醫囑袁沒時間與病人
溝通袁健康知識宣敎不到位遥

2.2 臨床護士以西醫護校畢業爲主袁雖有中醫藥
基礎知識培訓100學時的要求袁但常因敎不到位或學
不到位等諸多因素導致收效不佳袁 即使學好了袁100
學時相當于中醫的博大精深也只是皮毛而已袁 很難
做到辨證的指導遥

2.3 各家醫院以西醫治療爲主袁對中藥湯劑給藥
流程管理不夠嚴謹袁領導重視不夠袁沒有將給藥中存
在的不足納入管理程序袁 簡單的核對只能保證發藥
無誤袁不能達到預期的藥效袁給藥後的病情觀察更是
沒有落到實處遥

2.4 護士在執行中沒有相應的中藥處方袁要想知
道藥物組成只能翻閲病歷醫囑或從電腦中查詢袁這
與護士繁雜的工作性質不相適宜遥

3. 護理措施院
3.1 護士執行中藥醫囑時袁病區必須留有中藥處

方袁可同中藥執行單一同打印渊根據電腦軟件功能而
定冤袁亦可由藥房打印後送一份渊一式兩份冤到病區袁
集中于中藥執行本上袁 護士發湯藥時才能做到心中
有數袁 有的放矢袁 就着不同方藥給予相應的服藥指
導遥

3.2 責任護士應多翻閲病歷袁 常與醫生溝通袁對
病人的病情不但做到野九掌握冶袁還應掌握其疾病的
辨證分型袁症候特點袁並根據患者的體質尧四時時令
等辨證地給予指導袁包括院

3.2.1 服藥時間的指導院有飯前服尧飯後服尧餐間
服尧空腹服尧隔夜服等遥

3.2.2 服藥方法的指導院有溫服尧熱服尧冷服尧頓
服尧頻服遥

3.2.3 服藥次數的指導院 一般分早晩兩次服用袁
發汗藥可加服2~3次袁含咽汁藥可少量頻服等遥

3.2.4 服藥與忌口院注意食物對藥效的影響遥
3.2.5 對中西藥聯合治療的袁應按規定合理分開

一定的間隔時間服用遥
3.3 醫院管理者應重視中藥湯劑治療的各個環

節的管理袁規範湯藥煎藥法袁加強臨床護士中醫藥知
識的培訓袁並制定相應的管理措施與責任奬懲制度遥

3.4 提倡開方醫生參與對病人服藥方法的指導袁
病人對醫生信任及依從性遠遠高於對護士袁 有利于
藥效得到最大的發揮遥

3.5 建議把中藥湯劑服藥指導與藥後病情觀察袁
納入責任護士的職責範疇袁並強調做好護理記録袁重
點觀察的內容要求有體現袁 記録質量作爲護理質量
控制評價內容之一遥 如院

解表藥院應重點觀察汗出情况遥
瀉下藥尧利水滲濕藥尧驅蟲藥尧收澀藥等院重點觀

中藥湯劑給藥流程調查分析

張燕娥1 張子平2

渊1.福建惠安縣中醫院 362100曰2.福建醫科大學附屬泉州二院 3620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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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雲山癲狂定驚丹冶祖傳中醫世家袁筆者三代從
事中醫臨床科硏工作袁 通過四十多年臨床經驗不斷
總結完善袁博採衆方尧推陳出新尧實踐證明野雲山癲狂
定驚丹冶確爲治療癲狂風癇病的特效良方遥 2001年技
術成果經衛生部中華醫學會及全國著名專家審定袁
硏究方向超前袁課題創新尧硏究程序符合標準袁內容
新穎袁論據可靠袁在學術硏究上有所突破袁居目前醫
學界硏究領先水平尧具有實用性尧科學性和先進性尧
榮獲叶中華醫學創新技術成果曳金杯壹等奬遥 2002年
由世界中醫藥開發聯合會袁 世界醫藥硏究中心MDV
醫藥認證金奬袁 並全權授予世界中醫藥開發聯合會
執業藥師資格證書遥

也摘要页心腦精神病臨床分爲原發行和繼發性袁
其病因病機袁多爲七情過極袁飲食不節尧六淫尧氣血不
暢及先天因素袁臟腑機能陰陽失調尧經脈脈絡阻滯尧
腦氣與臟氣不接尧導致心腦缺血尧缺氧尧神志失常袁靈
機混亂袁蒙蔽清竅袁橫竄經絡所致袁應按發病虛實輕
重程度來鑒別治療曰以祛邪扶正尧平心安神尧疏通氣
血袁協調陰陽袁改善循環尧在治療期間避免精神刺激袁
保持心情穩定袁力求排除各種誘發因素尧素日特別要
求不宜做高空水面作業遥

也關鍵詞页野雲山癲狂定驚丹冶1型袁祛風墜痰尧開
竅醒腦尧怔忡發狂尧養心清血尧鎮心安神尧神補治驚
悸曰行氣化積尧開胃和中遥

也論著页祖傳秘方經驗方尧創新技術成果野雲山癲
狂定驚冶1型遥

方組主要組分院珍朱母渊煅冤尧磁石渊煅冤尧寸冬尧茯
神尧紫丹參渊炒冤尧莖=荆芥穗渊黃酒炒冤尧神曲尧礞石尧天
仙子尧天麻渊水洗麵湯浸泡六七成冤尧天蠶渊炒冤尧錦紋
渊炒冤尧生地尧九節菖蒲渊制冤尧琥珀尧遠志渊炙冤尧靑黛尧蘆
薈尧朱砂渊飛冤尧冰片尧等藥味遥

方解曰珍朱母尧磁石尧琥珀尧朱砂尧怔忡不眠尧驚則
氣亂尧鎮心安神尧心靜神清曰天麻尧礞石尧天仙子尧神
曲尧祛風墜痰尧下氣平肝尧頭風痛眩暈尧定驚止痛尧積
滯痰塞尧行氣化積尧健脾開胃曰生地尧寸冬尧錦紋尧心包
潮熱尧譫語發狂尧語無倫次尧潤澡生津尧養心清血曰紫
丹參尧蘆薈尧靑黛尧化瘀生新尧疏通微循環尧增強供血
給氧遥 涼肝除煩通腑曰茯神尧遠志袁九節菖蒲尧痰迷神
昏尧祛痰清腦尧化濕和中曰益智寧心尧神補治驚悸曰天
蠶尧祛風尧止痙尧通經尧化痰曰冰片尧神昏抽搐尧開竅醒
神尧除郁瀉火曰荆芥能通透血脈袁治頭風劇痛尧項強口
噤尧肢體震顫痙攣遥

功能院怔忡發狂尧神昏抽搐尧開竅醒神尧鎮心安
神尧益智寧心尧疏通微循環尧養心清血尧補神治驚悸尧
祛風墜痰尧行風化積尧開胃和中遥

主治院癲狂風癇病尧神志失常及各種精神錯亂遥
注意事項院1尧孕婦尧陽氣虛脫者宜愼用遥 2尧癲狂

風癇病奇症多變袁服藥期必須觀察療效袁病情頑固者
據病情變化袁除風導痰遥

渊附院聯繫方式院甘肅省涇川縣總工會住宅樓3單元326號袁
郵編院744300曰電話院0933-3325922曰手機院13830304822冤

察二便情况遥
峻下藥尧回陽救逆藥尧大補元氣藥等院重點觀察

神志呼吸尧脈搏尧血壓等生命體徵遥
動物類中藥袁如鹿茸尧鱉甲等院重點觀察皮膚有

無過敏袁並詢問過敏史遥
對肝腎功能可能有損害的中藥袁如穿心蓮尧馬兜

鈴尧雄黃等院使用中出現不適或使用超過一定時間應
及時進行相關監測遥

4. 小 結院

這樣袁醫院領導重視袁從各個細節抓起袁醫生配
合袁護士負責措施落實到位袁才能最大程度保證醫生
開出的方藥達到最佳療效袁使得患者滿意袁醫生也滿
意袁中醫特色得到充分發揮遥

渊作者簡介院張燕娥袁女袁1974年8月出生袁1992年7月畢業

于福建衛生學校中醫護理專業袁現福醫大護理本科函授在學袁
惠安縣中醫院內科護士長袁主管護師袁曾獲惠安縣野十佳護士冶
稱號遥電話院13015853132曰E-mail院 huijie888@tom.com曰郵編院
362100遥 冤

祖傳秘方 經驗方

甘肅省涇川縣玉都中心醫院 蔣佩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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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淺談中西藥聯合用藥

羅源縣中醫院 李孝貞

用中西醫結合來治療疾病是我國醫學界的特
色袁人們普遍認爲中藥藥性平緩尧安全尧治本袁西藥起
效快尧治標袁兩者合理聯用可相互取長補短袁充分發
揮各自優勢袁增強療效遥 但中西藥聯用也存在聯合使
用不當而造成不良後果的遥 本文就中西藥聯合用藥
的目的尧 中西藥聯合應用的優勢及存在問題等作一
概述遥
1 中西藥聯合用藥的目的

中西藥各有特點袁西藥多爲化學單體袁組成成分
明確袁 作用靶點具有專一性和針對性袁 作用機理清
楚袁中藥則強調整體觀念及辯證論治袁重在全身陰陽
的調整遥 中西藥聯合用藥的目的就是使其優勢互補袁
兼顧全面袁增強療效尧減輕或消除毒副作用及其不良
反應袁從而縮短療程袁減少藥物的用量袁擴大藥物的
適應範圍袁降低醫療成本遥 做到野安全尧有效尧經濟尧合
理冶遥
2 中西藥聯合應用優勢

2.1 增加藥物的作用袁提高療效遥 如中藥黃芪尧黨參尧
地骨皮尧知母與達美康聯合應用能夠增強降糖效果袁
防治糖尿病血管並發症的發生和發展遥 中藥枳實能
鬆弛膽道總管括約肌袁使膽道內壓力下降袁在用慶大
霉素治療膽道感染時袁 枳實可增加膽道中慶大霉素
的藥物濃度袁提高療效遥 華山參片有抗膽碱的作用袁
可抑制腸蠕動袁增加藥物與腸黏膜的接觸時間袁因此
與地高辛合用可促進難溶性藥物地高辛的吸收遥 中
藥黃芩的提取物黃芩黃酮A可降低細胞端體粒酶的
活性袁在體外具有抗腫瘤活性袁對順白尧阿霉素尧氟尿
嘧啶等化療藥物有增效作用遥 中成藥參芪降糖膠囊
可有效降低尿中微量白蛋白的水平袁 對早期腎病有
積極的治療作用袁 有硏究表明參芪降糖膠囊聯合卡
托普利治療早期糖尿病腎病袁 在控制血糖的同時還
顯著減少了24小時尿微量白蛋白遥
2.2 降低藥物的毒副作用遥大多數抗腫瘤藥物都存在
消化道反應及骨髓抑制尧引起嘔吐尧白細胞減少等副
作用遥 中藥甘草製劑配合抗癌喜樹碱尧農吉利碱合用
可明顯降低抗癌藥的毒性尧並增強其療效遥 含大量硫
酸鈣的海螵蛸尧含白及膠質的白及具有收劍尧止血尧
制酸尧消腫生肌的作用袁能減少服用5-氟脲嘧啶等抗
腫瘤藥物引起的胃腸道不良反應症狀袁保護胃黏膜遥
中成藥逍遙丸有保肝作用袁與西藥抗癆藥聯用袁能減

輕抗癆藥對肝臟的損害遥
3 中西藥聯合應用存在問題

3.1 聯合用藥降低藥物的療效院中藥甘草尧鹿茸尧何首
烏等具有糖皮質激素樣作用袁 使血糖升高從而減弱
胰島素尧甲苯磺丁脲尧格列本脲等降糖藥的療效遥 清
熱解毒類中藥具有較強的抗菌作用如金銀花尧連翹尧
黃芩尧魚腥草等不宜與菌類製劑如整腸生尧培菲康等
聯用袁因清熱解毒類中藥具有較強的抗菌作用袁服用
後在抗菌的同時袁還能抑制西藥菌類製劑的活性遥 助
消化藥胃蛋白酶尧多酶片尧胰酶等袁不能與大黃及含
大黃成分的中成藥袁如牛黃解毒片尧麻仁丸合用袁因
爲大黃對酶類助消化藥有抑製作用遥 這些藥物也不
能與富合鞣酸成分的中藥袁如虎杖尧紫金錠等合用袁
否則會産生沉澱而失敗袁煅炭類中藥如血余炭尧荷葉
炭尧蒲黃炭尧煅蛤殻尧煅瓦楞子等袁會吸附酶類製劑而
使之療效降低遥 另外袁服用中草藥時袁不要同時服用
含鐵質的西藥或富含鐵的食物袁 因有些中草藥中含
有鞣質袁兩者會産生不溶性的沉澱物袁不但使藥效損
失袁還會出現副作用遥
3.2 聯合用藥産生不良反應遥含乙醇的中藥如霍香正
氣水尧國公酒尧風濕酒等不宜與降糖藥同用袁乙醇促
進胰島素分泌袁增強降糖作用袁使病人出現嚴重的低
血糖袁不宜與酶製劑同用袁乙醇可使蛋白質變性袁引
起酶製劑失效遥 苦杏仁尧桃仁尧枇杷露尧蛇膽川貝液尧
感冒清熱冲劑等袁不宜與嗎啡尧磷酸可待因等麻醉尧
鎮靜尧止咳藥同服遥 因爲兩者共同的毒性作用是對呼
吸的抑制袁同服後可導致呼吸抑制過強遥 朱砂及含朱
砂的中成藥如朱砂安神丸尧 冠心蘇合丸與西藥亞鐵
鹽尧亞硝酸鹽等同服時朱砂中Hg2+的可被還原成Hg
使毒性增加袁如與溴化物尧碘化物同服生成溴化汞尧
碘化汞沉澱物刺激性增加袁排出赤痢樣大便袁導致藥
源性腸炎遥 麻黃與氨茶碱合用袁兩藥作用的機制都是
鬆弛支氣管平滑肌袁但兩藥的作用環節各不相同袁兩
藥合用的效果反而不及單獨使用氨茶碱的效果好袁
且不良反應明顯增加遥 利尿藥如常用的保鉀類利尿
藥安體舒通尧氨苯喋啶袁不能與含鉀離子高的中藥合
用袁如篇蓄尧夏枯草尧白茅根尧澤瀉尧金錢草尧牛膝等袁
否則可引起或加重高血鉀等毒性反應任何事物均有
雙重性袁一方面中西藥聯用能提高療效尧擴大治療範
圍尧縮短療程尧降低不良反應同時減少用藥劑量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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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摩是推拿治療中的常用輔助治療手段袁 應用
膏摩時袁 首先將中藥加工成的藥膏塗于治療部位的
皮膚表面袁再用推拿手法袁實施治療方法遥 它是推拿
治療中的一種常用輔助治療手段袁但是袁隨着時代的
變遷袁膏摩逐漸淡出醫生的視野袁臨床上少見應用袁
現代硏究也少見遥 爲了繼承和硏究膏摩袁而開展本次
古籍硏究遥 所硏究的古籍主要有院叶小品方曳袁叶肘後
方曳袁叶千金要方曳袁叶外台秘要曳袁叶太平聖惠方曳袁叶聖濟
總録曳袁叶普濟方曳遥 硏究的內容主要是膏方的製作法
演變袁包括用藥尧輔料尧製藥前制備尧火候及合膏遥 以
下分成五部分介紹分析結果遥
一尧 膏摩方膏劑應用與製作的演變尧發展概要

首先袁對膏摩膏方的演變尧發展進行簡要介紹遥
膏摩膏劑的製作工藝袁 在先秦兩漢時期並沒有

專門單獨提出袁 僅在某一膏劑運用時簡要地記載了
製作方法袁其用藥尧輔料尧製藥前準備尧火候尧合膏等
內容的記載袁尙不成系統遥 直至晉唐時期袁方有全面
記載袁孫思邈叶備急千金要方曳中詳細地記載了野可摩
之膏冶的製作方法及注意事項遥 此書中記載了膏劑製
作前的準備袁比如野凡合膏袁先以苦酒漬袁令淹漬冶曰記
載了煎煮藥物時的火候袁比如院野煮膏當三上三下袁以
泄其藥勢袁令藥味得出冶曰也記載了膏滓的處理方法院
野若是可服之膏袁膏滓亦堪酒煮飲之冶曰此外袁對膏中
一些藥物的特殊處理也有記載袁 比如院野凡膏中守雄
黃尧朱砂輩袁皆別搗袁細硏如面冶袁野有水銀者袁于凝膏
中硏令消散援胡鉛亦爾遥冶由此可見袁膏摩膏劑的出現袁
應在先秦兩漢時期袁甚至更早的年代袁而逐步發展完
善則應在晉唐時期遥

由孫思邈總結完善的這一製作方法袁 得到後世
醫家的沿用及發展袁宋元的叶太平聖惠方曳尧叶太平惠
民和劑局方曳中均有這一制法的記載袁在這一時期袁
主要是對製作時需要打碎尧 硏磨的藥物進行了補充
説明袁比如院野膏中用雄黃尧朱砂尧麝香之輩袁皆別硏如
粉遥 噎噎有水銀胡粉者遥 于凝膏中硏令消散遥 冶再如院
野膏中用雄黃尧朱砂尧麝香尧乳香尧鉛丹之輩袁皆別硏如
粉袁噎噎有水銀尧胡粉者袁于膏中硏令極細遥 冶

到明清時期袁 在製作上大致沿用前世醫書的記
載袁少見發展遥 而在膏方的選藥和適應症方面有所發
揮遥 其中袁叶普濟方曳中記載了三種丹參膏方袁分別用
于治療不同的疾病袁並採用不同的製作方法遥 比如院
野丹參膏,治惡肉惡核袁瘰癧初腫遥 丹參炙袁銼尧白芨各
三兩尧升麻尧蒴藋根各一兩半尧獨活去蘆頭尧防己尧連
翹尧白蘞尧玄參尧杏仁去皮尖雙仁袁各一兩袁上細切遥 以
生地黃汁一升噎噎冶尧野丹參膏(出聖惠方)療惡肉惡核
瘰遥 風結諸腫遥 丹參尧蒴藋各二兩尧秦艽尧獨活尧烏頭尧
白芨尧牛膝尧菊花尧防風各一兩尧芮草葉尧躑躅花尧蜀椒
各半兩尧白術一兩袁上切以苦酒二升浸之一宿噎噎冶尧
野丹參膏袁療發背髮乳遥 口已合遥 皮上急痛生遥 肉摩腕
折遥 丹參尧防風尧白芷尧細辛尧芎尧黃芩尧芍藥尧牛膝尧
大黃尧槐子尧獨活尧當歸各一兩袁上以臘月豬脂五升遥
微火煎三上三下遥 冶

以上所述內容爲膏劑製作發展演變的大致情
况袁通過記載袁可以認爲袁膏摩始于先秦兩漢時期袁成
熟于晉唐時期袁發展尧完善於宋尧元尧明尧清遥

以下將分別從膏摩製作的溶劑尧藥物浸泡尧火候
掌握尧膏劑成型的演變和發展進行探討遥
二尧 膏劑製作過程中溶劑的演變尧發展

製作膏劑時袁多用苦酒渊即醋冤對藥物進行浸泡袁
或用醋代水對藥物進行煎煮遥 用醋作溶劑始見于叶小
品方曳袁此後袁即成爲膏劑製作過程中的常用溶劑遥 以
丹參膏爲例袁南北朝叶小品方曳首次記載此方時袁即以
醋作爲溶劑院野苦酒五升袁油麻七升冶遥 此後袁從晉唐尧
宋元至元明清袁在製作此膏劑時袁大多以醋爲溶劑袁
僅在晉唐叶外台秘要曳尧宋元叶聖濟總録曳和明清叶普濟
方曳中有使用其它溶劑的記載袁比如叶外台秘要曳中根
據不同病情分別選用生地黃汁或臘月豬脂膏作爲溶
劑遥再如叶聖濟總録曳記載院野生地黃汁一升冶遥而叶普濟
方曳中袁則同時記載了以生地黃汁和醋作爲溶劑的兩
種制膏方法袁並用以治療不同的疾病遥 通過對這些記
載的分析袁可以認爲袁以醋作爲溶劑袁最晩開始于晉
唐時期袁並沿用至今遥

但是袁 並非所有的膏劑製作過程中都用醋作爲

約醫療費用遥 另一方面中西藥所含的有效成分之間
的理化反應尧 藥理作用等可能因聯用而産生不良反
應使療效降低袁甚至産生毒副作用遥 總之袁中西藥聯

合使用不能簡單尧盲目叠加服用袁應硏究中西藥間的
相互作用及配伍規律袁以達到野安全尧有效尧經濟尧合
理冶的中西藥聯合用藥目的遥

膏摩膏劑的製作法演變探討

吳劍聰 植國滿 于天源

渊北京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學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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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劑袁比如商陸膏方袁自叶小品方曳首次記載後袁僅在
叶千金要方曳中有野醋漬一宿冶的記載袁其餘醫書的記
載均用水進行煎煮遥 這説明袁醋雖然爲膏劑製作的常
用溶劑袁但應根據病情選用袁而不可拘泥固化遥
三尧 膏劑製作過程中藥物浸泡的演變尧發展

藥物浸泡袁 即煎煮之前用溶劑將藥物浸泡一段
時間再進行煎煮遥 藥物浸泡出現較晩遥 以丹參膏爲
例袁晉唐叶小品方曳尧叶肘後方曳的記載均爲野以苦酒五
升袁油麻七升袁煎令苦酒盡冶袁説明當時尙未出現藥物
浸泡法袁或者尙未廣泛應用遥 到叶千金要方曳時方有記
載院野以醋二升漬一宿冶袁即用醋泡藥物一夜再進行煎
煮遥 此後的記載袁基本採用醋泡之法袁僅在叶外台秘
要曳中有一處例外院野以臘月豬脂五升冶袁需要注意的
是袁 此書中也記載了藥物浸泡法院野以生地黃汁漬一
宿冶遥 通過對古書記載的分析袁説明藥物浸泡法自出
現以來袁即受到歷代醫家的廣泛認同和推崇遥 浸泡時
常用的溶劑有醋尧豬脂和生地黃汁袁其中最常用的是
醋遥

對於藥物浸泡時間袁 凡採用了浸泡法的袁 均爲
野一宿冶袁未見例外遥
四尧 膏劑製作過程中火候掌握方法的演變尧發展

煎煮藥物時對火候的掌握主要通過四種方法院
野煎令黃冶袁野令苦酒盡冶袁野數上數下冶和野勿令過焦冶遥
記載最早的方法爲 野煎令黃冶渊將藥物煎至發黃即進
行下一步製作冤和野令苦酒盡冶渊將醋煎至蒸發完畢再
進行下一步製作冤遥 前者首見于叶小品方曳中對商陸膏
的記載院野合煎令黃冶袁此後對火候掌握的記載也多沿
用此法袁少見例外遥 説明通過煎煮時藥物變色掌握火
候是古時制膏的常用方法之一袁 最晩開始于晉唐時
期袁並沿用至今遥 但是野煎令黃冶這一火候掌握方法並
不容易把握袁因此又發展出其它幾種方法遥

通過醋的蒸發掌握火候的方法袁 主要見于丹參
膏的記載袁首次記載爲叶小品方曳院野煎令苦酒盡冶袁此
後袁在不同時期見到記載袁並未找到明顯規律遥 通過
對醫書的分析袁 發現製作丹參膏的火候掌握方法並
沒有統一袁方法包括了前述的四種袁在明清叶普濟方曳
中亦可見野令酒竭冶的記載袁因此袁製作丹參膏的火候

掌握方法尙未發現明顯的演變規律遥
野數上數下冶法首見于叶肘後方曳袁應用于多種膏

劑的製作袁比如莽草膏的製作袁野煎三上三下冶遥 數上
數下法主要有三上三下袁五上五下袁偶可見九上九下
渊莽草膏方的製作冤遥 通過分析袁可以得出結論袁數上
數下法開始于晉唐時期袁 應用于應用于多種膏方的
製作袁比如丹參膏尧野葛膏尧莽草膏遥

通過對古籍的硏究分析膏劑製作中的火候掌
握袁尙未發現明顯的應用尧演變規律遥
五尧 膏劑製作過程中膏劑成型的演變尧發展

膏劑成型時袁多用豬脂渊即豬油冤袁首次記載于
叶小品方曳袁叶肘後方曳袁此後袁各方大多采用豬油進行
合膏袁在歷代記載中袁也少見以其它物質進行合膏遥
因此袁對於膏劑的成型袁方法和用料最爲統一遥

討論院
通過對古籍的分析袁總結如下院古籍所記載的膏

方製作時所用溶劑袁多用醋袁亦有用生地黃汁尧麻油
者曰製作前多用之前所用溶劑對藥物進行浸泡袁浸泡
時間多爲一宿袁即一夜曰製作時的火候袁主要有院煎令
黃尧令苦酒盡尧數上數下和勿令過焦袁最早出現的方
法是煎至藥物發黃法袁常用的方法是數上數下法袁但
是哪些情况下選用哪種火候控制法袁 還需進一步分
析硏究曰膏劑成型時袁多用豬油進行合膏袁此次所分
析的古籍記載中袁均以豬油進行合膏遥

此次硏究僅分析了膏劑製作過程的主要方法袁
發現了一些規律袁而在具體製作時袁應該如何根據病
情選用不同的製作方法袁尙未發現明顯的規律袁有待
進一步硏究探討遥

渊作者簡介院吳劍聰袁男袁1985年9月24日出生袁福建晉江

人袁畢業于北京中醫藥大學袁現于北京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學

院攻讀博士學位袁硏究方向爲推拿遥曾參與推拿治療周圍神經

損傷的功能評價及作用機理硏究尧 高原紅細胞增多症的發病

機理及預防方法的硏究尧 推拿干預坐骨神經損傷大鼠MDNF
的 篩 選 與 確定 等 硏 究 遥 聯繫 電 話 院18911598763. 郵 箱 院
39671377@qq.com遥 地址院北京北三環東路11號北中醫205信
箱遥 郵編院100029冤

當今世界上有三種醫學院一種是西醫渊western
medicine冤袁也稱現代醫學﹝modern medicine﹞或稱
主流醫學渊mainstream medicine冤曰第二種是傳統醫學

渊traditional medicine冤袁 西方國家稱爲替代醫學
﹝alternative medicine渊或補充醫學渊complementary
medicine冤曰第三種是結合醫學渊integrative

發酵中藥在臨床的運用

香港中醫痔瘻醫院 吳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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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冤袁也稱整合醫學袁即把傳統的醫學與現代醫
學整合或有機地統一起來遥 中醫的精髓在于辯證論
治袁循證醫學是一門遵循科學證據袁實踐性很強的醫
學曰循證醫學的興起袁無疑對傳統醫學是個極大衝擊
和挑戰袁 但對進一步揭示中醫藥學的辯證論治規律
將具有很大幫助袁也加速中醫藥走向世界的進程遥 我
們自1983年始首創中藥發酵袁 把現代生物技術與傳
統的中藥配方相結合袁 使幾千年來草草棒棒的中草
藥變成多成份尧多靶點尧多功能尧高效尧無毒的高科技
藥品袁提高了臨床的治愈率袁使一些疑難雜症獲得有
效的治療遥 發酵中藥融中西藥的優點袁療效快尧療程
短尧標本兼 治遥 現就有關生物技術及其所生産的中
成藥的藥效尧在臨床運用的情况作一簡單介紹遥

生物技術

生物技術渊biotichrology冤也稱生物工藝學尧或稱
生物工程學遥 是70年代初在分子生物學和細胞生物
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應用技術科學遥 它
的任務是運用生命科學的新成就袁在分子水平尧細胞
水平尧 組織水平輿個體水平上對生命有機體進行不
同層次的定向設計尧創造尧組建具有人類所需要性狀
的新物種或新品系袁結合酶工程尧發酵工程和生化工
程原理袁加工生物材料袁爲社會提供商品或服務遥 生
物技術是以生物機體或生物體系作爲生産工具的袁
它涉及分子生物學尧細胞生物學尧遺傳學尧微生物學尧
生物化學尧生物物理學等基礎學科袁同時又具有工程
學特點的現代綜合性技術體系遥 主要包括基因工程尧
細胞工程尧酶工程尧發酵工程尧生化工程等五個方面遥

渊一冤基因工程
主要指基因重組技術袁是生物技術的核心遥 用類

似工程設計的方法袁對不同生物的遺傳物質渊基因冤袁
在體外進行野剪切冶尧野拼接冶遥 使基因重新組合袁然後
通過載體轉入微生物或動物細胞袁進行無性繁殖袁並
使目的基因在細胞內表達袁 産生出人類所需要的基
因産物遥 如牛生長激素尧人胰島素尧人干擾素等等遥

渊二冤細胞工程
細胞工程包括細胞融合袁 細胞大規糢培養和植

物組織培養快速繁殖技術袁 細胞融合技術是指兩個
不同種類的細胞袁 藉助生物學尧 化學或物理學的方
法袁使之融合在一起袁從而産生兼備兩個親本遺傳性
狀的細胞遥 細胞融合可以發生在種間尧屬間尧甚至發
生在動植物細胞之間遥 1975年英國首先以淋巴細胞
雜交瘤細胞技術袁 生産單克隆抗體袁 後來成功克隆
羊曰更廣泛用以工業尧農業尧畜牧業等袁如擴大良種繁
育系數袁名貴花卉等遥

渊三冤酶工程
酶是一種蛋白質袁是活細胞産生的袁是生物的催

化劑袁它與金屬催化劑相比較袁具有極高效率與精密

性袁不産生任何無用的産物袁而且在常溫尧常壓下即
能迅速地催化所需的産品遥 如用蛋白酶水解捕撈的
魚類袁以製造可溶性魚蛋白遥 利用蛋白酶轉肽作用袁
可消除大豆酶水解物的苦味與豆腥味遥 自然界的酶
不少于三千多種袁在生物製劑工業中享有重要地位遥
沒有酶袁就沒有生命袁也就沒有生物的存在遥

渊四冤發酵工程
利用微生物的特定性狀袁 通過現代工程技術生

産物質渊如抗生素冤的一種技術體系袁包括菌種的選
育尧菌體的生産尧代謝産物的發酵袁以及微生物機能
的利用等內容遥 它與基因重組尧細胞融合等新技術結
合袁形成現代全新的發酵技術遥

渊五冤生化工程
它包括生物反應器的設計尧傳感器的硏製袁産品

的分離尧精製技術遥
以上五個方面袁旣各自獨立又互相依賴袁共同組

成現代生物技術渊或生物工程冤遥
中藥發酵與臨床應用
以發酵技術釀酒尧豆豉尧面豉尧臭豆腐等生産已

有幾千年歷史遥 遠在公元前幾千年袁就有了釀酒和制
醋的生産技術袁但長期不知道技術的內在原因袁直到
1680年出現了顯微鏡袁 才揭示了微生物的存在和作
用遥 1857年利用實驗的方法證明瞭酒精的發酵是活
酵母的作用遥 1897年發現了用磨碎的野死冶酵母仍能
使糖發酵成酒精袁 並將其中所含的活性物質稱爲
野酶冶遥 1941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袁 正需要有效的抗生
素袁美英聯手開發了1928年英國Fleming發現的袁並于
1940年經Florey及Chain等提取袁 經臨床驗證具高效
低毒的靑霉素遥 進入21世紀生物技術製藥如雨後春
笋袁蓬勃發展遥 而以生物技術生産中藥是一門嶄新的
課題袁 目前市塲上銷售的水解酶純品無法對食用菌
子實體﹝如靈芝孢籽﹞尧中草藥尧海洋植物類渊如海帶冤
進行有效的分解遥 原因是院目前用于硏究生産纖維素
酶的微生物大多屬於眞菌袁而眞菌産生的纖維素酶袁
一般以CX酶爲主袁CI酶活力高的極少袁很難對中草藥
進行有效的分解遥 我們于1983年開始袁 運用生物工
程袁用眞菌和細菌的多菌種多次反複雜交袁培育出一
種新的合成酶袁它屬於水解酶尧裂解酶尧合成酶尧綜合
酶的不同類完全新的綜合酶系遥 能夠水解食用菌尧中
草藥尧海洋植物類中的蛋白質袁降解食用菌尧中草藥尧
海洋植物類中的碳水化合物中的單元與單元連接的
糖甘鍵遥 因爲這種新型的微生物基團CX與CI酶活力
均很高袁能對中草藥中的纖維素進行有效的分解遥 試
驗證明院發酵的中藥與煎尧煮尧熬尧煉尧蒸尧浸法提取的
中藥不同院

一袁發酵法是在37益的常溫尧常壓下進行的袁保
留絶大部份芳香油不被揮發袁 而芳香油具有擴張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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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尧加速血流尧改善微循環尧促進組織細胞有效的生
化效應袁一則促使機體保持旺盛的新陳代謝袁二則加
速病體細胞功能的恢復遥 因此袁藥品芳香油含量多寡
與臨床療效成正比遥 如薄荷尧 當歸等芳香類藥物一
煲袁滿屋都是香味袁説明芳香油在揮發遥

二袁中藥的有效成份不被破壞並充分利用袁如蛋
白質尧氨基酸尧維他命尧微量元素等遥 經檢驗證實袁發
酵中藥含有18種氨基酸尧大量的亞蔴酸尧多肽類小分
子活性蛋白尧20多種維他命和微量元素等物質遥

三袁發酵中藥的分子量較小袁吸收較快尧較完全尧
見效快遥 如治療跌打損傷袁只要筋骨無斷裂袁98豫1要
2次治愈遥

四袁 發酵中藥所含的重金屬不會産生毒性袁如
硃砂不會釋放出水銀渊汞冤曰目前很多中成藥不能進
入國際市塲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重金屬超標遥

五袁 發酵法旣環保又可野廢物冶再用袁傳統中藥
加工法中藥提取有效成份後渣丟棄袁污染環境曰發酵
法經過渊DN次冤發酵袁約95豫的渣被利用袁中藥渣渊即
纖維冤經過纖維素酶的水解及多酶體的裂解代謝袁大
部份變成單糖渊葡萄糖冤袁被機體利用曰未被分解的纖
維素可潤腸通便袁起到腸道清道夫的作用遥

發酵中藥經過中國有關藥檢部門測試尧鑒定袁結
果顯示院急慢性毒性試驗尧致畸渊使受試動物畸形冤試
驗尧致癌試驗等均屬安全遥 而且不但無任何副作用袁
反而有提高機體的免疫力遥

到目前爲止袁 運用生物技術生産的中成藥達18
種袁絶大多數集保健與治療爲一體遥 心腦血管系列有
野美肌降脂素冶袁對高血脂渊低密度膽固醇和三酸甘油
酯冤降酯效果理想袁且有抗動脈硬化和減肥作用袁無
須長期服用遥

特效脈絡通具有降血壓尧降血脂尧舒通脈管的作
用袁可替代西藥袁促進腦中風患者的功能恢復效果十
分顯著袁 部份高血壓患者服藥6要8個月後免終生服
藥遥

消化道首推特效胃寧袁對十二指腸尧胃炎症或潰
瘍袁消化不良尧胃腸脹痛尧返酸噯氣尧噁心尧寒胃等均
療效顯著袁尤其對長期服用中西藥無效者袁效果特別
顯著遥

免疫強生因子以金絲燕窩爲主要成份提取精
華袁有調節人體免疫機制和增強免疫功能袁調節內分
泌袁抗衰老袁美容等功效遥 免疫強生因子治療支氣管
哮喘袁三個療程後91.7豫治愈袁3要15天內完全拆除類
固醇和氣管舒張劑遥 免疫強生因子治療更年期綜合
徵療效非常顯著曰 免疫強生因子與目前中醫藥界較
肯定和推薦治療婦女更年期綜合徵較有效的 野資癸
女貞丸冶袁 作對比觀察治療難治性更年期綜合徵袁其
結果院免疫強生因子總有效率爲98.2豫袁資癸女貞丸
總有效率爲32豫袁兩者對比差異顯著袁經統計學處理
兩者間P値蚁0.001遥

免疫強生因子與平癌靈治療晩期癌症療效顯
著袁減輕痛苦尧提高生活質素尧延長生存期總有效率
達93.5豫曰有些患者重獲新生袁重返工作崗位遥

免疫強生因子與平癌靈治療慢性潰瘍性結腸
炎尧克羅恩病渊Crohn爷s disease冤尧晩期結腸癌和直腸
癌療效顯著袁無論對近期療效或遠期療效均較滿意遥

特效痔瘻消對痔瘻的治療效果非常顯著袁 內痔
9豫一次性根治袁低位肛瘻98豫一次性根治遥痔的病名
是我們老宗發明的袁早在山海經中就有記載袁且沿用
至今曰中醫藥治療痔瘻也是最早袁而今我們用中西醫
結合的簡單方法解決了痔瘻的根治難題遥

由於篇幅所限袁不能一一介紹袁總而言之袁經臨
床驗證袁發酵中藥安全尧無毒尧高效袁有時小量藥品即
能收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療效袁解決了許多中尧西醫均
感棘手的難題遥 發酵中藥是中西醫結合的典範袁發酵
中藥比較符合循證證醫學的要求袁它具有可重複性尧
受地緣尧種族尧性別的限制袁同時可以在同地區大面
積使用尧觀察;時代在前進袁科技在發展袁醫學的根本
出路在于中西醫的結合浴

引 言

中醫臨床合理用藥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袁首
先必需有一定的藥學知識和用藥經驗的積累袁 歷代
不斷補偏救弊袁 逐步形成中醫合理和安全用藥的理
論遥 近現代隨着西醫藥的傳入袁使中醫藥現代化和國

際化袁以及中醫臨床安全合理用藥麵臨新挑戰袁但現
代硏究又爲其注入了新的內容及方法遥

中醫的安全合理用藥的發展袁 與中醫的學術流
派密切相關袁中醫的用藥有較強的地域性袁至明清南
方寒涼派的醫家擅用寒涼藥曰清末至今雲南尧四川等

中醫臨床安全與合理用藥的源流概要渊明~現代冤

福建中醫藥大學藥學院 華碧春

426



地的火神派醫家則擅用附子遥
本文主要闡述明代到現代中醫臨床安全與合理

用藥的發展概况袁 爲硏究臨床安全與合理用藥提供
參考遥
1 醫藥巨著面世袁 中醫臨床安全合理用藥體系基本
形成渊明要1368~1644年冤
1.1 醫藥結合 李時珍叶本草綱目曳彙集了明以前的
諸家論述袁結合自己的經驗和觀點袁詳細闡述了藥物
氣味陰陽尧五味宜忌尧五味偏盛尧歸經尧升降浮沉等對
機體疾病的作用袁而且闡述了藥物的形狀尧顔色尧質
地尧生長尧習性等與藥物療效的關係袁對指導臨床準
確用藥袁以及藥物硏究尧拓展用藥思路發揮了重要作
用袁堪稱十六世紀的中藥藥理學遥 李時珍明確地將有
毒無毒藥物區別開來袁 書中所收載的 1892種藥物
中袁標明有毒的藥物共312種袁標注毒性的藥物分有
野大毒冶尧野有毒冶尧野小毒冶尧野微毒冶四類曰由於草部藥物
繁多且品種複雜袁 書中將毒草類專門提出袁 集成一
卷袁共有47種遥 另一方面袁又記載誤藥與中毒案例10
余宗袁分爲野有毒之毒冶尧野無毒之毒冶和野合用之毒冶遥
書中對藥物毒性的記載和描述袁 是先前任何本草學
著作所不能比擬的袁迄今仍不乏其硏究與應用價値袁
其毒性的分類方法也沿用至今遥

明末繆希淳着叶神農本草經疏曳袁強調臨床醫師
應具有豐富的藥學知識袁曰院野凡爲醫師袁必先識藥冶遥
書中設藥學專論33篇袁闡述臨床用藥原則袁提出著名
的治吐血三要渊宜降氣不宜降火袁宜行血不宜止血袁
宜補肝不宜伐肝冤遥 各藥分三項院野疏冶袁闡發藥性功治
之理曰野主治參互冶袁列述配伍及實用方曰野簡誤冶袁提示
用藥易混誤之處袁備注了用藥容易引起的誤差之處袁
以防過錯遥 可以説開創了臨床安全合理用藥的先例袁
這是對中藥學的重要歷史貢獻遥 其諸家用藥經驗和
藥論大大豐富了臨床用藥的內容袁如人參尧黃芪固然
爲上藥袁但若違背其性能之宜袁則偏重之害袁故對一
藥之用袁需知其長短袁兼明利弊袁才能知藥善用袁提高
療效遥 否則袁不僅收不到療效袁還可能出現毒副作用遥
全書重在闡述臨床用藥之理袁 結合作者豐富的用藥
經驗袁力求精博與實用袁刋稱爲爲醫藥結合之典範袁
對明末以後中醫臨床藥學的發展産生了巨大影響袁
是明代學術價値僅次于叶本草綱目曳的一部臨床藥學
專著遥

叶本草品匯精要曳則從各家本草學著作記載的紛
繁複雜的醫療應用中概括提煉出中藥的 野主冶尧野治冶
兩項袁使藥物的功效顯而易明袁非常實用遥
1.2 補偏救弊 金元醫家劉完素的火熱論和朱丹溪
的陽有餘陰不足論袁 對糾正宋元時期的濫用溫燥辛
熱藥起到補遺糾偏的作用袁 但又導致了不注意因時
因地因人而異袁忽視辨證用藥袁濫用苦寒之劑的新的

用藥時弊袁正如張景岳所述院野寧受寒涼而死袁不願溫
補而生冶袁即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遥 明代臨
床醫藥學家王綸尧張景岳尧孫一奎尧趙獻可等袁均對濫
用寒涼藥的時弊予以抨擊袁以致于在明代産生了野寒
溫之辯冶袁而以薛己尧孫一奎尧趙獻可尧張景岳等爲代
表的溫補學派袁注重溫補腎陽袁爲中醫學腎陰尧腎陽尧
命門學説的發展作出了貢獻遥 張景岳着叶景岳全書曳袁
列叶本草正曳專論袁主張陽非有餘尧陰常不足袁倡陰陽
雙補袁如右歸丸尧左歸丸等袁也使附子尧肉桂尧人參等
溫補藥得到了廣泛應用遥 張景岳就古方尧新方列野補尧
和尧攻尧散尧寒尧熱尧固尧因冶八陣袁籍此分類論述藥物的
功用遥
2 臨床安全合理用藥由博返約袁注重實用渊清1644~
1911年冤

明代以前的本草袁偏重於收録妊娠用藥禁忌尧配
伍禁忌和食忌袁而涉及面最廣的野病證用藥禁忌冶卻
長期缺乏應有的記載遥 但有關病證用藥禁忌的思想袁
歷代醫藥文獻不乏袁 但多以五臟苦欲補瀉等形式表
述袁一直未能結合具體藥物進行論述袁又容易與虛實
補瀉相混淆袁 故對臨床用藥方面的實際指導意義有
限遥 明代本草已有部分增補藥物的病證禁忌袁但爲數
不多遥 至清代袁本草硏究趨于由博返約[ii]袁本草著作
也更注重臨床實用袁其論述簡明扼要袁但野禁忌冶項成
爲新增的必備項目袁如叶本草備要曳尧叶本草求眞曳尧叶要
藥分劑曳等遥 尤其是叶要藥分劑曳袁明確設立野禁忌冶一
項袁至今沿用遥

歷明至清袁出現了叶本草徵要曳尧叶本草通玄曳尧叶本
草求眞曳尧叶本草集要曳等本草學臨床專著袁從藥物功
用分類尧理論探討尧功效分析尧用藥要旨等方面袁與臨
床實踐緊密結合袁不斷正誤創新袁使中藥的應用規範
有據遥

2.1 討論藥物禁忌爲主要內容的專題本草論著
清代凌奐以其師吳芹(古年)所撰之叶本草分隊發曳爲
基礎,集諸家本草學之藥論,補入藥物有害于疾之內
容,更名爲叶本草害利曳遥 作者熟識藥性袁辨證精當袁客
觀地認識藥物的 野害冶渊不良作用冤 與 野利冶渊治療作
用冤遥 他認爲院野凡藥有利必有害,但知其利袁不知其害,
如衝鋒于前,不顧其後也冶曰野遂集各家本草,補入藥之
害于病者,逐一加注,更曰叶本草害利曳遥欲求時下同道,
知藥利必有害,斷不可粗知大略,辨證不明,信手下筆,
枉折人命冶遥 爲此袁他蒐集古今名醫關於藥邪的論述
及名醫經驗袁總結了20餘年的豐富臨床實踐經驗袁選
用常用藥物袁刪繁就簡袁先陳其害袁後叙其利遥 概括了
藥物本身性能之害尧使用不當之害尧炮製不當之害和
採收不當之害四個方面遥 側重於闡述辨證不當引起
的藥害袁對病證用藥禁忌所論詳細袁強調應根據病證
辨證用藥袁趨利避害袁這對於合理用藥尧防止用藥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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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袁減少野藥害冶袁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遥
書中還詳述藥物的出産尧形狀尧炮製方法等遥 但

是該書也有缺陷袁如只定性未定量袁未能論及用藥劑
量問題曰對藥害引起的臨床表現及其防治論述不夠袁
對藥物配伍所致的藥害等也論述較少遥
2.2 溫病學家對寒涼藥的應用 明末清初溫補用藥
的盛行袁 勢必又産生另一種偏向袁 即濫用溫補的時
弊袁因而在醫藥界産生了批判溫補之弊的爭鳴袁如徐
靈胎尧何夢瑤尧陳修園等遥 明清時期溫病學家大量使
用清熱藥治療溫熱病袁發展了辛涼解表尧清熱解毒尧
平肝息風尧清熱涼血尧開竅醒神尧涼血祛瘀等治法及
方藥袁促進了寒涼藥的使用和溫病學説的形成遥
2.3 論八法的合理應用 清代名醫陳國彭着叶醫學心
悟曳袁首卷即列叶醫中百誤歌曳袁對不合理用藥的相關
因素袁以及醫家尧病家尧藥家三方面進行了精闢的論
述曰並創叶醫門八法曳袁對臨床治療八法的合理應用作
出了詳盡的論述遥
3 中西藥理論與用藥方法的匯通 渊民國要1912~
1949冤

3.1 曹穎甫叶經方實驗録曳 民國著名中醫曹穎
甫在醫學實踐和治學上一絲不苟袁 臨證用藥始終保
持科學的態度和實事求是的精神遥 在曹氏所處的時
代袁許多醫者爲了免于重劑失手而承擔責任袁往往處
以輕劑袁遥 曹氏在臨證中不考慮個人得失袁以病家性
命爲重袁辨證施治袁遂遵張仲景之法袁常以逐漸加量
試探以取實效袁故其著作取名叶經方實驗録曳遥 曹氏習
醫時袁爲了掌握第一手資料袁曾親自嘗藥袁如親嘗附
子袁致全身麻痹遥 曾用皂莢丸治愈自己的支飲病遥 曹
氏在應用經方峻劑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袁 使用峻
劑袁每獲良效袁如用十棗湯治支飲渊胸膜炎冤遥 對於治
療用藥失誤的病例袁曹氏亦如實記録袁以示後人遥 如
在叶經方實驗録曳中記載用抵當湯治療周女子血癆案
中袁曹氏初以大黃蟄蟲丸袁囑每服10克袁日3次袁估測
一月可愈曰而未復診袁估計已愈遥 三個月後袁周女子病
情惡化袁曹氏野聞而駭然袁深悔前藥之誤冶袁後以抵當
湯及補劑收功遥

3.2 中西藥並用先驅 張錫純不僅以中醫理論
爲主體闡發醫理袁而且試圖溝通中西醫藥理論袁名曰
野醫學衷中參西冶遥 他充分認識到西醫藥的先進性袁但
他野參西而不背中冶袁力圖用中醫藥理論來分析應用
西藥袁如將西藥試圖用中藥四氣五味理論加以歸納袁
推崇以中西藥並用治療疾病遥 張錫純臨證治療袁認爲
中藥西藥互相不應抵牾袁而須相濟爲用遥 張錫純堪稱
爲中西藥並用的先驅袁認爲中西藥同用可取長補短袁
提高療效曰如在應用阿司匹林與麻黃湯同用尧氨基比
林與中藥地黃尧玄參諸藥並用遥 張錫純還倡導西藥中
用袁試用中醫理論分析西藥的性能尧功效袁用中醫藥

理論術語來表達西藥的功效與主治袁 並將西藥與中
藥一起納入中醫辨證論治理論範疇進行應用袁 如應
用阿司匹林結合結合健脾滋陰中藥治療肺結核遥 張
錫純是位臨床大家袁勇于探索袁不務空談袁其西藥中
藥化的想法袁今天仍有其實用與硏究價値遥 今之中藥
專家岳鳳先等對野中藥西藥化冶有所硏究袁張錫純的
中西藥聯用等臨床思維更是尙待開發遥 注重對病情
與藥性互動的觀察袁總結臨床用藥經驗袁錫純在其長
期的醫療實踐中袁注重臨床經驗的總結袁對每個病人
的診治力求有病案記録袁雖然用西醫病名袁但絶大部
分是用純中藥治療袁 治療力求療效遥 他留下來的病
案袁實際上就是他對中藥藥性硏究的實踐報吿袁他精
心處方用藥袁仔細囑咐煎藥尧服藥等方法袁並將經驗
傳授與人曰他還記載其它醫生用藥後的反應袁以供臨
床安全合理用藥參考遥
4 合理用藥的繼承尧發展與規管渊1949~冤
4.1 文獻的整理及專著的出版 當代整理出版了大量
古代的中藥文獻袁 爲中醫臨床安全合理用藥提供了
寶貴數據遥 現代編撰的叶中藥大辭典曳尧叶中藥志曳尧叶全
國中草藥彙編曳尧叶原色中國本草圖鑒曳尧叶中華本草曳尧
叶中醫方劑大辭典曳等大型中藥尧方劑學著作袁反映了
當代中藥學的發展水平遥
4.2 中醫的經驗傳承 政府重視有豐富臨床實踐經
驗的著名中醫的學術及經驗的傳承袁 爲他們配備助
手袁整理出版了大量的論醫集尧醫案尧醫話等袁如施今
墨尧秦伯未尧岳美中尧蒲輔周尧姜春華尧鄧鐵濤尧兪愼
初尧朱良春尧謝海洲等袁其中許多論述及經驗對臨床
安全合理用藥具有重要的啓迪作用遥
4.3 叶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曳 叶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曳
是我國藥品標準的法典袁經國務院批準後頒佈施行遥
迄今袁叶中國藥典曳 已頒佈了1953尧1963尧1977尧1985尧
1990尧1995尧2000尧2010年版遥 叶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窑
一部曳收載療效確切尧副作用小尧質量穩定可控的常
用中藥和製劑袁作爲中藥生産尧供應尧核對使用的依
據袁 以法典的形式確定了中藥在當代醫藥衛生事業
中的地位袁也爲中藥材及中藥製劑質量的保證袁以及
標準的確定發揮着巨大的促進作用袁 這在某種程度
上也爲保障臨床安全用藥提供了法律依據遥 叶中國藥
典曳體現了中藥質量控制的新方法及其發展趨勢袁強
調中藥質量控制要注重中醫藥理論和傳統的臨床用
藥方法袁以及臨床用藥指導遥 叶中國藥典曳收載70味有
毒中藥渊含炮製品冤袁對中藥毒性的分級袁分爲有大
毒尧有毒尧有小毒三級遥
4.4 中藥的規管制度逐步得到完善 叶中華人民共
和國藥品管理法曳 規定了毒性中藥和麻醉藥品的規
管袁以及藥物不良反應監測管理規定等遥 明確將中藥
飲片和中藥材實施批準文號管理遥 國家食品藥品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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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局重點加強了對中藥材專業市場的監管和中
藥材的監督檢驗袁建立了質量公報制度遥

經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袁國家藥品不
良反應監測中心定期向社會公開發佈 叶藥品不良反
應信息通報曳袁提高公衆對中西藥的安全合理應用的
知情權遥 建立了包括中藥的GAP尧GLP尧GCP尧GMP和
GSP等五大方面袁逐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中藥質量管
理體系遥 1990年代以來袁隨着世界醫藥市場對中藥袁
特別是中成藥製劑持續關注袁 使中醫藥的發展旣呈
現機遇袁又面臨新的挑戰遥 馬兜鈴酸事件袁引發了人
們對中藥臨床應用安全性的廣泛討論袁 這一方面大
大促進了中藥臨床應用的安全意識以及對復方配伍
減毒尧炮製減毒增渊存冤效等方面的科學硏究袁爲臨床
合理應用中藥提供依據曰 另一方面馬兜鈴酸事件的
陰影仍然籠罩歐洲袁 甚至全世界袁 使人們對中藥有

野談虎色變冶之感袁加強與各國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
門的溝通是必要的遥 香港作爲世界的窗口袁也十分重
視中醫臨床安全合理用藥袁 由余仁生藥業公司資助
的叶中醫臨床安全與合理用藥曳渊劉良主編袁華碧春尧
周華副主編冤業已出版發行遥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袁
臨床中藥學進入發展階段袁出版了專著叶中華臨床中
藥學曳及叶臨床中藥學曳敎材袁有關有毒中藥尧中藥不
良反應的專著也陸續出版遥 近25年來袁中藥的合理用
藥尧病人的個體化給藥尧中藥配伍變化及復方硏究尧
中藥藥代動力學和生物利用度硏究尧 不良反應監測
及現代中藥製劑硏究等工作陸續展開袁 並已取得成
績遥 順應針對國內外中醫藥的快速發展趨勢袁這些硏
究仍需加快袁 以適應人們快速增長的對高素質醫療
保健的需求遥

調節的行動來穩定痛感袁同時調理所有體內的平衡遥
大腦里有神經網絡渊Neural Networks冤把身體的一切
包括s痛感都記憶下來以應付未來的疾病遥 這可以解
釋幻肢痛渊Phantom Pain冤的來源遥

中醫是從整體醫學來觀察人的壽命袁 應該以最
新的生物科學發現來補充它的整體宏觀構架遥 瑞典
法國腺蟲的硏究袁腺粒體蛋白可以延長腺蟲的壽命袁
最近美國哈佛硏究的端粒基因發現可以激發抗衰老
作用遥 英國的硏究也發現攜帶衰老基因TERC的人衰
老速度比正常人快三四年遥 還有很多關於自由基因
(Free Radicals) 的硏究也證明血液的老化與臟腑的
關係袁 也驗證中醫藥對氣血的作用是中華民族中醫

理論的寶貴智慧遥 叶自然曳雜誌2001年9月13日的一篇
文章報道在臨床試驗中年輕大鼠被注射不含血細胞
的老大鼠血漿後感染機率增加袁 神經元的産生數量
減少遥 這一切都證明西方的科學硏究都在驗證中醫
的臨床理論袁其中的精華就是中醫的辨證施治遥

中醫的養生之道強調情志道德的修養袁 臟腑機
年的增補袁 經絡氣血的調順都是在現代抗衰老硏究
中證實的養生體系袁而且它有令人野返老還童冶的奇
效袁現代醫學也有基于干細胞 渊Stem Cell冤的再生醫
學 渊Regenerative Medicine冤遥 在科學發展的框架下
徹底硏究整體醫學觀來彌補西醫的微觀硏究令現代
醫學硏究脫離野盲人摸象冶的狀態遥

渊上接430頁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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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養生辨證新探

英國中醫注冊學會會長 梅萬方

菊花酒來釀長生袁茱萸肉中有童年

梅妻鶴子益長壽袁四物養生勝靈芝遥
養生之詞源于叶管子曳袁包含運動養生尧飲食養

生尧精神養生尧房事養生尧休閑養生尧環境起居養身曰
可是中醫的臨床養生內容主要包括中藥和針灸袁其
診斷方法爲辨證施治袁與治療疾病方法相同袁調理臟
腑尧氣血尧達到延年益壽防止未病的功效遥

現代醫學的抗衰老療法與中醫的長身不老返老
還童的概念不能相提並論遥 中醫注重整體觀念和野天
人合一冶袁因此中醫理論中的骸體生理和心理情志有
相互的關係和影響袁這正是中醫的精華遥 在調理臟腑
氣血的過程中袁中醫養生強調修性養神袁如強調四氣
調動尧修心修德袁清靜感悟之道袁其指導思維建立于
陰陽平衡袁經絡通順袁臟腑和諧等概念遥

養生辨證是以臨床調理爲主袁 本文以中醫的臟
腑辨證尧氣血辨證和經絡辨證爲主題來進行探討遥 譬
如袁 藥膳和食療的分別就在于用藥來調理身體這已
經是進入臨床的範疇遥 中醫的後天補先天的概念是
從治療的角度出發要用中草藥來滋補脾和腎袁 其方
法貴在中和滋補得當遥 中醫師可以用四診八綱及望
聞問切來防止由亞健康蔓延而引起嚴重的慢性疾
病遥

養生辨證的臟腑關係
臟腑養生辨證要在四氣四時因人意志的辨證基

礎上進行袁 中醫中的五臟六腑相互關係是非常重要
的臨床辨證理論遥 陰陽五行對人體內的功能與物質
的互動關係雖然從現代醫學角度來看沒有得到科學
的證實袁 中華醫學的幾千年臨床經驗已經記録了中
醫理論的臨床療效遥 無論是個人養生或者醫療養生
法都需要考慮中醫對五臟六腑和氣血的獨特觀點遥

心是君王之官袁心主神明尧其華在念袁開竅于舌遥
凡是有失眠不寧健忘昏迷心神擾亂的病人需要補心
養身遥 面色晦暗者唇色靑紫表現心氣虛袁從現代醫學
的觀念心系統主血脈袁故凡患心臟病者袁中醫復方如
生脈散都有相當的效果遥 心與小腸相表理袁針灸治療
選穴可以兩經並用遥 心是形而上臟腑袁易經中是屬於
野震卦冶袁同氣相求故與肺相系遥

腎爲生命之母袁形而下之臟腑袁易經中的野坎卦冶
主藏精尧水液袁與膀胱相表里袁是先天之本袁後天之
庫袁調養腎功能有助于長壽袁也是生殖成長的精氣血

之源遥 因爲在志爲恐袁所以調理膀胱必須補腎袁黑髮
變白腰背酸痛表現腎氣不足袁補腎要和諧陰陽兩物袁
過四十女性陰氣減半袁男過五十陽氣下調袁故補腎爲
健壯之本袁 中藥中的山藥茯苓山茱萸都是補腎的寶
貝遥 中醫藥的復方有二仙湯尧六味地黃丸尧八味地黃
丸都是有效的古方袁當然使用要與辨證論治相結合袁
如太溪和照海都是針灸用來補腎的穴位遥

肝是與膽相表理袁是巽卦之臟腑袁主疏泄袁調節
血量袁用于調理經絡尧氣血袁暢通順泄情志之臟袁開竅
于眼袁在志爲怒袁在體合筋袁其華在爪袁在液爲淚遥 因
此所有的情志憂鬱都傷害肝臟袁有肝瘀血虛的證狀袁
中醫養生辨證中常見的證候袁中藥中的逍遙散袁柴胡
疏肝散袁龍膽泄肝湯都是常用的復方遥 太冲穴對疏肝
療效顯著遥

脾是形而下臟腑袁 易經中的坤挂主肌肉其華在
唇袁脾氣不足爲虛證之源袁凡是痰多水腫虛胖腹脹頭
暈目眩袁泄瀉袁出血都是脾的症狀遥 中醫復方的歸脾
湯和四君子湯都是有明顯療效的遥 針灸中的三陰交袁
陰陵泉都是調理脾虛的穴位遥

肺是易經中的兌卦袁主呼吸之氣袁通水道袁表于
皮袁開竅爲鼻袁情志爲憂袁與大腸爲表里遥 凡是有皮膚
病的都應該以調理肺爲主遥 其華在毛袁在液爲涕袁所
以凡是外感傷寒都影響肺臟遥 肺與腎在五行學説中
有密切的關係袁所以凡是有關節疾病可用肺經遥 譬如
用肺經的列缺加大腸經的合谷可治療關節的風濕
病袁常用中藥方如麥門冬湯袁養陰清肺湯遥

從現代醫學的角度來看中醫的臟腑辨證袁 西方
最新有關腦神經傳遞素渊Neurotransmitters冤分泌系統
的硏究已經開始證明調理臟腑的中醫內涵尧 內環境
穩定和體內平衡渊Homeostasis冤都是西方在神經生理
學中的最新發現袁 也開始證明臟腑調節對人體的恆
常性功能的治療作用遥 西方在心腦血管的治療與保
健中都強調生活方式中的代謝綜合症渊Metabolic
Syndrome冤所包括的疾病相互關係遥 譬如糖尿病尧高
血壓尧 高血脂和心腦血管的疾病有相輔相成的並發
症影響和關係遥 還有最新的痛症機制渊Pain Mecha鄄
nism冤 的硏究發現大腦對人體的疼痛訊號不只是從
下到上的傳遞渊Bottom to Top Pathways冤袁而且大腦
更有強烈的從上到下的指揮傳遞作用 渊Top to Bot鄄
tom Pathways冤袁 大腦用指揮身體的自我治療內環境

渊下轉429頁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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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對養生與藥用價値袁先哲早有記載袁概括起
來袁枸杞子能補虛尧益肝腎袁潤腸燥尧明目尧抗衰老袁令
人長壽遥

名聞中外著名的中醫藥學家李時珍在 叶本草綱
目曳中把枸杞的主要功效歸納爲野滋腎尧潤肺尧明目冶遥

叶中藥大辭典曳記載野枸杞子中含胡羅卜素3.39毫
克%尧硫胺素毫克0.23%袁核黃素0.23毫克%袁菸酸1.7
毫克%袁抗壞血酸3毫克%袁尙分離出茁-谷留醇尧亞油
酸遥

性味甘尧平遥 入肝尧腎經遥
也功用主治页院滋腎尧潤肺尧補肝尧明目遥 治肝腎陰

虛尧腰膝酸軟尧頭暈尧目眩尧目昏多淚袁虛勞咳嗽尧消
渴尧遺精冶遥

叶藥性論曳雲野能補益精諸不足尧易顔色尧變白尧明
目尧安神冶遥

叶食療本草曳野堅筋耐老尧除風尧補益筋骨尧能益
人尧去虛勞遥 冶

王好古雲野主心病嗌干袁心痛尧渴而引飲尧腎病消
中遥 冶

叶本草述曳野療肝風血虛尧眼赤痛癢昏翳冶尧野治中
風眩暈尧虛勞尧諸見血證尧咳嗽血袁痿尧厥尧孿尧消痹尧傷
燥尧遺精尧赤白濁尧腳氣尧鶴膝風遥 冶

叶現代實用中藥曳野枸杞子爲滋補強壯藥袁治糖尿
病尧肺結核尧虛弱消瘦者冶遥

叶本草匯言曳野枸杞能使氣可充尧血可補尧陽可生尧
陰可長尧風濕可去尧有十全之妙焉遥 冶

關於枸杞的傳説很多袁李時珍在叶本草綱目曳中
記載院野昔有異人赤腳張袁傳此方于猗氏縣一老人袁服
之壽百餘曰行走如飛袁發白反黑袁齒落更生袁陽事強
健袁此藥性平袁常服能除邪熱袁明目輕身遥 冶

近代也有枸杞長壽的事故袁叶中外雜誌曳 曾報道
四川省256歲老人李靑雲袁 他是清末民初中醫藥學
者袁也是世界上著名的長壽老人袁他自述院野我139歲
時袁還能輕身尧健步袁看來有點功夫袁於是有人懷疑我
是神仙尧劍客遥 當時我只覺好笑袁我能活了139歲而能
健康如恆袁那是因爲40歲以後便能做到心泰而神寧袁
神寧而能遠一切疾病袁所以我旣健康而又快樂遥 50歲
那年我上山採藥袁遇見一老者袁他在深山大岩之中健
步如飛袁我怎么也追不上遥 後來又遇見他袁向他求敎袁

那位老者拿出一些野果給我説院野我不過常吃這個東
西而已袁接來一看袁原來是枸杞子袁從此我每天吃三
錢渊10克冤久而身輕履健袁走100里路也不疲倦袁而且
氣力腳力都勝于常人遥 冶李老200歲時袁仍常去大學講
學袁歸結他健康長壽原因有院一是長期素食曰二是心
靜尧開郞曰三是常年服食枸杞遥 雖然並不是所有的人
做到這三點都能活到200多歲袁但説明枸杞子確實可
以益壽延長遥

筆者也有同感袁 余在50歲那年患了冠心病與早
期腦血管硬化袁自此開始鍛煉袁起居有時尧飲食有節袁
養心養德袁特別是堅持每早吃枸杞渊初期每早15克袁
70歲以後加至30克袁再加西洋參粉5克袁黑芝蔴粉15
克冤袁我現已80高齡袁耳聰目明袁生化檢驗袁各項正常袁
其中對枸杞的抗老防老尧益肝腎尧補氣血也有不可否
定的功效遥

有位年已90歲的女老人袁因常年吃枸杞袁她還長
得象30多歲的少婦袁她勸她60歲的兒子吃枸杞袁但兒
子不聽話袁氣得老人火冒三丈袁拿起棍子追打他袁兒
子前面跑袁她在後面追袁旁人看見了袁以爲這個野年輕
的女兒袁眞不孝冶袁膽敢追打野年老的爸爸冶遥
一尧筆者常以枸杞爲主藥袁可治幾種病症院

渊1冤靑光眼尧視力減退尧夜盲等眼疾
處方院寧夏枸杞尧熟地尧萸肉尧菟絲子尧淮山尧石決

明渊先煎冤各15克尧丹皮尧澤瀉尧木賊各6克尧茯苓10克遥
渊靑光眼+谷精珠10克袁夜盲+夜明砂10克冤遥

功效院補肝血不足尧腎陰虧損
用法與服法院加水適量袁炖兩次袁午晩飯後各服

一半遥 靑光眼連服21劑袁初見效袁服30要40劑絶大多
數患者都能使其視力恢復至正常遥

渊2冤脂肪肝院渊包括酒精中毒引發者冤
處方院寧夏枸杞20克尧山楂肉尧鱉甲各15克渊先

煎冤尧白芍尧白術尧茯苓尧當歸各10克尧郁金8克尧毛柴尧
炙甘草各6克尧肝區痛者白芍改爲15克袁郁金改爲10
克袁再加川斷10克遥 酒精中毒者加葛花10克尧日常以
葛花當茶每日服10要15克遥

功效院疏肝降脂袁解郁保肝
用法與用服法院上藥加水適量袁炖兩次袁午尧晩飯

後各服一半袁多數患者連服一個月袁可恢復正常遥 治
療期間袁忌食油脂尧勿飲酒尧心情舒暢都是必要的遥

枸杞對養生與藥用價値

王健 王銘 王鋒

渊福建省福安風濕哮喘病硏究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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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野藥療不如食療袁食療不如心療冶袁確有其
理遥 往往有些病諸藥無效袁食療也解決不了問題袁而
用心理調適袁不藥而愈者大有人在遥 每個人在生活中
都會遇到一些困惑尧煩惱尧失意或錯誤袁這往往使得
我們難以擺脫這些困擾袁以至發生失眠尧抑鬱症尧肝
病尧心病尧精神病等病症的發生遥

當生活給我們帶來心理障礙的時候袁 最好的良
策就是要坦然面對袁勇敢面對袁積極調適袁化解心理
障礙的困擾袁要塑造陽光心態袁才能擺脫痛苦袁走出
困境袁讓生活更完美袁更幸福遥

兹就心理療法分爲自我心療與醫生心療兩方
面袁分述作者之管見院

A尧自我心療院
1尧心理調適院即自我調節自己的身心狀態袁來適

應當時環境的變化袁解除心理緊張袁促進心理平衡袁
從而保持好的心情袁去面對現實袁這是治好心病的最
好選擇遥

老子雲院野知人者智袁自知者明冶袁首先就要瞭解
自己和別人的心理遥 孔子臨終時對子路説野吾道忠恕
二字冶袁其意忠者要忠於祖國袁恕字爲野如心冶袁即以已
之心體諒他人之心袁俗雲野將心比心冶遥 瞭解自己的心
理袁就是強者曰瞭解了別人的心理袁就是智者袁越瞭解
自己和別人之心袁 就有越強的對周圍事物操控力和
對自己生活的把握力袁成功和幸福就離你越近遥

心理健康狀態已成爲影響身體健康尧日常工作尧
生活尧 學習的重要問題遥 如果心理出現困惑或障礙
時袁沒有及時調適自己的心理袁結果使自己心理狀態
越來越差袁越來越疲憊袁最終必會得病袁傷害了自己遥
爲了自己的健康袁爲了自己能找到幸福袁必須學會自
己調適自己來達到自己心理的平衡袁 使我們不受不
良心理的影響袁使自己活得健康幸福遥

我們在生活中尧工作中尧學習中袁都會經歷着酸
甜苦辣袁工作的緊張繁忙尧生活的紛繁坎坷袁常有遇
到意外的不幸尧挫折尧或不如意的事發生袁此時我們

注院枸杞富含甜茶碱袁能抑制脂肪在肝細胞內沉
積袁常吃枸杞有助預防脂肪肝遥

渊3冤肝硬化或腹水者
處方院寧夏枸杞15克尧野生甲魚一只渊約一市斤

左右冤尧淮山20克尧蓮子渊去心冤15克尧蒜頭兩瓣尧黃酒
少許尧生薑三片遥

功效院益腎柔肝袁化堅散結遥
用法院殺甲魚袁去腸雜袁洗凈袁在沸水中焯一下袁

刮去甲上白膜袁再洗凈袁置于砂鍋內袁加上物及水適
量袁炖熟食之遥

注院1尧晩期肝硬化腹水袁需在醫生指導下是否服
用遥

2尧死甲魚切不可食袁否則會中毒遥
3尧甲魚不能與鷄肉尧鷄蛋尧甲肉尧馬齒莧同時

食尧否則立即中毒尧愼之遥
4尧如體熱尧或有外邪尧或體溫上昇者均不宜遥

渊4冤慢性腎炎尧腎虛尧腰膝酸痛尧腰肌勞損遥
處方院寧夏枸杞15克尧豬腰子一對尧炒杜仲15克尧

川斷10克遥
功效院益肝腎尧強筋骨遥
用法與用量院豬腰子剖開袁去內外白膜袁納枸杞

于腰只內袁用線綁之袁川斷尧炒杜仲先煎湯滲入袁炖熟
食之遥

二尧枸杞之用法與服法袁頗多概括起來有如下幾種院
1尧清晨起床袁洗刷後袁先喝一杯溫開水袁用枸杞

渊中年人約10要15克冤袁 老年人約15-30克因人而異
渊入杯中加熱開水袁蓋杯蓋5分鐘左右即可服遥 此法可
作爲保健抗衰老之用遥

2尧枸杞可與豬尧鷄尧鴨尧鴿等同時炖食袁可以益
腎尧抗老遥

3尧平時也可以當零食袁隨手取20要30粒慢慢嚼
食袁其味可口袁其間也可以用開水送服遥 但不能吃太
多袁否則易上火遥

4尧也可泡酒袁如氣虛加西洋參袁老年人體寒袁氣
血兩虛者再加點鹿茸袁亦是防老之佳飲袁但每日不能
喝太多袁高血壓尧腎炎尧體熱勿用遥

5尧泡茶尧煮粥尧煲湯尧燜飯袁可根據自己的喜愛擇
而食之遥
三尧枸杞的選擇院要選粒大尧肉豐尧子少尧色暗紅尧味
甜尧清香撲鼻尧手捏不粘袁泡水上浮者是上品遥

枸杞産于寧夏尧甘肅尧陝西尧江蘇尧浙江尧河南尧安
徽等地遥

寧夏枸杞呈暗紅色袁尖端蒂處是白色袁較易與其
他枸杞區別袁 建議多用寧夏枸杞袁 所謂得天獨厚的
野地道藥材冶遥

畬醫心理療法之管見

福建省福安風濕哮喘病硏究所 王健 王銘 王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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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保持冷靜尧要有陽光心態尧勇敢面對袁要有信
心尧有活力尧充滿愛心尧溫情尧善良的心去處理迎來的
一切袁使事態向好的方面發展袁得來的就是燦爛的美
好人生遥

渊A冤從下述幾點來調適自己的心態院
渊1冤要有自信之心院
人們在生活中常會遇到困擾尧煩惱尧意外尧災害

諸事袁心理上會受到嚴重的打擊或創傷遥 這時你必須
冷靜下來袁要有自信之心尧勇敢面對現實袁想方設法袁
野排除萬難袁爭取勝利冶袁才是正確尧有效的辦法袁如果
失去信心袁陷入困惑尧悲觀尧失望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袁
發展下去必會得病袁那未來就不可思義了遥 我有個親
戚袁可以説是一個女強人袁她做會頭袁2003年不幸會
倒台了袁損失幾百萬元袁她被人逼得走投無路袁自己
偷偷跑到河邊想去自盡袁她一邊走着想着袁如果自己
死了袁那丈夫呢袁兒女們都在讀書袁他渊她冤們又咋辦
呢钥噎噎反復思考袁難走這條絶路袁自己又回來了遥在
親朋的支持下袁夫妻闖出一條路袁幾年後一切債務還
清袁現在買了房子又買車袁子女們都大學畢業了袁有
了工作袁夫妻恩愛尧子女孝順袁從此走出困境袁歡度美
好的人生遥

渊2冤要有知足之心院
如果你每月15日能領到工薪袁 想想那些失業或

領不到工錢的農民工們袁總比他們好曰你想想現在山
區里還有吃不飽袁住不好的人袁你住上較好的住房袁
吃的也不差袁野比上不足袁比下有餘冶袁書雲野籠鷄有食
湯鍋邊袁野鶴無糧天地寬冶袁有的貪官烏吏袁他有一時
的豪華袁而他離失敗尧末路就不遠了遥 我們雖然生活
清貧一點袁還是天寬地闊袁知足常樂啊浴

渊3冤要有惜福之心院
要知道地球上每天有幾百萬人看不到第二天的

太陽袁其中也有高官達貴袁有億萬富翁袁可是再也享
不到幸福曰 如果你醒來還是健康無恙袁 這不是幸福
嗎钥 世界上有五億多人袁還在戰爭中生命還有危險袁
飢餓的折磨袁死亡的威脅袁你如果不在其中袁這不是
幸福嗎钥 黨中央提出野和諧社會冶袁國內無戰爭袁經濟
在騰飛袁生活環境不斷改善袁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袁各
方面都在不斷進步袁 生長在這個時代袁 應該感到幸
福袁好好珍惜你所擁有的袁不必在意你所沒有的袁坐
在福中要惜福遥

渊4冤要有博愛之心院
孫中山先生一貫主張野博愛冶二字袁耶蘇也説野泛

愛衆人冶袁替人着想袁是一種博愛袁一種美德遥 從前有
個故事院一個寡婦身上只有兩毛錢是買午餐的錢袁看
見一個乞丐餓得很可憐袁 她把這兩毛錢施捨給了那
個乞丐袁你説這兩毛能勝過有錢人的兩萬元嗎钥 多爲
別人着想袁可使自己的心靈空間更加寬闊袁贏得更加

和諧的人際關係袁還可提高自己修養品位袁有了這種
胸懷袁就不會再在意那些鷄毛蒜皮的小事了遥

渊5冤要有寬容之心院
爲人處世要能寬容大度袁 荀子説院野君子賢而能

容罷袁智而能容愚袁博而能容淺袁粹而能容雜冶遥 俗雲
野君子能屈能伸冶袁野讓人三分袁天寬地闊冶遥 爲人處事
要大度豁達袁洞明世事袁練達人情袁要看得清袁能拿得
起放得下袁懂得寬容袁是對人的一種釋懷袁也是對自
己的善待遥 心胸寬大袁有什么容不了的钥

人生於世袁在生活中都有波浪的袁如果你遇到困
境袁必須敢於面對袁克服眼前的種種困擾袁走完坎坷
路袁前面就會迎來光明的未來遥

渊B冤醫生對病人的心理療法院
書雲野醫爲仁術冶袁作爲一名醫生袁對病人必須有

仁愛之心袁同情他袁關心他袁開導他袁對年紀大者視爲
長輩袁同齡者視爲親朋袁幼小者視爲自己的子女袁把
他渊她冤們當爲自己的親人遥 以認眞負責的態度袁關心
疼愛的心情去看待一個病人袁 你就容易診察到他患
了什么病袁追查他的病因袁特別是有些心病的患者袁
你能同情他尧啓發他尧開導他袁指引他走出困擾袁他的
病袁也許不藥而愈遥 余在古書中袁臨床中尧生活中遇到
一些患抑鬱症尧長期失眠等疾病袁給予安慰袁心里得
到溫暖袁而治愈者大有人在遥 兹略舉幾例院

渊1冤劉XX袁女袁33歲袁來診時見她愁眉苦臉袁精神
不振袁自訴院食不思味袁夜不能眠遥 詢其中是否有過不
順心之事袁使你憂鬱難堪是嗎钥 答曰院野是冶袁頓時淚
下袁自訴院野本來有個幸福的家庭袁生下一男一女袁夫
妻恩愛袁生活條件好袁三年前不幸因車禍袁失去了可
愛的夫君袁使我痛不欲生袁自此長期失眠袁痛苦萬分袁
不可自拔冶遥 余勸她院野人旣死不可復生袁要看在子女
身上袁你要有健康的身體袁才能把子女培養大袁自己
再物色一個好男人袁走出困境袁生活還會更美好的遥 冶
開了野逍遙丸冶讓她服用袁中藥只是輔助療法袁關鍵在
心理的調適袁她聽了挺服氣袁心理就寬鬆了袁不久能
吃會睡袁遇見她時臉色紅潤袁精神閃爍袁兩年後她找
到一個也能體貼她的男人袁有了一個溫馨的家袁自此
身心愉悅尧生活美好遥

渊2冤王XX袁男袁12歲袁是我的孫子袁在美國就讀袁
因成績不佳袁他媽敎育無效袁被她痛打一頓袁他哭得
獃不下去袁要想回國袁後來她媽帶他到心理醫生處治
療袁醫生對她説袁打孩子不能解決問題袁而且會起反
作用袁關鍵是要愛他尧關心他尧給他送溫暖袁每天起床
時問他今天上什么課袁要帶哪些課本袁學習材料遥 鼓
勵他讀好書袁 使他感到母愛的溫暖袁 自此也安心學
習袁成立績就上了遥

渊3冤唐代有一婦人袁因年輕喪夫袁終日痛哭袁無藥
可治袁 經人介紹請名醫孫思邈醫治袁 孫把完婦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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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達變是指充分瞭解事物本質的眞象袁 並準
確識別事物本質的變化袁從而採取相應的應對措施遥
在醫學上袁通常達變猶爲重要袁因臨床中袁醫生如不
明白大自然四時運行規律袁時氣的有餘和不足袁瞭解
人體的正常生理變化袁是常態還是病態钥 在臨床上就
沒法辨別疾病的順逆緩急和預防轉歸遥 猶如盲人過
河袁惟憑感覺袁對疾病的防治則無從談起袁對於養生
保健之理則無法可遵遥 在這方面袁叶黃帝內經曳對常與
變的詮釋袁論之最詳遥 叶素問窑上古天眞論篇曳曰院野上
古之人袁其知道者袁法于陰陽袁和于術數袁食飲有節袁
起居有常袁不妄作勞袁故能形神與俱袁而盡終其天年袁
度百歲而去遥冶這就是耶常爷遥又曰院野今時之人不然也袁
以酒爲漿袁以妄爲常袁醉以入房袁以欲竭其精袁以耗散
其眞袁不知持滿袁不時御神袁務快其心袁逆于生樂袁起
居無節袁故半百而衰也冶遥這就是耶變爷遥由此可見袁叶內
經曳強調人們的養生袁必須遵循大自然的規律袁順應
四時變化袁不要恣意違逆袁妄自縱情泄欲袁飲食起居
有節袁以免致生疾病袁折壽短命遥 這充分體現耶天人合
一爷的宏觀主旨遥

隨着生活水平不斷的提高袁 人們對養生保健意
識的增強袁除食療養生之外袁各種健身運動的項目可
謂五花八門袁如火如荼地在各地興起遥 冬泳運動鍛煉
亦是其項目之一袁 然冬泳對人體保健的利弊則値得
商榷遥 我們不能否認袁 游泳可以增強人體的心肺功
能袁促進內分泌的調節袁舒筋活絡袁延緩骨髂關節老
化袁增強消化功能袁提高機體免疫力袁以達到抗病防
病的保健作用袁 不失爲夏天消暑健身的一種有益運
動遥 而冬天游泳則不然袁其反季節倒行逆施袁對人體
害多益少遥 但有人説院冬泳是一種血管體操鍛煉袁能
抗寒防感冒和減肥袁這是一種誤解遥 殊不知袁冬藏是
我國人民千百年來所總結出來的延年益壽經驗遥 叶素
問窑四氣調神大論篇曳曰院野冬三月袁此謂閉藏袁水冰地
坼袁無擾乎陽袁早睡晩起袁必待陽光噎噎去寒就溫袁無
泄皮膚袁使之亟奪袁此氣之應袁養藏之道也遥 逆之則傷
腎袁春爲痿厥袁奉生者少冶遥 這段經文大意是説袁在冬
季三個月里袁是萬物生機潜藏的月令袁這時候人們不

要擾動陽氣袁應早睡晩起袁避免受寒袁使皮膚開泄損
耗陽氣遥 如違反這個道理袁會損傷腎陽之氣袁到了來
年春天會發生血氣失養的疾病遥 顯然袁冬泳則是逆其
道而爲的一種體育運動遥 試想袁在天寒地凍之時袁人
體裸露于冷水之中袁如不得運動要領袁最易感冒遥 且
其寒濕之氣侵逼體內袁五臟受冷袁經絡客寒袁血氣易
於凝滯袁易生風濕痹症頑疾遥 又血管遇寒突然收縮袁
可致血壓驟然上昇袁如本患有心腦血管疾病者袁更易
發病袁甚則危及生命遥 至於減肥防寒之説袁則是更大
的誤解遥 一般冬泳暢遊的時間都不可能很長袁因此體
能的消耗也就不大袁但冬泳者往往存在一種錯覺袁以
爲冬泳體能消耗很大袁胃口特別好袁睡眠特別香袁所
以很重視多食或進補遥 其實袁 這是肌體裸露于冷水
中袁 熱量的過度散發袁 並非體能運動脂肪燃燒的消
耗遥 你看袁南極洲的企鵝和北極熊袁爲了抵禦寒冷都
長得膘肥體壯袁現實生活中袁肥人總比瘦人耐寒遥 所
以袁 如欲通過冬泳進行減肥和防寒是不符合科學現
實的遥 如因飲食抗制不好亦可能導致體重增加袁遠不
如跑步尧散步尧打太極拳尧跳繩尧跳舞等運動的效果遥

當然袁冬泳也並非一無是處袁它可以鍛煉人的意
志袁強健人的體魄和提高機體的免疫功能袁但從養生
保健角度來看袁自是弊大於利袁特別對於老年人更非
所宜遥 我們應該科學地認識常與變的氣候條件袁不要
一味逞能袁在冬天的運動鍛煉袁不妨選擇跑步尧打太
極拳尧跳舞等其他的運動方式袁均能收到異曲同工的
健身目的遥

此外袁對於晨煉者袁在冬天也應待太陽昇起袁早
餐後才能進行戶外操練活動袁不要聞鷄起舞遥 因這時
候氣溫過低袁寒氣逼人袁如在寒冷中操練袁易致生血
氣凝滯袁經絡瘀塞袁特別是老年人易誘發中風等心血
管疾病遥 如遇風雪雷雨天氣袁更應避忌袁改爲室內操
練爲宜遥 由此可見袁不管什么健身運動袁都應講究科
學袁權衡利弊袁知常達變袁遵循大自然的規律袁因人尧
因時尧因地制宜袁方能收到強身健體的效果遥 正是院知
常達變出眞知袁利弊權衡重制宜曰如欲健身強體魄袁
天人合一隱玄機遥

脈袁一言不發袁也不開方袁悠然而去袁次日再請他來袁
仍是如此袁病婦自忖袁你們説他是名醫袁連一張處方
都開不了袁第三次請他來時袁孫思邈竟穿一身他老婆
的紅衣服袁 婦人一見破口大笑袁 説這醫生是不是瘋

子袁使她笑得無法合口袁她逢人就説袁邊説邊笑袁沒幾
天袁她的野心病冶不藥而愈遥 象這樣心靈創傷袁非藥所
能治袁孫思邈用的是野激法冶之術袁所以野藥療不如心
療冶遥

通常達變話冬泳

渊362246冤晉江市深滬鎮南春寶泉街東安第三衛生所 陳維挺

渊362250冤晉江市英林鎮中心衛生院 洪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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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陶砭弘揚以絡保健文化

台湾中医院研究委员会 梁雅婷渊台灣冤

自然醫學是目前世人最重視的養生保健方法之
一袁而養生保健的目的是調養生命技能袁藉助後天的
食養尧氣養等方法有效的預防疾病的發生遥

隨着人們對健康養生的意識不斷提高袁 養生保
健已經不再只是老年人的專利袁 而風靡全世界華人
的野經絡養生冶更受到年輕族群的重視袁成爲一種高
品質生活的追求遥

筆者經過歷時30年的美容保健工作袁發現野工欲
善其事袁必先利其器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袁在台灣
硏創發明瞭一種養生保健袁美容美體的輔具腋陶砭一
級棒夜渊以下簡稱陶砭冤

據瞭解野砭冶在渊皇帝內經冤中早有記載袁它是中
國六大中醫架構之一渊砭尧針尧灸尧導引尧按躍尧中藥冤
是我國最古老的醫療保健方法袁腋陶砭夜 是砭的創新
商品袁 是現代科技與智慧結合多種礦物元素而燒鑄
而成的商品袁內含8-12cm的生育光波渊經中科院尧工
業技術硏究所測試冤 用於人體尧 養生保健有好的成
效袁主要配合點尧線尧面體尧按壓尧疏理的技術平衡方
法袁 能使皮膚水分分子化産生生物能量從而帶動微
循環袁以達到排除人體濁氣袁展現生命氣能的調補袁
達到氣順血暢的效果遥

尤其是人類的頭尧手尧腳等重要部位袁常年暴露
在外袁難免受到風寒的影響袁造成機體的各種不適症
狀袁直接間接的影響人體的生命活動及身心健康遥 很
多時候人們全身感覺不適袁去醫院又檢查不出結果袁
主要是因身體氣血循環受到了阻礙袁而透過野陶砭冶
以非侵入性的方式袁安全尧輕巧的疏經活絡袁使人體
陰陽經絡缺機平衡袁氣血順暢遥

渊靈樞袁經脈冤篇説院野經脈者袁所以能決生死袁處
百病袁調虛實袁不可不通遥 冶清代喩嘉言在渊醫門法律冤
中説院野治病不明臟腑經絡袁 開口動手便錯遥 不學無
術袁醫之過也遥 冶可見得歷代醫家對於經絡學説在中
醫臨床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視的袁 而筆者硏創之 野陶
砭冶養生保健技藝袁本着野寧失其穴袁勿失其經冶的觀
念來硏究尧調理諸如呼吸系統的症狀尧消化系統的症
狀尧神經系統的症狀及各種不同層次的酸尧痛尧腫尧

脹尧麻等現象袁從循經調理再加強五兪穴的調補袁用
在專業養生疏理及日常生活DIY保健運用袁都能達到
強化體內與體表的通路聯盤功能袁使人們精尧氣尧神
具足而展現健康袁靑春與活力遥

身體是人類生命中載道的工具袁 要非常棒的健
康遥 我國古老的醫學論著渊皇帝內經冤中袁對人體經絡
有過詳細的記載和論述袁 經絡系統聯盤了人體的內
臟尧氣血尧經筋尧皮肉尧五官與肢等袁從外到內構成了
毛髮尧皮尧筋尧肉尧骨等整個生命有機體袁不可不通遥 因
此袁經絡應用調理是一多元的袁是整體性的袁筆者以
野陶砭一級棒冶調理人們的全身經絡袁是以中醫學理
論爲基礎袁以陰陽學做總綱袁以人體十二經脈做依據
渊經絡是眞理袁是自然的與生具有的冤袁以五臟六腑的
互動平衡機制爲指導原則袁 以輕重緩和技藝調理
野井冶野滎冶野經冶野合冶要穴袁最後以一式平衡導引術調
整袁帶動全身氣機的平和袁在美容尧美體尧養生保健技
藝上獲得使用者贊賞與專家學者的肯定袁 陶砭養生
技藝是一項旣簡單又契機契理的養生保健文化傳
承遥

檢查自己的身困在哪钥 渊依經調理使氣通血通冤
心困在哪钥 渊感恩尧包容尧原諒的心袁學習天覆地載的
無私精神冤靈困在哪钥 渊身心康健袁靈自然平安袁有所
依有所生冤袁能心平則氣和哪來病苦呢钥

用簡單的中國文化紮根袁才能救自己尧救世人袁
挽救下一代的健康遥 我們都必須從諸法實相中去體
認野通冶與野平衡冶的大法袁陶砭養生技藝是眞情的流
白袁是重實質不擺架式的文化智慧傳承袁野陶砭冶經筆
者在台灣專利命名而問市袁 本著一門深入硏究經絡
學説袁用技藝落實先人之言袁是一項力行實踐的成果
發表袁筆者從講學與推廣中同時報答因師 曾水中醫
師所傳授之少林點穴技藝袁共體天心袁救人疾苦遥

筆者曾受邀聯合國世辦衛生組織舉辨的WHO溫
泉保健醫學論壇渊砭療與溫泉養生冤並先後出席海峽
兩岸自然醫學保健論壇袁 在世界手法醫學大賽發表
論文袁獲得金手奬殊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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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次全國死因調查結果表明袁 惡性腫瘤已
成爲城市人口的第一位死因和農村人口的第二位死
因袁因惡性腫瘤死亡人數佔死亡總數的22.32%遥

今年第十五屆全國腫瘤防治宣傳周之際袁 中國
紅十字基金會秘書長王汝鵬發出警吿袁野在中國袁每
15秒就有一個人被確診爲癌症曰每20耀30秒就有一個
人因爲癌症而死亡袁 每年癌症新發病例200萬人以
上遥 預計未來5年袁中國癌症發病率將更快地上昇遥 冶
近30年袁中國疾病譜已發生變化袁由上世紀七八十年
代袁 感染性疾病的主要威脅袁 慢慢演變爲到本世紀
初袁腫瘤尧心血管疾病發病率上昇遥 人的身體的任何
部位尧任何組織尧任何器官幾乎都可發生腫瘤遥 隨着
對腫瘤的本質認識的不斷深入袁 腫瘤的治療也由局
部治療轉向綜合治療遥 迄今爲止袁藥物治療仍然是腫
瘤治療的主要手段之一遥 但從中醫的角度袁預防保健
也至關重要袁現整理一些日常生活中簡單易懂尧方便
有效尧操作方便的保健茶飲袁以饗讀者遥
1 麥飯石茶渊民間方冤

配方院麥飯石原石50g遥
製作院將麥飯石洗凈袁放入鍋中袁加水適量袁煮沸

30分鐘後取出麥飯石遥 經煮沸的麥飯石水即可飲用遥
服法院代茶頻頻飲用遥
功效院健胃利濕袁強身抗癌遥 堅持常年飲用袁有預

防食管癌尧胃癌尧腸癌尧乳腺癌等的作用遥
宜忌院無特殊禁忌遥
按語院麥飯石爲火成岩石英斑岩袁是一種有益於

人體健康尧能延年益壽的天然藥石遥 以天津薊縣和內
蒙古哲里木盟平頂山所産爲佳遥 叶本草綱目曳中有野麥
飯石性味甘袁溫袁無毒袁主治一切癰疽發背冶的記載遥
麥飯石中含有50多種微量元素袁 其中包括18種人體
必需的礦物質和微量元素袁如鐵尧硒尧錳尧鎂尧鍺尧鈣等
元素袁具有一定的防癌抗癌作用遥
2 橄欖烏龍茶渊叶防癌抗癌食療方曳冤

配方院橄欖2枚袁烏龍茶5g遥
製作院將橄欖與烏龍茶一同加水煎煮袁煮沸10分

鐘後取汁遥
功效院生津利咽袁解毒抗癌遥用于慢性咽喉炎患者袁

以及咽喉癌尧鼻咽癌尧肺癌尧食管癌尧大腸癌尧宮頸癌等
腫瘤病人遥在放射治療中或治療後出現口干心煩尧咽喉
疼痛尧聲音嘶啞尧咳嗽咯血等表現時均可應用遥

宜忌院無特殊禁忌遥

按語院橄欖爲橄欖科植物橄欖的成熟果實袁又稱
靑果袁是我國特有的水果品種遥 我國南方民間有以元
寶茶敬客的風俗袁意爲吉祥溫馨遥 元寶茶即以橄欖泡
制的茶遥 橄欖中富含維生素C和鈣元素袁橄欖也可嚼
食袁細細品味袁徐徐嚥下遥
3 仙人掌緑茶渊民間方冤

配方院仙人掌20g袁緑茶10g遥
製作院將採摘的仙人掌洗凈袁切成片袁與緑茶一

同放入鍋中袁加適量水煎煮2次袁每次15分鐘袁去渣取
汁遥

服法院代茶飲遥 每日1劑袁早晩分飲遥
功效院清熱解毒袁防癌抗癌遥 用于預防動脈粥樣

硬化尧肥胖症尧高脂血症袁也可防治消化道腫瘤等遥
宜忌院虛寒體質者愼用遥
按語院 仙人掌有特殊的耐旱本領和頑強的生命

力袁且有野沙漠甘泉冶的美稱袁不僅可供食用袁其藥用
價値也相當高遥 仙人掌含有豐富的維生素A尧維生素
C尧鐵尧纖維素遥 新發現的仙人掌含有的野角蒂仙冶成
分袁有防止癌細胞擴散和轉移的作用袁所以仙人掌可
用于防癌抗癌遥
4 魚腥草茶渊叶抗癌飲食曳冤

配方院魚腥草30g遥
製作院魚腥草洗凈袁陰乾袁切碎袁入鍋袁加水濃煎2

次袁每次以小火煎煮30分鐘袁去渣取汁袁將2次煎汁合
併遥

服法院每日1劑袁分2次飲服遥
功效院清熱解毒袁抗癌袁利尿遥 適用于各種癌症袁

作爲輔助治療用遥
宜忌院脾胃虛寒者愼用遥
按語院魚腥草袁又名蕺菜尧側耳根袁因其有特異的

臭味故又名臭菜袁但只要處理得當袁製作有方袁吃起
來也清香可口遥 在江南和雲貴高原地區袁人們常採摘
其嫩葉涼拌食用遥 魚腥草性味辛尧寒袁入藥多用于治
療肺膿瘍尧支氣管炎尧乳腺炎尧尿路感染等遥 硏究發
現袁魚腥草素渊癸酰乙醛冤還有一定的抗癌作用遥
5 羅漢果茶渊民間方冤

配方院羅漢果15g遥
製作院將羅漢果洗凈袁壓碎袁放杯中袁以沸水冲

泡袁加蓋15分鐘後即成遥
服法院代茶飲用遥 一般1劑量可冲泡3耀5次遥
功效院清肺止咳袁抗衰老袁防癌遥 用于肺熱咳嗽袁

預防腫瘤的十二種常用保健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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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用作鼻咽癌尧喉癌尧肺癌患者的輔助食療飲品遥
羅漢果茶對放療尧化療後咽干尧煩渴尧干咳者尤宜遥

宜忌院無特殊禁忌遥
按語院羅漢果袁亦稱長壽果袁含有十分豐富的還

原糖尧果糖和葡萄糖遥 每100g鮮羅漢果維生素C的含
量可高達400mg袁所以其在防治壞血病尧癌症和抗衰
老等方面都有良好的作用遥
6 獼猴桃蜜茶渊民間方冤

配方院獼猴桃2枚袁蜂蜜30g遥
製作院 將新鮮獼猴桃用冷鹽開水浸泡片刻袁洗

凈袁剝開袁取其果肉袁切碎袁搗爛袁硏成細糊狀袁加冷開
水攪拌袁 調成黏稠汁液袁 對入蜂蜜袁 加冷開水至
300mL袁混和即成遥

服法院每日1劑袁早晩2次分服遥
功效院清熱解毒袁滋補養陰遥 用于鼻咽癌尧食管

癌尧肺癌尧胃癌尧乳腺癌等放療後虛熱咽干尧煩渴欲
飲袁用作輔助食療飲品遥

宜忌院無特殊禁忌遥
按語院獼猴桃又稱爲仙桃袁每100g果實中含維生

素C530耀930mg袁 大量的維生素C可促進干擾素的産
生袁 並可升高環一磷酸腺苷和環二磷腺苷的水平袁有
利于增強機體免疫功能袁 增強機體對癌症的抵抗力遥
還含有大量維生素P及17種氨基酸尧微量元素等遥鼻咽
癌尧肺癌尧乳房癌患者放療後虛熱咽干尧煩渴欲飲袁飲
用獼猴桃茶有生津止渴開胃的作用遥膀胱癌患者小便
短赤澀痛袁以及宮頸癌患者放療後尿頻尧尿急尧尿痛袁
飲用獼猴桃茶也有改善症狀尧減輕痛苦的作用遥
7 杏仁茶渊叶藥茶曳冤

配方院緑茶3g袁甜杏仁10g遥
製作院甜杏仁搗碎袁加清水500mL煎煮15分鐘袁

取煎液冲泡緑茶袁加蓋悶5分鐘後即成遥
服法院每日1劑袁分3次飲服遥
功效院止咳袁防癌遥用于咳嗽遥經常飲用對預防肺

癌尧乳腺癌和腸癌有一定作用遥
宜忌院大便溏泄者愼用遥
按語院甜杏仁又名巴旦杏仁尧南杏袁其所含苦杏

仁苷及其水解生成的微量氫氰酸有一定的抗癌尧止
咳作用遥
8 烏梅茶渊民間方冤

配方院緑茶3g袁烏梅25g袁甘草5g遥
製作院烏梅尧甘草加水800mL袁煮沸10分鐘後加

入茶葉袁再煮1耀2分鐘取汁遥
服法院分3次飲服袁每日1劑遥
功效院生津止渴袁解毒抗癌遥 用于鼻咽癌尧直腸癌

放療尧化療後咽干口渴尧陰虛煩熱遥
宜忌院有齲齒尧牙本質過敏者愼用遥
按語院 烏梅爲薔薇科植物梅的乾燥未成熟的果

實遥 據叶本草綱目曳記載袁本品可治野反胃噎膈冶袁具有
野斂肺澀腸冶的功能遥 現代硏究發現袁烏梅還有很好的
抗癌防老的作用遥 日本民間有食用烏梅製品的習慣袁
如以新鮮梅的果肉製成果醬袁 或以烏梅干和海帶絲
一起用沸水冲泡當茶飲用遥
9 姜汁茶渊叶防癌抗癌食療方曳冤

配方院鮮生薑500g袁茶葉5g遥
製作院將鮮生薑洗凈袁在冷開水中浸泡30分鐘袁

取出後切片袁放入家用水果搾汁機中絞碎尧壓搾袁用
乾凈紗布過濾取汁袁裝瓶貯存于冰箱備用遥 將茶葉放
杯中袁沸水冲泡袁加蓋悶15分鐘後袁滴入3耀5滴生薑
汁袁攪匀即成遥

服法院每日1耀2劑袁每劑可冲泡3次遥
功效院解毒散寒袁止嘔防癌遥 用于各類癌症放療尧

化療中出現的噁心嘔吐等症遥
宜忌院無特殊禁忌遥

10 葵秆心緑茶渊叶防癌抗癌食療方曳冤
配方院向日葵秆心30g袁緑茶10g遥
製作院將向日葵秆外皮剝去袁取秆心渊色白者冤

30g切碎袁與緑茶一同放入鍋中袁加水適量濃煎2次袁
每次煎30分鐘袁去渣取汁遥

服法院早晩2次溫服袁或每次以沸水兌淡袁代茶頻
頻飲用遥

功效院和胃利濕袁消積抗癌遥 用于胃癌尧賁門癌等
消化道癌症的食療防治遥

宜忌院無特殊禁忌遥
11 麥麩紅棗茶渊叶抗癌食物與中藥曳冤

配方院麥麩50g袁紅棗15枚遥
製作院將紅棗洗凈袁與麥麩一同放入鍋中袁加水

適量濃煎2次袁每次煎30分鐘遥 早晩分2次溫服遥
服法院每日1劑袁早晩分2次溫服遥
功效院健脾和胃袁解毒降脂袁補虛抗癌遥 適用于消

化道癌症尧大腸癌尧直腸癌等遥 長期飲用此藥茶對上
述癌症術後恢復期有輔助治療作用遥

宜忌院無特殊禁忌遥
按語院 美國科硏人員硏究發現袁 每日呑服麥麩

15g袁可以有效預防結腸癌的發生遥 硏究同時發現袁經
常食用麥麩能降低大腸息肉的發生率袁 而大腸息肉
往往是罹患結腸癌尧直腸癌的癌前病變信號之一遥

中醫典籍中已有應用米皮糠配伍中藥治療 野噎
膈症冶的記載袁如啓膈散遥
12 菱角茶渊叶抗癌飲食曳冤

配方院新鮮菱角20只遥
製作院 將採收的新鮮菱角洗凈袁 用沸水浸泡片

刻袁清水冲洗後連外殻切碎袁入鍋袁加水適量袁煎煮40
分鐘袁過濾取汁袁濃縮至300mL遥 菱實去殻備用遥

服法院每日1劑袁分2次飲用遥 菱角可同時嚼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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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院安神益精袁抗癌遥 用于胃癌尧食管癌尧子宮
頸癌等遥 宜忌院無特殊禁忌遥

按語院以菱角爲主防治癌症在日本應用較廣泛遥
WTTC療法于20世紀50年代在日本推行袁至今已流傳
至歐美形成抗癌食療方遥

渊一冤 膳合理得院
爲最重要部分袁 膳者袁 一般要集中精神袁 愉快

和喜樂和平的氣氛袁慢慢地進食 不能狼呑虎嚥遥 欲
最快地時間袁 草草完成任務袁 不加努力把食物咬細
後袁便強迫把口中的食物袁全用水推呑進肚里去.不符
合人體自然飲食生理基本需求袁 便患病了遥 消化不
良袁氣虛血衰等病症遥 影響了身體健康成長遥 還有許
多的正確飲食良法袁在此袁不再詳細述説了遥

渊二冤 定時定量院
配隨各個體袁天生具備的生理時鐘遥 時到便覺肚

飢袁 想吃些食物.此刻袁重要充分地去利用人體所分
泌出來的曰唾液尧胃酸尧胰素尧膽汁尧消化酶類等.不主
張袁少吃多餐袁因不合人身的生理時鐘需求浴遥

渊三冤 四康五善院
攝取更多樣化的食物來源袁民以食爲天袁重質不

重量遥 飯類尧肉類尧菜類尧果類爲四康袁加上奶類袁那便
五善了遥 最爲人體起碼的必求.賞全美食袁選吃或偏
食是不對的遥 就造成身體袁因缺乏或不足而發病遥 保
證足夠的營養來維持身心的康安遥

渊四冤 日盡三餐院
要按時袁早尧午尧晩定量在豐富營養的條件下來

維持生命遥 如日缺一餐袁那年內總算起便有三百六十
五天的盤餐的失落袁失去生機袁可怕嗎钥

渊五冤 足量飲水院
大量喝水袁也會把自己的身體弄壞的遥 謂物極必

反遥便加重了腎臟自體過度負擔遥會把所有廢物和有
益營養素遥 統全排出體外流失浴 還有袁會影響到睡眠
休息時間的狀態被破壞了遥 病患者袁每晩不得要多次
醒來排出夜尿浴

渊六冤 絶煙謝酒院
嗜煙袁就不能達到滿足日三餐境地要求遥 筆者自

己經驗過遥日久了袁便會引發肺癌遥更可恨的是袁兩手
煙者袁承受的危害巨大遥 不是別人就是自己的近親如
孩子們首當其衝浴 酗酒袁就會變爲肝硬化的先兆遥 因
肝臟本體的解毒能力是有限的浴

渊七冤 習異慣各院
各個民族常日的主糧各異袁在南洋袁印尼千群島

國都以大米爲主糧袁習慣成自然袁 不能改變袁脫離了
主糧來改變各個民族的常日主糧浴 絶對行不通袁在地
球上處屬袁 熱帶袁不同其他別國袁更與西方俗風慣食
不同有別罷遥

渊八冤 可口適味院
咸尧酸尧甜尧辣等味遥 都要給配得當袁太鹹會傷腎袁

太甜會傷肝等等遥任何一種食物就不能超量遥適當爲
宜浴

渊九冤 藥三分毒院
不單靠藥物袁就能解除和治療所有的疾病袁嚴格

地講袁藥是具有三分毒素在內遥 有作用袁那就會産生
其副作用遥 要對症下藥遥

渊十冤 腳踏實地院
筆者深信袁嚴格要求自己袁請準受這十項科學飲

食袁不二法門袁朝向努力去實行吧浴 不久的將來袁這些
健康幸福美滿的生活無疑肯定的就屬您得了浴

後記院筆者始廿多年行醫開門診以來袁向來都分
享給所有曾來會診過的許多病患者們遥 傳授這十項
科學飲食浴治未病的不二法門學問浴經病患人們各自
實踐並體會到眞奇蹟尧優良得療效後遥 疾病大都能獲
得痊癒袁而且筆者得到了這難能可貴的好評浴 謝謝遥

治未病的不二法門冥冥十項科學飲食

印尼雅加達 黃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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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福建省省長尧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尧中央
書記處書記尧國家副主席習近平頻臨神峰視察遥

2001年袁 神峰與農林大和福建中醫藥大學合作
支持創辦首屆臨床康復醫學蜂療專業渊試行期冤有這
項歷史記録遥

蜜蜂毒是蜜蜂腺和副腺的分泌物袁 具有極高的
藥用價値袁每一萬只能採集一克純蜂毒遥 它主要成分
是多肽尧酶類尧組胺類以及一些高活性物質遥 傳統的
活峰針刺療法是利用活蜜蜂直接蜇叮在病患者相關
的穴位上進行治病的袁 但由於全蜂毒直接進入人體
後容易出現疼痛尧過敏尧紅腫甚至引起休克袁再加上
蟄叮穴位不易掌握袁捕捉活蜜蜂受季節限制等缺點袁
極大地阻礙了活蜂針刺療法的推廣遥 將蜂毒的有效
成分和蜜蜂生物素與中藥秘方和合成袁 配製成一種
外用擦劑-神蜂精袁只可惜劉佳瑞副主任以上只懂得
推拿按摩不懂針灸袁 而且劉佳瑞的刮痧療法他自己
已經訂購在倉庫製作屬於他自己的刮痧工具袁 他自
己零售賣産品遥

蜜蜂毒四大功效院活血化瘀尧消炎鎮痛尧修復組
織細胞損傷和中藥增效遥 在臨床上對治療風濕性和
類風濕性關節炎尧坐骨神經痛尧腰椎間盤突出尧頸椎
病尧骨質增生尧肩周炎及各種跌打損傷尧燒傷尧燙傷尧
無名腫痛尧帶狀疱疹症狀有明顯效果遥 它利用傳統刮
痧療法袁在病痛部位及相關穴位進行刮療袁利用其強
烈皮膚滲透和靶向作用袁讓藥液直達病痛部位袁迅速
發揮藥效作用遥

神蜂精是一種外用藥是一種由蜂毒和中藥配制
而成的外用藥袁可直接塗抹或刮來治療一些病症遥 對
於一些創傷性燙傷和創傷破口可用神蜂直接塗抹袁
劉佳瑞家里有很多牛角刮痧板從上往下尧由里到外尧
由輕到重反復刮療袁直到藥液完全被皮膚吸收爲止袁
需要注意的是由於人群體質差異較大袁 有些病人會
出現刮療部位輕微瘙癢袁一般屬於過敏現象袁可放心
繼續使用遥 有的人體內濕毒較重袁 皮膚呈現暗黑痧
斑袁 在刮痧一個星期內出現刮痧部位的皮膚外表不
同程度的疼痛袁是體內濕毒外表的結果袁堅持使用袁
疼痛現象會很快消除遥 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病的産
生遥 多數是因爲退行性病變或外力損傷造成的袁突出
髓核壓迫周圍的神經根袁導致腰腿酸麻和頭昏遥 蜂毒
中的透明質酸酶能有效分解髓核內的透明質酸袁讓

膨脹的髓核收縮袁消除髓核對神經根的壓迫遥 蜂毒中
的多肽類有強烈的活血化瘀和修復組織的功效遥

血管清道夫蜂膠可加快血液循環袁 清除血液中
雜質袁調節人體血糖和血脂的平衡袁對糖尿病並發症
有改善作用遥 它含有萜稀化合物袁能抑制癌細胞生長
和擴散遥

1尧蜂膠的抗氧化作用袁高效清除人體內有害自
由基遥

2尧軟化血管袁改善血液循環袁降低血液粘稠袁防
治心腦血管硬化遥

3尧良好的降血脂尧調節血壓尧降膽固醇尧抑制血
小板凝集遥

4尧促進組織再生尧抗腫瘤尧預防糖尿病並發症的
産生遥

5尧解除肝毒尧促進肝細胞再生袁有效維護腸胃遥
6尧明顯的消炎尧止痛尧止癢尧除臭尧對口腔潰瘍尧

牙根炎尧牙周炎尧咽喉腫痛尧口腔異味有明顯效果遥
蜂膠注意不能隨意用酒浸泡食用袁 要剔出重金

屬袁提取濃縮袁黃酮含量高低判斷好壞的標準遥 蜂膠
抗生素起到抗炎殺菌功效遥 注意嬰兒和孕婦不宜服
用蜂膠遥 容易影響免疫系統遥 過敏體質愼用遥

渊我是屬於福建省的江南美女哈哈冤袁江南春花
粉提取物營養全面袁對滋潤皮膚袁養顔美容有明顯作
用袁它可以避免酒精對肝臟的損害袁可以消渴解暑遥
蜂蜜不僅可以清熱解毒袁更是一種滋補品遥 昨天我剛
買了兩大瓶剛剛割下了上好的蜂蜜遥 夏天要喝老蜜
蜂袁我已經喝了一大瓶遥 因爲蜂蜜具有補中尧潤燥尧止
痛尧清熱尧解毒和美容遥 對肺燥咳嗽尧腸燥便秘和傷口
癒合有良效遥

食用蜂蜜院夏季吃蜜用涼水冲調袁可清涼解毒又
防暑曰冬季吃蜜用50益左右熱水冲調袁極易吸收産熱
抗寒遥 糖尿病人1.5小時渊或飯後2小時冤吃蜜袁能增強
並延長胰島受體細胞的代糖能力袁有利于降血糖曰低
血糖病人飯前尧飯後半小時內吃蜜袁能增加血糖量曰
胃腸病患者呑服純蜜袁有利于抗炎通便遥

質量好的蜂蜜味甜且具有花香獨特香味袁 水分
少袁粘稠性大袁夏季高溫不易氣泡尧脹氣尧發酸遥 質量
差蜂蜜帶苦味尧澀味尧酸味甚至臭味遥 可以用手簡單
捏結晶粒袁如果堅硬袁手捏有砂粒感袁口嘗不易溶化袁
可疑爲糖蜜袁喝蜂蜜不會引起肥胖遥

吃尧穿尧住尧用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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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進入21世紀的時候袁 越來越多的人對健
康給予了更高度的關注遥 健康的定義也隨着我們生
存環境的變化而具有了更高的標準和更豐富的內
涵遥

健康是人類追求的一個永恆的目標袁 無論是人
類自身的發展尧自我價値的實現袁還是社會發展的參
與和社會發展成果的享有袁都必須以健康爲前提袁沒
有健康的身心一起都無從談起袁也無法實現遥 我們呼
籲健康的生活方式袁讓我們對健康的期待成爲現實遥

什么是健康钥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袁健康是指生理尧心理及

社會適應三個方面全部良好的一種狀况袁 而不僅僅
是指沒有生病或者體質健壯遥 根據這一定義袁經過嚴
格的統計學統計袁 人群中眞正健康者和患病者僅佔
20%袁80%以上的人群處在健康和患病之間的亞健康
狀態袁世界衛生組織稱爲野第三狀態冶遥

健康的四大基石
1尧均衡的營養曰營養均衡和體內清潔袁可以增進

我們的健康遥
2尧充足的睡眠曰是修復受損的細胞袁儲存能量的

最佳手段遥
3尧適當的運動曰鍛煉身體袁增強體質袁提倡有氧

運動遥
4尧心理的健康曰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袁快樂生活

每一天遥
人體的十大系統
人體是由細胞構成的遥 細胞是構成人體形態結

構和功能的基本單位遥 形態相似和功能相關的細胞
藉助細胞間質結合起來構成的結構成爲組織遥 幾種
組織結合起來袁共同執行某一特定功能袁並具有一定
形態特點袁就構成了器官遥 若干個功能相關的器官聯
合起來袁共同完成某一特定的連續性生理功能袁即形
成系統遥 人體十大系統組成袁即運動系統尧消耗系統尧
呼吸系統尧泌尿系統尧生殖系統尧免疫系統尧內分泌系
統尧心血管系統尧神經系統和感覺器遥

人體有十大系統袁 每個系統都直接影響着人的
健康遥 只有在人體各系統有效地合作袁保持健康的情
况下袁人們才能夠正常地學習和工作曰只有擁有健康
的體魄袁人們才能夠眞正擁有幸福的生活遥

中華五千年食養文化爲依託袁 結合精尖現代科
學技術硏製而成遥 它是人類生命的保護神袁是呵護人
類健康的天使遥

營養與健康
營養是從日常生活飲食中攝入袁 營養就是維持

食療跃藥袁預防跃治療

福建中醫藥大學國醫堂 羅潔敏 羅潔穎

蜂蜜用途很廣袁可以治療咽喉炎袁對工作勞累袁
熬夜之後的火氣上昇有奇效袁可以加速酒精分解袁消
除酒後頭痛袁減少酒精對肝的損害遥 可以塗唇防止嘴
唇干裂遥 可以和蜂王漿做面膜袁能使皮膚細膩尧光潔尧
富有彈性遥 可以燒烤的菜點遥

選藥如弈棋袁一着得當袁滿盤皆活袁一味藥用得
好袁這張方子就活了遥 眞是一針見血遥

總之袁頭髮梳整齊袁皮鞋要擦亮袁穿着要得體袁穿
牛仔褲也不要污點斑斑尧破個大洞什么的袁鬍子要刮
乾凈袁注意不要有頭皮屑遥

1尧 裁剪合宜袁簡單大方的套裝袁比兩件式上下
身搭配的服裝更能建立權威感與專業性遥 而女士下
身應以裙裝爲主袁如穿長褲袁應選擇質料柔軟尧裁剪
合宜的西裝褲遥

2尧 套裝尧西裝顔色以中性爲主袁避免夸張尧刺眼
的顔色遥 以自己的野膚色屬性冶爲前提渊也就是穿適合
你皮膚色調的色彩冤袁能讓人看到你精力充沛袁容光
煥發遥

3尧 簡單高雅的配飾袁 不要佩戴造型過于夸張袁
會丁噹作響的飾品袁男士不要佩戴飾物遥

4尧 女士可以化保守淡雅的彩妝袁 切勿濃妝艷
抹遥 包括頭髮尧指甲尧配件等細節都應乾凈清爽袁給人
良好印象遥

5尧 只帶一個手提包或公事包袁 儘量把化妝品尧
筆尧零散的小東西有條理地收好遥 手里有提又拿袁容
易給人凌亂急躁的感覺遥

6尧 注意細節袁如鞋子是否乾凈閃亮都是好品味
與壞品位間微妙的差異遥

7尧 剛出校門袁可能羞澀袁可能幼嫩袁但卻不能邋
遢袁 更不能苦着一張臉遥 否則你怎么給人家最佳印
象袁爭取到機會钥 要記住微笑是自信的第一步袁也能
爲你消除緊張袁充分展示你的才能遥

8尧 女士不要使用濃烈氣味的香水袁男士最好不
要使用香水遥

着裝職業禮儀很重要袁得體尧大方袁要有一個好
的開始袁好的準備工作遥 也就是對自己未來的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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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存在的物質袁提供細胞所需要的物質和能量袁均
衡的攝入營養才能達到各個組織器官的協調遥

人的一生從0-70歲要攝入60-70噸的水和食物袁
在這其中便含有各種各樣的營養素遥 現代攝入的營
養素包括曰蛋白質尧脂肪尧水尧碳水化合物尧礦物質尧維
生素及微量元素袁通過補充這些營養素袁調整生理功
能袁調節人體免疫功能袁增強抗氧化功能袁減少組織
損傷袁促進組織修復袁使治療能更好地發揮效果袁達
到早日康復的目的遥

由於食品和環境的污染袁造成食物鏈破壞袁造成
攝入營養不均衡袁部分細胞飢餓袁功能下降袁形成疾
病遥 不恰當的醫療袁過分信賴藥物袁又形成對細胞的
二次破壞袁産生新的疾病袁形成不良循環遥 由此我們
可以知道袁 營養均衡和體內清潔可以增進我們的健
康遥

消化系統

消耗系統包括消化管和消化腺兩大部分遥 消化
道是指口腔到肛門的管道遥 可分爲口尧咽尧食管尧胃尧
小腸尧大腸尧肛門遥 通常把從口腔到十二指腸的這部
分管道稱上消化道曰空腸以下的部分稱下消化道遥 消
化腺按體積大小和位置不同可分爲大消化腺和小消
化腺遥 大消化腺位于消化管內粘膜或粘膜下層袁如胃
腺和腸腺遥 常見的疾病有曰肝膽疾病渊膽結石尧脂肪
肝尧肝硬化尧肝炎冤尧痔瘡尧腹瀉尧胃腸痙攣性腹瀉尧消
化道潰瘍尧慢性腸胃炎尧胃酸過多等遥

細胞構成組織構成器官構成系統構成人體

細胞的健康決定人體的健康
襯于受累關節內的滑膜發炎遥 晩期袁這層炎性滑

膜增厚並擴散至整個關節袁 關節軟骨和骨端也被侵
蝕遥

呼吸系統

呼吸系統由呼吸道尧肺血管尧肺和呼吸肌組成遥
通常稱鼻尧咽尧喉爲上呼吸道曰氣管和各級支氣管爲
下呼吸道遥肺由實質組織和間質組成遥前者包括支氣
管樹和肺泡袁後者包括結帝組織尧血管尧淋巴管和神
經等遥 呼吸系統的主要功能是進行氣體交換遥

呼吸系統常見的疾病有院 肺部疾病 渊嬰幼兒肺
炎尧肺心病尧肺結核冤尧支氣管痙攣尧呼吸衰竭渊呼吸性
碱中毒尧呼吸性酸中毒尧感冒冤等遥

慢性胃炎尧十二指腸潰瘍尧慢性膽囊炎
當粘膜屛障受破壞及胃液直接接觸到粘膜層細

胞則引起損害遥 早期是粘膜部分破壞袁形成一個較淺
的損害袁稱爲腐蝕遥 渊粘膜層尧粘膜下層尧肌層冤

消化性潰瘍可穿透胃腸壁全層袁造成穿孔袁引發
腹膜炎曰一旦侵蝕到大動脈可引起出血遥 另一種並發
症是胃瘢痕組織引起胃出口狹窄遥

慢性病毒性肝炎和肝硬化

門靜脈高壓

硬化的瘢痕組織可阻斷肝內血流袁 導致門靜脈
曲張遥如果曲張靜脈破裂就會引起出血遥當肝功能嚴
重損害時袁體內毒素可損害腦功能遥

乙肝是引起肝硬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渊DNA尧表面
抗原尧蛋白膜冤尧硬化的瘢痕組織渊腔靜脈尧肝尧主動
脈尧膽總管冤遥

痔瘡及其肝門病症

干硬的糞便尧 在肌肉薄弱腸壁部分形成窒室
窒室囊帶可産生炎症尧手術摸到腫瘤後袁外科醫生確
定需切除對腹腔可顯露部分也應認眞檢查尧 確定癌
變未擴散遥

泌尿系統

泌尿系統由腎尧輸尿管尧膀胱和尿道組成遥 其主
要功能是排出機體新陳代謝中産生的廢物和多餘的
液體袁保持機體內環境的平衡和穩定遥 腎産生尿液曰
輸尿管將尿液輸送至膀胱曰膀胱爲儲存尿液的器官曰
尿液尿道排出體外遥

常見的疾病有曰腎病渊急性腎炎尧急性腎衰尧慢性
腎衰冤泌尿系統結石渊輸尿管結石尧腎結石尧膀胱結
石冤等遥 渊腎上腺尧腎脂肪囊尧主動脈尧下腔靜脈腎尧腎
動脈與腎靜脈尧睾丸動脈與睾丸靜脈尧輸尿管尧壁層
腹膜尧腹股溝韌帶尧膀胱粘膜尧輸尿管開口尧膀胱壁尧
膀胱三角尧尿道內口尧前列腺尧尿道尧睾丸尧股動脈遥

慢性支氣管炎和支氣管哮喘

炎性物質使血管擴張平滑肌收縮粘液增多炎症
和腫脹當哮喘發作時細支氣管上的平滑肌收縮袁引
起呼吸道狹窄遥 由於變態反應時釋放的化學物質引
起粘液增多和炎症袁從而使呼吸道進一步狹窄遥
1 生殖系統

生殖系統的功能是繁殖後代和形成並保持第二
特徵遥 男性生殖系統和女性生殖系統包括生殖器和
外生殖器兩部分遥 內生殖器由生殖腺尧生殖管道和附
屬腺組成曰外生殖器以兩性交接的器官爲主遥

生殖系統常見的疾病有院 絶經期綜合徵尧 不孕
症尧痛經症遥

排卵-輸卵管阻塞或損傷 渊女性不孕症的原因冤
子宮畸形尧子宮頸問題尧精子異常尧射精困難尧精子通
道阻塞渊男性不育症的原因冤遥

慢性腎盂腎炎尧腎衰竭

血液透析將動脈血通過盤繞的膜管回流入靜
脈遥這條管子浸在注滿透析液的容器中遥廢物從血液
中濾除排入透析液內遥

腹膜透析在操作過程中袁將2升透析液灌入腹膜
腔袁每4小時更換一次遥 廢物從腹膜腔的毛細血管通
過腹膜排入透析液遥

膀胱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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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盂腎炎曰一種腎的及尿系統的急性感染袁可能
與膀胱感染有關遥

腎小球腎過濾單位的炎症長常自身免疫疾病有
關

糖尿病性腎病長期糖尿病會由於腎小血管的變
化而引起並發症袁常發展爲腎功能衰竭遥 膀胱炎院一
種由感染引起的膀胱炎症遥 男女都可能發生袁單女性
更常見遥 渊尿道口要輸尿管開口冤遥

睾丸尧尿道尧正常前列腺尧正常膀胱尧尿道尧前列
腺增生前列腺增生曰前列腺增生使尿道變形袁而減少
尿液通過袁使膀胱能徹底排空而引起尿頻遥
2 心血管系統
3 脈管系統包括心血管系統和淋巴系統袁 分布於人
體各部袁是一套封閉的管道系統遥 心血管系統包括心
臟尧動脈尧毛細血管和靜脈曰淋巴系統由淋巴管道尧淋
巴組織和淋巴器官組成遥 脈管系統具有物質運輸和
內分泌功能遥
4 脈管系統常見疾病有院動脈硬化尧心臟病渊心絞痛尧
心肌梗死尧心律不齊尧心肌炎尧心包炎尧猝死冤妊高症尧
高血壓等遥 渊血漿尧白細胞尧血小板尧白細胞尧紅細胞尧
內膜內層尧內膜外層尧中膜尧外膜尧彈性冤

免疫系統
免疫系統能抗感染尧抗腫瘤尧避免損傷及有毒物

和腐蝕性化學物質引起的損害袁對機體提供保護遥 免
疫系統疾病有兩類曰變態反應和自身免疫性疾病袁爲
免疫系統過度反應曰而免疫缺陷性疾病袁是由於防禦
系統太弱袁不能對付對健康造成的威脅遥

免疫系統常見疾病有院疲勞尧免疫力低下尧自身
免疫性疾病等遥

病毒基因數目很少袁它們旣不能自身繁殖袁也不
能獨立合成營養遥 爲了生存和繁殖袁病毒必須侵入宿
主細胞袁結果是宿主細胞死亡和功能異常遥 有些病毒
可以激活免疫系統破壞正常的細胞遥

1尧 因爲病毒基因數很少袁 它們旣不能自身繁
殖袁也不能獨立合成營養遥 爲了生存和繁殖袁病毒必
須侵入宿主細胞袁結果使宿主細胞死亡或功能異常遥
有些病毒可激活免疫系統破壞正常的細胞遥

2尧 核酸利用宿主細胞的原料袁 有時依靠其酶袁
進行自我複製遥 複製出的核酸産生新的病毒顆粒遥

3尧 新病毒顆粒使細胞腫脹尧破裂和死亡遥 當細
胞破裂時袁 病毒顆粒被釋放曰 它們隨即感染其它細
胞遥然而並不是所有病毒在它們離開時破壞細胞遥有
些病毒袁如疱疹病毒袁形成芽體袁將宿主細胞的細胞
膜一起帶離遥 它們常常被稱爲包膜病毒遥

4尧 神經系統
神經系統由腦尧 脊髓以及附于腦和脊髓的周圍

神經組成曰 神經系統是人體結構和功能最複雜的系

統袁由神經細胞組成袁在體內起到主導作用遥
神經系統分爲中樞神經系統和周圍神經系統遥

中樞神經系統包括腦和脊髓曰 周圍神經系統包括腦
神經尧脊神經和內臟神經遥 神經系統控制和調節其他
系統的活動袁維持機體與外環境的統一遥

神經系統常見的疾病有院智商低下尧神經衰竭尧
記憶衰退尧癲癇病尧多動症尧老年痴獃等遥 多處梗死性
痴獃大約15%的痴獃病人是由於一系列小的卒中引
起的遥 小血管阻塞袁有時可達數年遥 脊膜渊軟脊膜尧蛛
網膜尧硬脊膜冤

脈光炎 渊隨着激光技術的發展醫生將導管揷至
阻塞部位袁 使用與導管相連的光纖導管安置激光發
生器遥 小的球囊被充氣以暫時切斷血供袁用激光束粉
粹粥樣斑塊袁然後籍眞空裝置抽吸出脆塊遥

正常的主動脈瓣
當心室收縮時袁心室內高壓使瓣膜開放袁允許血

液通過袁當心室舒張和充盈時袁瓣膜的另一側壓力較
高袁因此使的瓣膜緊閉袁防止血液反流遥

感覺系統
感覺器是受感受器及其附屬結構的總稱袁 是機

體感受刺激的野裝置冶遥 感覺器的功能是接受各種刺
激袁將其轉變爲神經冲動袁傳回中樞袁産生感覺遥 感覺
器包括外感受器和內感受器和本體感受器遥

感覺器常見的疾病有院耳渊聽力障礙渊硏究冤近視
眼尧白內障冤尧皮膚病變渊嬰兒濕疹尧痤瘡尧手足破裂尧
蕁麻疹尧甲蘚尧手足蘚冤等遥

痤瘡是因皮膚內的皮脂腺産生過量的分泌物-
皮脂所致袁皮脂氧化形成黑色栓子堵塞皮脂腺孔道袁
滯留的皮脂和死亡的細胞受細菌感染而發炎並形成
膿包袁痤瘡可用藥物治療袁如維甲酸或服四環素遥

正常的毛囊渊毛尧皮脂尧皮脂腺尧毛囊冤
黑頭渊栓塞尧皮脂滯留冤
毛囊感染渊膿包尧炎症冤
腦出血後遺症
植物神經功能失調
頭痛期
在頭皮和腦血管擴張時袁 病人一側頭部或整個

頭部産生嚴重的博動性疼痛遥 腦神經元釋放神經遞
質-5-烴色胺調節血管周圍遥抗偏頭痛的藥物可阻斷
腦中的5-烴色胺作用遥 先兆期某些食物紅酒尧應激尧
藥物渊如避孕藥冤誘發頭皮和腦的的血管痙攣袁病人
有眼前閃光和暫時性黑蒙遥

腦血栓
動脈粥樣硬化時脂脈沉積在血管壁袁 使血管狹

窄袁促使凝塊或血栓的形成遥 如果血栓阻塞了供腦的
動脈血管組織會因缺氧而造成損傷袁甚至死亡袁卒中
産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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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血流的一些物質粹片停留在血管內袁 可引起
大腦動脈阻塞産生卒中遥 這種粹片稱爲栓子袁它可能
來自動脈粥樣硬化的頸動脈或心內壁遥

內分泌系統
激素這個詞的意思是野驅動冶遥 每種激素都是一

種複雜的化學物質袁由內分泌腺或身體其他部位袁如

心或部分胃腸道産生和分泌袁並直接釋放進入血流遥
激素調節功能包括不斷分解和合成化學物質的新陳
代謝尧 生長髮育繁殖以及和機體應激反應時的神經
調節遥

內分泌常見的疾病有院糖尿病尧高脂血症尧骨質
疏鬆症尧貧血尧再生障礙性貧血尧甲狀腺 功能亢進尧
白血病等遥

Clin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n Health Regulation and Anti-Aging

中醫抗衰老與治病的臟腑辨證臨床觀

Professor Man Fong Mei, Chairman, CMIR

梅萬方袁倫敦中醫學院院長袁英國中醫注冊學會會長

[Abstract] Health regulation through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Medicine. Through the Four
Diagnosis Methods, the Chinese physician determines the body爷s current reaction state in relation to the disorder patterns of
the patient. Zang Fu relationships and the state of Qi, blood and body fluids in terms of Yin and Yang balance are important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reatment. In Chinese Medicine this process is known as regulating the body to achieve health, to fight
against disease and assist anti-aging. In this paper we are examining the analytical process of dialectical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terms of Zang Fu dysfunctions. We will also consider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Qi, blood and body fluids as
well as anti-aging treatment with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lifestyle medicine in achieving health cul鄄
tivation. The paper will als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health and external vitality. In doing so, we will discuss
the uniqu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rejuvenation and the recovery of vitality.

[Keyword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Zang Fu, Four Diagnosis Methods, Eight Principles, Qi, blood and body fluid,
health regulation, anti-aging

揖中文摘要铱中醫的精華在于其養生之道袁在辨證施治的過程中調理臟腑與氣血關係袁用四診八綱來診斷病人的證狀袁以陰

陽平衡和五行臟腑關係來作爲治療的指導原則是現有醫學中的獨特方法遥 無論是日常保健尧疾病治療或抗衰老都圍繞中醫的

基礎理論袁經過長期的臨床應用得出非凡的療效遥 此報吿論述了臟腑辨證分析過程中的養生治療文化袁同時也考查了人體氣尧
血尧液的中醫概念對抗衰老的作用曰提出中藥尧針灸和生活醫學綜合爲一體的整體治療觀袁表現內在和外表在中醫治療中的互相

關係袁建立中醫在治療和抗衰老中的突出優勢遥
揖關鍵詞铱辨證論治袁臟腑袁四診八綱袁氣血液袁養生袁抗衰老

The Yellow Emperor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 defines the superior physicians as those
who practise preventative medicine and prolong
longevity whereas the inferior physicians will have
to cope with curing diseases. Health regulation and
anti-aging therapy work hand-in-hand according to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Chinese medicine.
Acupuncture and lifestyle medicine are therefore
integral to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ogether they form the essential treatment technique
for the physician after correct diagnosis and Syn鄄
drome Differentiation have been applied.

In Western medicine anti -ageing consists of
the prevention of deterioration of cells, tissues and

organs in the body爷s functionality. In Chinese
medicine, to achieve anti -aging is to prolong the
person爷s lifespan according to what is naturally
given by 野Heaven冶 (Tian Ming or Tian Nian). Ac鄄
cording to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classics human
natural lifespan should be 120 years or over. The
decline of 耶Tianqui爷 ( 天魁 ) which in Chinese
medicine is the substance for growth, maturity and
reproduction begins in women at the age of 49
years and in men at the age of 64 years. This ex鄄
plains the beginning of menopause for women on
average of 49 years or over. And for men their
sexual function will decline from the age of 64
years and over. According to some of the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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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s human lifespan can reach between 110
years and 175 years. In Chinese medicine the de鄄
termining factors are related to 耶Zang-fu爷 ( 脏腑),
Qi (气 ) and blood and body fluid functions in
each person. The Chinese medicine physician makes
a judgement of these functions in terms of Syn鄄
drome Differentiation according to Chinese
medicine爷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Yin and Yang
imbalances, pathological factors of deficiency and
excess within the body, and the blockage of merid鄄
ians in blood stasis as well as the weakening func鄄
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 blood and body
fluid. This approach significantly differs from West鄄
ern cell biology and its theory of free radicals as a
cause of the aging process. The Chinese medical
interpretation of lifestyle medicine in the form
耶Yang Sheng爷 (养生 ) which means cultivating or
preserving the essence of life, i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the superior physician as de鄄
scribed in the Yellow Emperor Classics of Internal
Medicine
Zang Fu Relationships in Anti-Aging

Chinese medicine places importance in the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amongst the Zang-Fu organs.
Zang organs are院 kidney, spleen, liver, lung and
heart,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Fu organs are院 urine
bladder, stomach, gallbladder, large intestines and
small intestines respectively. These organs form a
Five Elements relationship that acts upon each oth鄄
er in the laws of visceral generation and restraint.
The dysfunction of one organ affects the function of
another organ when imbalances occur due to either
external pathogenic invasion or internal deficiency.
Emotional factors, poor diet, maladjustment of work
and rest or the blockage of meridians are some of
the factors that cause imbalances. The clinical
function of the physician is to restore the balances,
tonify deficiencies, detoxify excesses and improve
the smooth flow of Qi, blood and body fluid. The
physician would achieve this by using Chinese
herbal therapy, acupuncture and Yang Sheng (养生)
therapy which would include soft tissue Tuina, diet
and exercise therapy such as Qi Cong and Tai Chi.
In order to regain vitality or to promote vitality for
rejuvenation the physician needs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Zang Fu and the corresponding
clinical experience in recovering the normal func鄄
tioning of Zang Fu.

Kidney
Kidney is the organ that stores both the con鄄

genital essence and the acquired essence which is
the source of Qi and blood. Ageing process tends
to deplete both the Yin and Yang Qi stored in the
kidney for the body爷s vital functions. The tendency
for women over the age of 49 years and for men
over the age of 64 years to be deficient in kidney
Qi is the reason why a Chinese physician begins
anti-aging treatment for older people with the toni鄄
fication of the kidney. There are many TCM formu鄄
lations such as Liu Wei Di Huang Wan (六味地黄
丸 ) and Er Xian Tang (二仙汤 ) for kidney defi鄄
ciency which can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syn鄄
drome acupuncture points relating to the kidney
such as KI 3, KI 6, BL 23 and CV 6. However,
the kidney requires the spleen and the stomach to
function properly and constantly replenish its ac鄄
quired essence. The symptoms for the decline of
the kidney Qi are the whitening of the hair, fre鄄
quent back pain, loss of memory and tinnitus indi鄄
cating kidney deficiency. The patient usually has a
red tongue with less coating and a thready, rapid
or sometimes weak pulse. In any anti-aging treat鄄
ment the physician should examine the kidney in
relation to the functions of spleen, stomach and the
liver.
Spleen

Spleen Qi deficiency is a common syndrome in
the Chinese medicine patterns. The spleen is prone
to cold, heat and dampness caused by improper di鄄
et. The spleen can also be affected by emotional
factors caused by the stagnation of the liver Qi.
The Zang Fu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ver, spleen
and kidney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or stress,
depression, tiredness as well as eating disorders.
Spleen dysfunction can eventually lead to blood de鄄
ficiency and chronic problems due to Qi deficiency.
In the cosmetic therapy of the face it is essential
to address the patient爷s spleen deficiency to im鄄
prove complexion and vitality. The patient usually
has a pale tongue with puffy teeth marks and either
a white coating or greasy coating. The pulse is
usually weak and/or deep. The Chinese herbal for鄄
mulae for spleen deficiency a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technique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with
classical formulae such as Si Jun Zi Tang (四君子
汤) and Bu Zhong Yi Qi Tang (补中益气汤) com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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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ly used. Acupuncture points such as SP 6 and
SP 10, ST 36 and CV 6 are being commonly used.
Again, syndrome acupuncture point selection should
be appli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iation.
Liver

Liver爷s function in dominating the dispersion
of Qi and regulating its functional activity as well
as regul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blood makes it the
mother organ of the Five Elements. Liver generates
Qi and therefore the blockage of Qi will affect its
function before any other organs which will cause
dysfunction in the regulation of blood. Emotional
stimulant tends to affect the liver causing liver Qi
stagnation which in turn affects both the heart and
the spleen. With the heart it may cause heart Yin
deficiency which will result in insomnia or with the
spleen it may affect the spleen爷s ability to trans鄄
form food and water into acquired essence neces鄄
sary for the nourishment of muscles and limbs and
in turn cause kidney Qi deficiency and chronic
tiredness. The liver is an important organ for anti-
ageing treatment especially in regulating the psy鄄
chosomatic problems of the patient during revitali鄄
sation. The patient could develop flaring heat that
is indicated by a red tongue with taut and rapid
pulse, otherwise there is a thin and white tongue
coating and a taut pulse in general cases. TCM
formulae Xiao Yao San (逍遥散) are generally be鄄
ing used with a combination of other remedies ac鄄
cording t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Likewise
acupuncture point selection should also be based on
the same process, generally LR 3, BL 18 and ST
36 are being used.
Heart

The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heart as a Zang
organ is its dominating funct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mental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o controlling blood
circulation throughout the meridians and the body.
Any dysfunction in the heart will manifest itself on
the face whereas the dysfunction of the lungs may
manifest symptoms on the skin. Together heart and
lung are important organs for skin and facial reju鄄
venation. The common syndrome is the deficiency of
heart Yin and blood which may cause insomnia and
lack of mental concentration. The common formulae
for this condition are Tian Wang Bu Xin Dan (天
王补心丹) which is a well-known classical formulae
for nourishing both heart Yin and blood in order to

calm the mind. The patient should have a red
tongue with less coating, thready and rapid pulse.
Acupuncture points

PC 6, HT 7, BL 15 and SP 6 are commonly
used in syndrome acupuncture. When the heart is
deficient, generally it will also cause deficiency of
the spleen and the patient might experience gynae鄄
c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dysmenorrhoea and in鄄
fertility. Oedema may also be a sign of this syn鄄
drome. In this case both the heart and the spleen
should be nourished and in case of fatigue and in鄄
somnia, Qi and blood should be nourished as well
by selecting an additional formula to tonify Qi and
blood. Acupuncture points such as BL 17, SP 6,
ST 6 and CV 6 should be used as well.
Lungs

Beside dominating respiration, the lungs also
activate the dispersion of the body爷s water passage.
Lungs are therefore an important Zang organ for
skin rejuvenation. Symptoms of redness on the nose
– such as brandy nose – are indicative of dys鄄
function in the lungs and in the large intestine
which is its corresponding Fu organ. The emotion
that causes damage to the lungs is 耶sorrow爷, while
耶over -joy爷 causes problems with the heart and
耶fear爷 damages the kidney and causes urine prob鄄
lems. Lungs tend to be accumulative of flame and
heat and are prone to the attack of pathogenic dry鄄
ness or wind -cold. In the case of dryness we
should use herbs to clear away dryness, and moist鄄
en the lungs with classical formulae of Qing Zao
Jiu Fei Tang (清燥救肺汤) which contains loquat
and Xing Ren (杏 仁 ) to sooth the cough and
moisten dry throat and nostrils. The patient should
have a red and dry tongue with thready and weak
pulse, acupuncture points LU 5, LU 7 and LI 4
should be selected along with other syndrome
points. In case of heat in the lungs which can
cause accumulation of phlegm that manifests in
chronic bronchitis or asthma, a TCM formulae con鄄
taining Ginko nut and Sang Bai Pi in the name of
Ding Chuan Tang can be used with syndrome
acupuncture points such as LU 7. LI 11, ST 40
and GV 14. The patient should have a yellow
greasy tongue with slippery and rapid pulse.
Fu Organs

Zang organs described above are usually paired
with their corresponding Fu organs as follows院 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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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gallbladder, heart with small intestine, spleen
with stomach, lung with large intestine and kidney
with urinary bladder. When considering health reg鄄
ulation and anti-aging treatment, the physician has
to use the Zang orga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Fu
organs according t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
hol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 the Zang and Fu
organs is vital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individual
patient and requires a deep understanding from the
physician. We must also consider another organ
which is the Triple Energiser (三焦), which is re鄄
sponsibl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of
the water metabolism of the body. All the Zang Fu
organs are linked by meridians of the body in the
pattern of networks that define Chinese medicin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vel features of the
meridians is also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web
of relationships within Chinese medicine. Under鄄
standing treatment, health regulation and anti-ageing
as a holistic relationship is what distinguishes a
thinking physician from a technical doctor.
Qi, Blood and Body Fluid

Qi is the basic material that empowers life.
According to Chinese medicine, without Qi the body
is dead. Qi is promoting, defending, consolidating
and transforming and without it the blood will not
flow. Hence the dictum in Chinese medicine 野When
there is blockage of Qi, there is pain冶 and 野When
Qi moves, blood moves冶. In order to remove blood
stasis, Chinese physician must invigorate the flow of
Qi. However, blood is the source of Qi. It is a
material that nourishes the body and supports men鄄
tal activities while body fluid moistens the various
parts of the body. Qi, blood and body fluid come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od and drink that is
performed through the functions of the spleen,
stomach and large and small intestine. The acquired
essence is being stored in the kidneys together with
congenital essence which the person inherits from
their parents. The interaction of the body爷s Qi with
the primordial Qi of the environment explains the
pathogenesis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also observes the pattern of changes in the body
and summarises the causes of diseases, its aetiology
gives rise t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the pro鄄
cess, the causes are divided into 耶exogenous爷 and
耶endogenous爷, and the manifestations into 耶defi鄄
ciency爷 and 耶excess爷. On this basis the Eight

Principles of Differentiation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used by physicians in the past 2000 years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Chinese medicine. Anti-age鄄
ing and rejuvenation treatment are therefore an in鄄
tegral part of Chinese clinical medicine and ar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treatment of diseases with鄄
in disciplines such as andrology, gynaecology, on鄄
cology and metabolic diseases.
Summary

This is an expanding field of medicine which
is linked with healthcare for the promotion of well鄄
being and lifestyle medicine. Comprehensive re鄄
search is now being carried out internationally by
experts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However,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is necessary to bring about the
best in both medicine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is
currently conducting a programme of research as
well as educational courses in the field of anti -
ageing and health regulation. With the team of spe鄄
cialists at the AcuMedic Centre (London) under the
sponsorship of the Chinese Medical Institute &
Register (CMIR) the author is engaging collaboration
with experts and i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for developing the syndrome approach in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reatment.
Anti-ageing is part of the degree and postgraduate
educational courses that CMIR is organising in col鄄
laboration with th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Guang 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Guang Xi Medical University in
the UK and China.

2011 Professor M F Mei mfm@acumedic.com
www.cmir.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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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未病學曳偉大戰略思想
渊以人類健康長壽作爲主攻方向冤

菲律賓中醫師公會 祝恆深 謝成

叶未病學曳 代表着人類新健康觀主流意識和方
向袁亦是當今社會醫學硏究的主題和方向遥
一尧叶未病學曳歷史淵源與發展
1尧叶未病學曳思想來源于生活實踐

野構木爲巢袁以避群害袁鑽燧取火袁以化腥臊冶曰
野有備無患冶出自叶商書窑説命曳曰叶道德經曳曰院野爲之于
未有袁治之于未亂遥 冶尧野夫唯渊帷冤其病袁是以不病冶曰
叶周易曳曰院野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遥 冶
2尧未病學誕生於叶黃帝內經曳

叶內經曳曰院寓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袁不治已亂治
未亂曰夫病已成而後藥之袁亂已成而後治之袁譬猶渴
而穿井袁斗而鑄錘袁不亦晩乎浴 寓

叶素問曳院野肝熱病者左頰先赤袁雖病未發袁見赤色
者刺之袁名曰治未病遥 冶曰野上工刺其未生者也曰其次袁
刺其未盛者也袁其次刺其已衰者也噎噎故曰袁上工治
未病袁不治已病袁此之謂也遥 冶

叶難經曳院野所謂治未病者袁見肝之病袁則知肝當傳
之與脾袁故先實其脾氣袁無令得受肝之邪袁故曰治未
病焉遥 冶尧野上工救其萌芽袁預圖于微噎噎下工救其于
成袁救其已敗遥 冶
3尧野未病學冶奠基于張仲景叶傷寒論曳尧叶金匱要略曳

創建野六經傳變冶尧野臟腑傳變冶學説遥 樹立寓無病
重防袁欲病防作袁旣病防變袁病瘥防復冶的理念遥
4尧叶未病學曳逐步發展完善於歷代醫家
1冤百年來野未病學冶文獻整理深入袁認識治未病的偉
大醫學思想遥
2冤歷代醫家對野未病學冶的貢獻袁形成了野未病先防尧
有病早治尧旣病防亂尧已病防變尧病後防復尧重病防
殘尧養生防衰尧保健康復尧優先優育冶的基本理念袁即
防止疾病的發生尧發展尧傳變尧復發遥
5尧叶未病學曳問世袁豐富了民族和世界醫學

近代有 叶中醫疾病預測學曳尧叶中醫運氣學曳尧叶預
測醫學曳尧叶疾病預測學曳尧叶壽命預測學曳尧叶周易與疾
病預測曳等書籍問世袁1992年宋爲民尧羅金才著叶未病
論曳出版袁1999年祝恆琛編著叶未病學曳曰2011年祝恆
琛尧謝成編著新版叶未病學曳面市遥
6尧啓動治未病健康工程袁爲人類大健康尧新醫學尧新
文化服務遥

约未病學跃系院 未雨綢繆之理念浴 未病先防之方

針浴 未卜先知之醫技浴 未來醫學之基石浴
二尧野未病冶基本概念
1尧可以是有症渊證冤無病或未病的虛弱尧乏力尧精神不
振尧反應遲緩尧情緒浮躁尧多汗曰或腰酸尧納少尧舌苔厚
膩尧 脈細弱等等袁 但臨床常規檢查未能發現明確疾
病遥 他們雖已有感覺不適袁或實驗室檢查値未能達到
疾病診斷標準的臨界値袁如空腹血糖已超過6.1mmol/
L袁但未超過7.0mmol/L袁或血糖雖屬正常範圍袁但糖
耐量試驗反復陽性曰
2尧機體存在潜藏因素或疾病前期信息袁如生物鍾紊
亂袁出現病理節津渊心律變異尧心率過速或過緩袁血壓
變異尧失眠徵兆等冤曰中醫四診俱微小變異袁特別是望
診相面尧掌紋尧甲診發現蛛絲馬迹的異象袁但無相應
疾病體徵遥 應引起重視袁有必要追踪並指導防範遥
3尧有些疾病常規檢查袁如胸透尧血常規尧普通生化檢
查無明顯異常袁但採用近代更科學的生化尧影像尧彩
超尧免疫信息等檢查方法尧手段常能發現潜尧前病理
信息袁如用核磁共振MIR尧掃描CT尧PET;特定微量元
素尧電介質尧酶尧抗體尧激素尧蛋白等定量及組織細胞
學的超微結構分析袁 遺傳基因芯片和納米醫學技術
的應用等遥
4尧體質尧心理素質存在病理變化因素渊個體差異冤袁陰
陽不平衡尧臟腑結構功能處于代償調節狀態袁代謝綜
合徵袁內分泌變化累積過程袁遺傳傾向及易感尧過敏尧
應激狀態等遥
5尧機體處于帶毒尧帶菌尧帶寄生蟲尧帶地方病或職業
病的病理原素袁 但機體免疫系統尙未作出應答或處
于邪正之爭的代償階段遥
6尧原發病添加新的病理元素袁對其所傳變的新病狀
態亦稱爲未病態渊傳變未病態冤曰臨床康復痊癒但還
存在殘留徵兆袁如前列腺炎治愈袁因免疫力低下袁可
以保留一段時間無菌性前列腺炎或肥大遥
7尧生長髮育不良袁如過矮尧過高尧過胖尧過早熟尧不均
稱等曰中老年人眼花尧耳背尧健忘尧駝背尧骨密度降低尧
性欲減退等遥
8尧免疫狀態異常袁如臟器移植尧輸血後尧免疫接種後
機體易發生免疫變態反應或排斥態反應遥
9尧疾病康復期處理不當尧防範不力袁容易致傷尧致殘尧
留後遺症袁或舊病復發尧轉移尧傳變或致死遥 各類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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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均屬康復未病態範疇遥
三尧未病五態定界

據目前對人類機體狀態的統計院健康態佔渊15~
25%冤袁未病態佔渊65~75%冤袁疾病態佔渊10~15%冤遥 針
對未病態的廣泛深入硏究袁 已認識到應包括五種層
次未病狀態院健康未病態尧潜病未病態尧前病未病態尧
傳變未病態尧康復未病態遥
1尧健康未病態院機體功能結構受起始的疾病因素的
輕度影響袁 僅處于代償調節內穩階段袁 通俗的説法
是院野自感不適袁檢查無病遥 冶日常生活中表現爲自覺
疲勞尧不愉快袁脾氣有變化袁憂鬱感尧失落感尧孤獨感尧
冷漠感及渾身不適尧懶散尧失眠尧口臭不香等變化遥 健
康未病態是正常人生命過程袁尤以生長髮育期尧中老
年期在開放環境中受致病因素作用袁 將會有不同程
度病理性功能結構變化袁 只是尙未顯現或目前宏觀
四診及一般微觀醫學檢查方法袁 尙不能檢測出明顯
病理信息徵遥
2尧潜病未病態院機體疾病已起動處于隱藏而未顯狀
態袁如原位癌尧酒精中毒的積聚初始遥 治未病意在發
現潜隱疾病信息袁應見微知著袁針對性消除始發病機
和原發病竈遥 在此狀態已有病理變化的始動袁機體內
已有潜在病理信息袁但尙未有臨床症狀體徵的表現袁
即病理信息量變的發展尙未達到質變野顯化冶程度袁
而是處于野潜伏冶危機時期袁如隱性遺傳疾病的人基
因尧線粒體尧染色體存在變異袁或發病基因已存在而
未能顯示袁 只有當具備多因素發病因子或生物時空
條件成熟時才發病遥
3尧前病未病態院即將發病袁部分疾病特徵的症狀體徵
信息已有所表露袁即爲疾病發作前期遥 如中風前兆已
有手足麻木感曰 如癌症已有組織不典型增生的原位
癌病變曰 麻疹潜伏期的口腔已有柯氏粘膜疹等病理
變化遥 前病未成病態的特點院淤有一定病理信息量處
于臨界狀態袁 尙不能具備疾病的診斷的必備條件或
未滿足其閥値標準遥 于若再出現佐證信息則其病的
診斷將成立遥 針對疾病萌芽階段表現的症狀尧體徵應
做到早發現尧早診斷尧早渊干預冤治療遥 前病未病態常
見徵兆信息院淤體表尧五官尧九竅的唯象和不適的症
狀體徵和臨床檢驗袁如體表斑紋色變袁鞏膜黃染袁眩
暈尧耳鳴多爲肝腎病信息曰眼球結膜血管色澤靑紫怒
張尧舌質變化多爲胃癌信息袁耳部肝區梅花樣環形凹
陷尧舌緣出現肝癭線提示肝癌符號曰甲緣紅線與心律
失常有關曰血尧尿袁汗尧痰尧涕尧唾液尧精液尧體液尧皮膚尧
指甲尧毛髮等動態變化與相關疾病有關遥 于近代硏究
疾病常爲多個層次袁系統分析(重視整體與局部)袁從
組織尧細胞尧亞細胞尧分子尧粒子多平台硏究袁也可以
從臨床疾病各種層次院代謝層次尧酶層次袁基因尧蛋白
質層次分析潜病尧前病未成病態的徵兆信息遥 盂前病

未病態硏究重視傳統醫學中的體質證型先兆徵遥 榆
強調心理先兆徵分析袁如七情先兆袁五勞先徵等遥
4尧傳變未病態院是在原基礎疾病又添加新的病變狀
態袁含突變及衰變袁衛尧氣尧營尧血傳變袁六經傳變尧三
焦傳變尧臟腑傳變尧由表向里(外邪向里)等傳變袁其中
又包含疾病發而將傳袁 傳而未變尧 變而未果三種情
况遥 應根據其症(證)的特點袁病機特性袁做到已病防
傳袁傳而防變袁變而防果(繼發病尧並發病及後遺症和
傷殘)遥 傳變未成病之近代醫學的疾病袁 如支氣管
炎寅肺氣腫寅肺心病寅肺性腦病曰 冠心病寅心功能
不全寅心力衰竭曰糖尿病寅糖尿病腎病尧眼病寅糖尿
病酮中毒袁糖尿病昏迷等等遥 傳變未成病態先兆信息
特點院淤有原發病(基礎病袁基礎體質)存在袁有傳變趨
勢遥于有新異的症狀體徵先兆出現遥盂傳變有一定規
律性袁如肝病及脾(肝藏血尧脾統血曰慢性肝病可引起
門脈高壓袁食道靜脈曲張和巨脾)遥 榆傳變病損某一
個部位病變可影響其它部位袁或整體尧全身遥 虞近來
學者們對溫病的衛氣營血硏究提出 野營分先兆症冶袁
即氣分證向營分證轉變過程出現營分證信息病症院
熱型尧神智尧舌質的症狀體徵遥
5尧康復未病態院康復未病態是疾病的病理過程基本
停止袁或疾病的休止期尧間歇期袁其機體組織結構功
能恢復過程袁但多有虛弱袁應重視康復調攝袁適時進
補袁固本攝養袁做到病瘥防復尧防傳和防傷殘遥
四尧防治未病基本特點
1尧治未病野早尧防尧未冶超前性
1冤尧治未病強調野未冶字院重視疾尧病尧症尧徵兆微而未
顯袁信息量小尧隱而未現尧顯而未成尧成而未發尧發而
未傳尧傳而未變尧變而未果尧果而未熟的全程把關遥
2冤尧治未病強調野早冶字院重視健康維護尧養生保健袁早
期開展適時針對性的健康敎育袁尤以有遺傳性疾病尧
易感性疾病尧好發職業病尧地方病及弱勢人群或個體
的早期發現袁救其萌芽及病後早期康復訓練遥 未病一
定程度上是健康與疾病的中介性渊亞健康冤袁具雙向
性遥
3冤尧治未病強調野防冶字院重視未病先防遥 人體生物鍾
節律變化袁功能結構動力定型尧定勢變化袁重點發現
疾病的潜尧前徵兆並加以防範遥
2尧治未病思想理念使野生命觀尧防治觀冶重點前移遥
1冤尧治未病的思想前移遥 展開健康的超前敎育袁建議
從小學生衛生常識課開始袁啓蒙治未病理念袁強調健
康養生尧保健康復的意義遥
2冤尧治未病關注生命生尧長尧壯尧老尧已全程活動的前
移遥 特別注重生命前期渊從出生之前尧嬰幼兒尧靑春發
育期抓起冤遥
3冤尧防治未病理念前移袁預防爲主方針全方位重點前
移袁政府敎育尧管理尧監督和經費投資重點前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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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冤尧未病閾値尧範圍前移袁即疾病發生尧發展尧演變尧轉
歸的動態過程前移曰未病認識尧理解的深入袁診治水
平提高袁疾病閾値下降袁服務人群領域擴大遥
3尧未病態人群分布廣泛性是醫學服務重點對象遥

未病態流行病學調查袁佔人群的65%~75%袁其分
布人群尧個體地區有一定規律性院淤高發地方病尧職
業病尧傳染病尧環境生態惡劣地區袁高發病尧常見病尧
慢性病人群遥 于災難性地區或弱勢群體或心理抑壓尧
勞苦超負荷群體或個人遥 盂低體質尧過敏體質人群或
個體及生物鍾紊亂者或易感性家族袁 遺傳病傾向性
族群遥 榆免疫低下或膳食營養尧運動不正常尧生活習
慣不良的人群和個人遥 虞已病時或康復時渊病殘冤及
老弱群體遥 愚機體存在代謝障礙袁內分泌功能或臟腑
功能相對缺陷或存在疾病心理素質之個體以及殘疾
人士遥
4尧未病防治啓用資源少效果好遥

未病防治應用人力尧物力少袁病情輕袁療程短袁化
錢少袁並發症尧後遺症少曰保健康袁保長壽遥
五尧未病信息尧體質特徵識別是診斷疾病尧未病尧健康
的關健
1尧識別未病潜尧隱病理標記符號尧信息

未病信息顯化袁動態觀察臨床症狀尧體徵袁未病
信息積累性尧傳變性尧變異性袁如黑痣尧斑的增大尧變
形袁增生的組織上皮化生曰原病理信息基礎上出現新
的病理信息或改變袁如胃炎病人袁胃尧十二指腸疼痛
節律改變尧或持續疼痛袁或有頑固性呃逆袁提示潰瘍
或炎症癌變等遥
2尧調控未病的重點是體質辨識
1冤 預防未病抓體質識別遥 匡調元對體質定義是院生
長尧發育和衰老過程中形成的功能尧結構與代謝上相
對穩定的特殊狀態遥 近來王琦提出體質辨識是野治未
病冶的野抓手冶袁王琦解釋體質袁是指人的先天稟賦渊含
遺傳冤和後天生活相融合而形成的身心整體素質遥 體
現於人的形成尧結構尧功能尧心性尧倫理和適應環境
渊自然和社會冤的能力等方面遥 體質辨識是以人爲本袁
以人的體質爲認知對象袁選擇相應的對健康干預渊預
防尧保健冤尧未病養生調攝尧疾病個體化防治遥 體質辨
識能夠實現從個體預防到群體預防的普及轉變和發
展遥
2冤體質與疾病易感性或疾病傾向性遥 匡調元六種體
質與王琦九種體質較易掌握與操作遥 淤匡調元按寒
熱虛實結合六淫七情尧外傷尧伏氣尧家族遺傳等袁劃分
爲晦澀質尧膩滯質尧燥紅質尧遲冷質尧倦晄質尧正常質
六種袁能較易掌握辨證渊面尧手尧形神色尧舌質尧形體尧
臟腑功能冤指導養生保健防治疾病遥 于王琦把國人分
爲9種體質袁他説野億萬蒼生袁人有九種袁一種平和袁八
種偏頗體質遥 冶平和體質佔32.75%袁其它8種體質渊氣

虛體質尧陽虛體質尧陰虛體質尧痰濕體質尧濕熱體質尧
氣郁體質尧血瘀體質及特稟體質冤佔67.25%遥
六尧野治未病冶重點對機體失衡反正袁調節生物鍾尧病
理體質尧心理素質遥
1尧穩定生命體徵啓動代償調節
機體生命活動是整體陰陽協調和諧尧 動態內穩的狀
態袁通過代償調節袁儲備調節尧應激調節袁即通過呼
吸尧心律尧血壓尧體溫尧體液渊含內分泌尧消化尧循環等
功能冤和精神思維等袁維持機體健康活動袁同時體現
健康尧未病尧疾病態的變化遥 機體的臟腑尧肌膚尧肢體尧
神經尧體液活動反應袁是整體與局部動態的尧相互協
調完整統一的袁通過整體與局部統一的全息反映遥 另
外袁通過局部表徵渊信息符號冤能測知整體或其臟象
的內在疾病實質內涵遥 生命活動是處于開放系統袁機
體從外界自然環境中吸收氧氣尧膳食尧水分曰機體通
過代謝袁吸取利用能量和排出廢物遥 當病損時通過臟
腑代償調節功能使生命活動處于新的動態穩定遥
2尧生物鍾節律調整促使生命動態穩定

生物鍾節律分析院 晝夜陰陽消長袁 氣機升降浮
沉袁五臟主時尧經脈氣血按時辰旺衰流注袁因此體內
心跳尧脈搏尧血壓尧呼吸功能尧消化功能尧內分泌功能尧
肝腎代謝解毒排泄等功能袁 皆與自然的年月日時的
和諧定時定勢節律相關遥 若有病理變化袁其中節律時
相尧幅度尧頻數變化常是最早的未病信息袁如心率變
異尧血壓變異曰又如精神病好發1-3月袁肺結核好發7-
10月袁I型糖尿病多見靑少年與糖尿病基因表達有
關袁甚至出生年月渊干支冤與好發病也有一定關係袁與
太陽黑子周期相關曰五行五運與胚胎病理定位袁五運
六氣自然環境與好發疾病有關曰月亮圓缺與心尧腦尧
血管疾病袁潰瘍病尧精神病之發病相關遥
七尧治未病診斷方法和治則
1尧未病診斷法
渊1冤病史分析遥 渊2冤四診八綱辨證分析遥 渊3冤未病信息
顯化預測分析遥 渊4冤實驗室理化診斷尧動物模型分析
驗證遥 渊5冤遺傳學分析遥 渊6冤體質學分析遥 渊7冤生物鍾
節律分析遥 渊8冤統計學分析遥 渊9冤生命動態全程尧全方
位電子檔案綜合性分析遥
2尧中醫治未病基本原則
1冤預測法院根據已有的微觀醫學檢測手段袁部份臨床
症狀體徵分析潜病證尧前病證尧傳病變證等證候渊疾
病冤發展變化的可能性袁進行未病五態推測袁從而進
行辨證論渊防冤治遥
2冤試探法院對於潜病證尧前病證尧變病證袁或因症狀尧
體徵不典型袁不具備診斷標準的未病袁或證候複雜而
難以明確診斷治療的疾病袁運用試探性治療袁幫助明
確診斷和進一步硏討干預調理的方法遥
3冤反證法院由於未病的症狀體徵尙不具備診斷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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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 預後

玉級預防

域級預防

芋級預防

1.無危害階段

2.危險因素出現

3.致病因素出現

4.症狀出現

5.體徵出現

6.醫技檢測異常

7.喪失勞動能力

8.危象殘疾出現

預防

1.促進健康

2.特異預防

3.早期診治

4.防止惡化

5.傷殘康復

治則

未病先防

有病早治

旣病防變

備標準和充分條件袁可通過判斷推理進行診斷袁應用
綜述分析陰陽證候的方法袁排除其它疾病的可能性袁
從而使原有的判斷推理更爲正確遥
4冤尙有淘汰法尧求同法尧求異法尧求變法尧對比法尧類
推法尧統計分析法等遥
3.治未病基本方法
1冤尧具體臨床干預方法有院扶正法尧阻截法尧平衡法尧
活血祛瘀法尧情志調節法尧時辰調節法尧冬病夏治法尧
夏病冬治法等等遥
2冤尧治未病突出傳統中醫學的優勢袁俱有豐富理論和
臨床靈活應用經驗袁如針灸尧推拿尧按摩尧水療尧蠟療袁
氣功尧導引尧行氣尧內守尧心理道德情操調攝等曰保健
渊膳食尧運動尧生活尧心理冤使身體少生病或不生病曰養
生渊養成良好生活習慣和樹立正確生命觀冤袁使生命
更健康壽命更延長遥
八尧叶未病學曳現代戰略意義

世界衛生組織在约迎接21世紀的挑戰跃報吿中指
出院野廿一世紀的醫學袁 不應繼續以疾病爲主要硏究
對象袁而應以人類健康渊長壽冤作爲醫學硏究的主要
方向渊與服務的主流目標冤遥 冶渊括弧內容是我們加的冤
説白了就是提倡醫療大健康袁就是把渊中西冤醫學硏
究和服務的重心從寓治已病寓向野治未病冶的新醫療模
式轉移袁意義重大和深遠浴
1尧發揮治未病優勢
1冤防治超前性遥 西方醫學在疾病的檢測技術尧手術能
力確有很大進步袁但出現技術統治醫學袁治療超前而
預防滯後性遥 導致在不明顯降低病死率的同時袁患病
率卻不斷增加曰 在醫學與藥物進步同時又導致醫源
性尧藥源性疾病上昇曰疑難病尧慢性病未見減少渊遺傳
病尧病毒感染性疾病尧代謝綜合病尧精神性疾病冤袁有
些慢性病渊腫瘤尧糖尿病尧老慢支尧動脈硬化尧感染性
疾病冤還有所增加遥
2冤促進超前預防流行病尧富貴性尧文明病遥 流行病袁如
SARS袁甲型流感H1N1及一些怪病不斷出現曰富貴病
渊高血壓尧高血脂尧痛風尧糖尿病冤增加曰文明病渊信息
綜合症尧電腦病尧網癮冤以及物質文明進步同時袁精神
壓力增加袁心身障礙心理性疾病尧社會適應不良症增
多遥
3冤防止過量檢查尧治療遥 西醫對病人常過量檢查尧不
合理用藥渊濫用抗菌素尧激素尧維生素冤以及政府對醫
療管理制度欠佳等因素袁導致醫療費用日益上漲袁難
以控制袁造成社會極大負擔和分配不公袁醫藥資源不
足袁不少家庭面臨野因病致貧冶和野看病難冶等問題袁成
爲醫療系統主要危機遥 然而未病防治的經濟效益10
倍于治已病袁國家野九五冶規劃和第四次國家衛生服
務調查袁于2009年公開硏究結果顯示院我國居民慢性
病患病率爲20%,全國醫生明確診斷的慢性病例數達

2.6億人遥 如果把1元錢花在預防上袁可以節省8.59元
藥費和100元的搶救費及誤工損失尧陪護費等遥 因此
宏揚野治未病冶理念袁野防病于未萌之前袁控疾于未染
之際袁治病于未傳之時袁救命于未變之先冶曰發揮中醫
藥在防治未病尧保健康復尧養生益壽方面的優勢袁積
極主動把衛生預防工作重點全方位前移袁 一定能從
源頭上控制慢性病的患病率袁相對延長了壽命袁必定
能夠大幅度節約衛生資源袁 同時完全符合 野以人爲
本袁全面尧協調尧可持續發展冶的科學發展觀宗旨遥 我
們不妨作一個簡單測算袁如果將每人100元錢提前花
費在2.6億人的防治未病工程上袁 就意味着國家可以
節約28233億元曰同時2.6億人如果每人延長健康壽命
一年袁那么他們給國家GDP的創收袁以及寶貴的無形
資産所作出的貢獻將是個幾何數據遥
4冤尧開展三級預防尧提高生命尧生活質量
2尧促進相關學科發展
1冤豐富預防醫學內涵遥 未病學是預防醫學的新領域袁
豐富了預防醫學內涵和拓寬尧 外展預防醫學的硏究
領域遥 2冤對健康態免疫增強和保健曰對未病五態的早
防尧早治曰對已病防變尧防傳曰對病瘥防復遥 3冤通過疾
病預測學尧壽命預測學硏究袁對疾病的致病因素和危
險因素渊未病因素冤進行預防和干預遥 4冤通過易感人
群尧易感性疾病尧傳染性疾病尧地方性疾病的現狀尧趨
勢轉歸進行預測分析袁針對性採取有效的預防措施遥
防疫站工作已不只是防疫尧疾病控制袁還有未病防控
任務遥 5冤促進疾病預測學發展袁宏觀尧中介觀尧微觀檢
測技術方法的發展袁促進四診的定性和量化分析袁客
觀化尧敏感化的儀器和方法的創新遥 6冤促進中醫學現
代化袁未病學發展需相關科學知識袁同時未病學發展
也促進其它相關科學的發展遥
3尧進行早期的健康長壽新理念的敎育
1冤治未病思想基于疾病防治理念尧健康長壽新理念袁
現代醫學保障體制理念袁防治結合以防爲重點理念袁
強調未病的超前性和改變臨床治病的滯後性袁 尤以
傳染病的早發現尧早報吿尧早預防尧早隔離尧早治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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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者變也袁筋者筋腱也袁經者方法也遥 故叶易筋
經曳可釋爲院改變筋腱之質量的方法遥 它有着悠久的
歷史袁 廣泛的流傳使它成爲一種著名的經典養生功
法遥

一尧源流
相傳叶易筋經曳是中國佛敎禪宗的祖師菩提達摩

簡稱野達摩冶渊钥 原536冤所傳遥
此傳説來源於叶易筋經曳道光三年之印本遥 然書

後寫有野天台山紫凝道人宗衡作於明天啓四年冶遥
根據近代的考證袁除了達摩創叶易筋經曳之傳説

外袁認爲院野叶易筋經曳源自我國古代導引術袁歷史悠
久遥 據考證袁導引是由原始社會的野巫舞冶發展而來
的袁 到春秋戰國時期已爲養生家所必習遥 噎噎冶 摘
自要要要國家體育總局健身氣功管理中心編撰的 叶健
身氣功新功法叢書曳

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畫叶導引圖曳中有
四十多幅各種姿勢的導引動作袁 分解這些姿勢可以
發現袁現今流傳的叶易筋經曳其基本動作都能從中找
到原型遥

這些都表明院叶易筋經曳源自于中國傳統文化遥 是
一種歷史悠久尧很有實用價値的養生功法遥 並且袁在
一千多年的流傳的過程中袁汲取了中醫的陰陽五行尧
經絡學説和精氣神流轉的理論袁不斷的充實尧發展尧
完善遥 特別在明清以來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袁産生了不
同版本的叶易筋經曳遥

二尧機理
1援平衡陰陽袁調理榮衛遥

叶內經曳院野陰陽者袁天地之道也遥 冶

叶素問窑陰陽應象大論曳院野陰在內袁陽之守也曰陽
在外袁陰之使也遥 冶野陰平陽秘袁精神乃治遥 冶這吿訴我
們袁人體中的陰陽是相互依存與相互制約的遥 若處于
相對地平衡狀態遥人們的身體就健康遥如果失去了平
衡袁就將産生疾病遥 如果嚴重至野陰陽離決袁精氣乃
絶遥 冶的情况袁那么袁人將死去浴

叶易筋經曳就是通過運氣吐納吸方法袁來吸取天
地陰陽之氣渊天爲陽袁地爲陰冤袁來調整和平衡人體中
陰陽的相互關係遥
2援通經活絡袁行氣活血遥

叶黃帝內經曳雲院野經脈者袁所以決死生袁處百病袁
調虛實袁不可不通冶遥 指出了經絡系統的重要性袁在人
體中起着決定生死尧處理百病尧調整身體中的虛實的
作用袁不可不通暢遥

叶易筋經曳的修練袁有意識的牽動了野奇經八脈冶
中的野任脈冶野督脈冶和野帶脈冶遥 並通過了以形導氣袁以
意導氣的方法去激活和催動這三條經脈的氣機遥

野督脈冶是人體中陽脈之海袁野任脈冶是人體中陰
脈之海袁它們起着統帥和管理人體中六條陽脈尧六條
陰脈的作用遥 野帶脈冶 是6條足上經脈下行的必經之
路袁對這些經絡起着調整尧約束的作用遥

也就是説袁叶易筋經曳 的修練是通過了這三條經
脈對12條正經起着調整和管理的作用袁 從而達到通
經活絡,行氣活血的目的遥
3 吸取太和之清氣補先天之不足

所謂的野氣冶袁是一種不斷運動着的具有很強活
力的精微物質袁 是構成和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的是最
基本的物質遥

叶易筋經曳之養生機理

周盟淵

渊石獅市周盟淵正骨醫館冤

爲重要遥 治未病將促使野治療已病冶向野預防未病冶重
點轉變的野前移戰略冶遥 2冤開展早期健康敎育和婚前
檢查袁對産婦管理袁嬰幼兒保健指導尧兒童生長髮育
監測袁靑少年心理敎育袁機關工作人員尧農民尧工人定
期體檢袁包括體質辨識袁生活性疾病防治和個體化科
學膳食尧有氧運動尧心理調整等健康敎育袁老年人健
康養生輔導袁及環境衛生監測袁開展地方病尧職業病
防治意識敎育等遥 3冤按未病學思想理念袁開展全民健
康敎育渊從小學開始冤袁指導醫療保障袁全面實施治未
病健康工程遥 廿一世紀人類健康衛生事業袁必須從治
療向預防進行全方位的戰略轉移曰 從治已病的現狀

向治未病的方針進行變革曰 從治人的病向治有病的
人轉變觀念袁從保健康向求長壽積極進取浴

腋附故事一則院
春秋戰國時期魏文王問扁鵲院你們家兄弟三人袁誰的醫術

最高明钥 扁鵲答道院野大哥最好袁二哥次之袁我最差遥 冶魏王不解

地問院野那爲什么你的名氣最大钥冶扁鵲曰院野我大哥善治未發作

前之病袁一般人不知道他病發之前袁已被我大哥鏟除了病根袁
因故他的名氣無法傳揚出去曰我二哥善治病發于初起階段袁一
般人只知道他僅僅能治一些小病袁 所以他的名氣只流傳于鄉

里曰而我治的病袁多是危難重病袁救急于一時袁大家誤認爲我的

醫術最高明袁因此名氣傳遍全國遥 冶這是歷史的誤會遥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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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命在于運動冶遥 本文以運動醫學的主動運動
及被動運動袁以及中醫尧西醫的理論論述健康及治療
中風後遺偏癱症遥
一尧 論文綜述院

運動醫學是醫學與體育相結合的一門邊緣學
科袁硏究運動尧訓練尧體育和缺乏運動時健康人和病

人身體功能的生理尧病理影響其成果用于預防尧治療
和康復遥

野生命在于運動冶運動過度會造成運動損傷袁首
先要明確運動醫學的目的任務院 淤硏究如何通過體
育鍛煉來增強人的體質和防治病的問題袁 並提供醫
學的理論基礎遥 于用現代各科醫學科學方法評定運

運動醫學治療及康復健身

新加坡 陳錦文

氣於人體有院
先天之氣院稟受與生俱來的父母之精氣遥
水谷精氣院經過藏腑的吸收和運化的五穀之氣遥
清 氣院大自然的新鮮空氣遥
後天之氣院 經過運化的五穀精氣和吸入體內的

清氣相結合遥
眞 氣院先天之氣和後天之氣相互結合袁藏之于

腎袁充沛于全身之氣遥 沿經絡而分布袁推動機體血的
運行遥 野氣爲血帥冶尧野氣行則血行冶袁使血注入四肢百
骸尧五臓六腑袁爲全身各種器官組織提供建造和發揮
各種功能所需的氧氣尧營養和能量遥 起着激發和維持
人體各個臓腑器官其功能正常發揮的作用遥 這是生
命的原動力浴 一些書中所稱的野元氣冶尧野原氣冶都是指
眞氣而言遥

叶易筋經曳的修練袁經過調身尧調心尧調息與導引袁
一方面通過肺部與外界作充分的氣體交換袁 吸取大
自然的新鮮空氣渊清氣冤曰另一方面通過經絡中固定
的腧穴如野百會尧涌泉尧勞宮冶等穴位與外界進行野能
量物質冶的交換遥 由此來充沛體內的眞氣而補先天之
不足浴
4援調理身心袁糾正紊亂遥

修練時首先要求調心袁調身遥
野心者袁思之官冶遥 調心就是調整心態尧思維尧情

緒袁讓人安靜下來遥 也就是調整大腦中樞神經系統袁
做到精神上的放鬆袁解除心理上的緊張袁除去一切雜
念袁使整個人的情緒平靜安寧遥 做到心靜意閑遥 調身
就是調整身體做到放鬆尧自然遥 解除了生理上緊張袁
使周身的肌肉尧筋骨尧關節與及臓腑都處于舒松的狀
態遥

調心與調身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袁 起着相輔相
成的作用遥 心能夠靜下來袁身體的放鬆就能夠更爲徹
底遥 身體若能很好的放鬆袁就可以使人更容易達到神
清意寧的心景遥 人們的身心若經常處于這種安靜舒
松的狀態袁 對於大腦皮層過度的興奮所引起的機能

紊亂有着很好的糾正作用遥 故對一些與精神情緒緊
張有關的疾病如神經衰弱尧失眠尧高血壓等都有較良
好的改善效果浴
5援牽拉肌腱袁強筋壯骨遥

易筋經的訓練袁 使人體的骨骼和全身大小關節
在傳統定勢動作的基礎上袁配合運氣吐納與導引袁儘
可能做到多方位和廣角度的屈伸尧外展內收尧扭轉的
極限活動遥通過這樣的野拔骨冶來進行野伸筋冶遥促進了
活動部位的軟組織的血液循環和營養代謝過程曰增
加了肌肉尧肌腱尧韌帶的力量尧柔韌性和靈活性袁從而
達到強身健體的目的遥
6援練活脊柱袁增強穩定能力遥

脊柱是人體的脊樑袁它起着支撑身體的重量曰進
行各種活動和保護脊髓及其神經根的作用遥 易筋經
的訓練袁對頸椎尧胸椎尧腰椎進行全方位的有效鍛煉袁
包括前俯尧後仰尧側屈尧擰轉尧摺叠尧提落尧開合尧縮放
等各種不同姿勢的運動遥 使脊椎的靈活性大大的提
高曰增加了脊椎周圍的韌帶和肌肉群的力量袁從而增
強了脊椎的穩定能力袁遥
7. 內臓按摩袁提高運化功能院

易筋經的訓練袁 通過較深度的腹式呼吸和一些
抖動的招式袁對身體中的臓器渊五臓六腑冤産生了輕
微尧柔和的摩擦作用遥 通過按摩可以加快腹腔的血液
流動速度袁刺激和提高了臓腑的運化功能袁使臓腑器
官保持着旺盛的生理機能遥 故在民間有這樣一句俗
語院 百動不如一抖遥 這高度概括了抖動鍛煉的重要
性遥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袁叶易筋經曳 運動是符合於人
體的養生法則浴 在實踐中袁它少壯婦老皆宜袁同時袁有
着立竿見影的效果遥 2003年7月余應香港政府康文署
和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的邀請袁前往香港傳敎叶易筋
經曳袁並協助香港武術聯合會開展香港十八區野易筋
健體全民健身運動冶袁時歷二年之久袁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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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訓練程度尧保證運動進行合理訓練尧促使疲勞迅速
消除袁防止過度疲勞從而發揮最大的運動效能袁提高
運動技術水平遥盂防治運動創傷和運動性疾病遥榆運
動選材遥 虞運動員興奮劑使用的檢測遥 運動初診檢
查院運動之前解決三個問題院
淤確定能否參加運動遥 例如患心臟病尧肺結核較嚴重
疾病的人袁不宜參加競技性運動遥
于確定參加哪型運動尧量體裁衣尧根據體質與健康水
平的不同袁 分別制定不同的運動計劃及選擇不同的
運動硬性的或軟性柔和的運動遥
盂制定應做的運動企劃院 例如脊柱側彎的人必須做
矯正體操袁不同的工種職業應進行不同內容的體操袁
預防職業病遥
運動醫學歷史院自古代袁早在幾千年前袁中國古代醫
學專家就已經運用運動體操防治疾病遥 中國經典醫
學著作叶黃帝內經曳公元前400年左右已提到用呼吸
體操渊導引尧按摩治療冤遥 叶內經曳中的叶血氣形志篇曳提
到的論點院野屢受驚駭和打擊的人袁 精神和血脈就失
去了流通袁 發生麻木不仁的症狀袁 可以採用按摩治
療遥 冶叶異法方宜論曳中曾記載院野其病多痿厥寒熱尧其
治宜導引按蹻遥 冶野導引冶莊周的叶莊子曳書中解釋院野吹
呴呼吸尧吐故納新尧熊經鳥伸尧爲壽而已矣曰此道引之
士尧善形之人袁彭祖壽考者之所爲也遥 冶導引一是異種
呼吸體操袁導引用來治療袁還可用來延年益壽尧預防遥
西漢末年袁中國外科祖師華佗尧把導引進一步發展編
成野五禽戲冶健身法袁即野虎戲尧鳥尧猿尧鹿尧熊冶人經常
活動尧就可血脈流通袁不生疾病遥 像門軸常常轉動袁像
水經常流通就不腐爛尧腐臭遥 模仿禽獸動作體操稍出
汗袁就可以輕鬆袁同時飲思很好遥 隋唐後叶諸病源候
論曳叶外台秘要曳等醫書有論院醫療體育運動的運用尧
宋明後發展的如野易筋經冶尧野八段錦冶體操袁中國後代
近代發掘整理出來的應用醫療中袁 氣功療法尧 太極
拳尧站樁功等發展到世界各國遥 在國際上運動醫學袁
如印度的瑜伽功尧印尼的按摩尧古羅馬尧古希臘等都
有醫生用運動治療多種疾病袁 西醫的物理治療師用
運動器材給病人做被動運動治骨關節功能活動遥 散
步尧步行尧走走樂尧跑步尧騎馬尧體操等遥 18-19世紀袁歐
洲有醫生運用新的醫學知識袁硏究身體運動袁使運動
與醫學結合硏究進一步遥 1896年第一屆奧運會在雅
典運動傷病防治保持健康等體育運動在全世界範圍
開展遥 1911年袁第一次運動醫學與世界衛生博覽會在
德國召開袁討論運動衛生問題遥 1913年第二次運動醫
學在法國舉行遥 1914-194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袁
傷員需要應用身體運動進行康復袁 使運動康復療法
得到迅速發展遥 1928年2月冬季奧運會袁11個國家袁50
名醫生成立了國際運動醫學協會簡稱渊AIMS冤1928
年8月在荷蘭阿姆斯丹召開了第一屆國際運動醫學

會遥 20多個國家的280名醫生參加會議成功遥 促進很
多國家的運動醫學向前發展袁1934年9月第3屆國際
運動醫學更名爲[FIMSA]一沿用至今袁1948年7月召
開第7屆國際運動醫學會遥 22個國家135名醫生出席遥
1950年5月第8屆世界會議袁[FIMS]與國際奧委會和其
他國際組織合作遥1961年FIMS出版叶運動醫學雜誌曳曰
1964年FIMS建立科學委員會袁促進學術交流和基礎袁
臨床硏究工作袁到目前爲止袁FIMS已舉辦了世界會議
共27屆袁擁有了100個以上會員國袁20000運動醫生和
體育科學工作者遥
FIMS 全 稱 院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Mdicine
Sportive
運動醫學爲醫學科學的分支院 淤一方面致力于應用
醫學平板爲體育活動服務遥 于另一方面示將各種運
動作爲醫學的組成部分袁 即運動療法或醫療性運動
相互交織和支持袁構成運動醫學精深的內涵袁運動療
法以新的醫學模式爲現代社會最受歡迎接受的臨床
和康復醫療的平板之一遥 基本概念院淤活動要要要指一
切物體或事物的動態變化袁如心理活動尧生理活動尧
肢體活動尧內臟活動尧社會活動尧生活活動尧娛樂活
動袁 在運動醫學與康復醫學範疇與軀體運動相關的
動態變化遥
于運動要要要指物體的各種物理性活動袁如人體運動尧
車輛運動尧分子和原子的運動袁山體運動遥 在運動醫
學的範疇尧人體有特定目標的各種軀體活動袁運動與
力學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緊密關聯遥
盂運動訓練要要要反復進行持續較長時間的有目的和
針對性的活動袁有特定內容和規範袁提高身體活動能
力遥
榆運動預防要要要應用運動訓練的形式尧 提高機體的
各種功能袁促進對周圍環境的適應能力尧預防疾病的
發生遥
虞運動療法要要要以運動學尧 生物力學和神經發育學
爲基礎袁以針對性改善軀體尧生理尧心理和精神的功
能障礙爲主要目標袁 以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爲主要因
子的治療方法袁 包括各種主動的軀體活動訓練及被
動的治療性軀體活動遥 運動療法的治療作用要要要改
善運動組織院肌肉尧骨骼尧關節尧韌帶等的血液循環尧
代謝和神經控制袁促進神經肌肉功能尧提高肌力尧耐
力尧 心肺功能和平衡功能減輕異常壓力或施加必要
的治療能力尧糾正軀體畸形和功能障礙遥
愚運動類型要要要根據運動力的來源分院淤主動運動尧
助力運動尧抗阻運動遥 于被動運動院按照動作的生物
力學特性分動力性運動袁靜力性運動等速運動遥 根據
運動的生理特性可分爲柔軟性增進關節活動度運
動袁力量運動尧耐力運動尧平衡運動尧協調運動等等遥
主動運動院 由患者主動參與本身自己做肌肉主動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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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的活動鍛煉袁是運動療法的主導方法袁康復理療的
基礎內容遥 主動運動的類型院淤力量訓練曰于肌肉耐
力訓練曰盂全身耐力訓練袁全身運動的總負荷曰榆平
衡運動訓練曰虞協調運動訓練袁促進身體協調能力遥
二尧 運動有助于提高人體免疫能力院 人體免疫系統
是身體保持與外界環境平衡和自身內部穩定的重要
系統院引自中國醫生運動學調查統計表院例表1
3尧 運動隊內分泌系統的良好作用
中國對運動醫學工作者經過對年齡60-90歲的51名
練太極拳老人的檢查院已有10年到70年的歷史袁平均
練拳29年半袁 並與不運動的47名平均年齡66歲老年
人的檢查結果袁 太極拳組老人的甲狀腺素和血清酮
濃度袁 皮垂體分泌的促性腺激素濃度都程度不等的
高於不鍛煉的額老年人組袁 説明長期鍛煉對老年人
的內分泌功能有影響袁增強體質袁改善神經-內分泌
的調節功能遥
引自叶使用運動醫學 中國運動醫生調查表曳

運動醫學療法治中風後遺要偏癱
偏癱院渊hemiplesgia冤要西醫説明要臨床表現尧病因尧腦
部血管供血供氧及供給營養中斷袁 導致腦部病對側
的偏身功能障礙袁 其中因運動功能障礙出現偏身無
力袁活動受限即爲偏癱袁引起偏癱常見原因院腦血栓尧
腦栓塞尧腦出血尧腦部外傷尧腦腫瘤遥
中醫説明院中風後遺院淤症狀院半身不遂袁患側僵硬尧
知覺遲鈍尧拘攣尧偏枯不能用尧肢軟無力尧活動受限或
見肢體麻木袁舌淡紫袁或有瘀斑尧兼見頭痛尧頭暈尧面
麻尧耳鳴尧舌紅尧苔黃尧脈細澀或虛弱袁口眼歪斜袁舌強
語謇遥
于病因病機院肝陽上亢尧火升風動尧氣血逆亂袁絡破血
溢袁經脈阻塞袁氣虛不能運血袁氣血瘀滯袁血脈痹阻袁
也可由於其他腦部疾病或外傷而引起遥 大部分有高
血壓病史袁老年人多見袁現代醫學認爲院腦血管意外
等腦部病變一般分爲出血性和缺血性兩大類袁 前者
包括腦出血和蛛網膜下腔出血曰 後者包括腦血栓形

太极拳锻炼前后血清脂质皮脂蛋白的变化院
表1

組別 甘油三酯mg/l 總膽固醇mg/dl 高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太

極

對

照

鍛煉前

鍛煉後

148.9依46.9
137.6依41.9

161.2依28.5
165.1依17.8

56.4依12.6
67.4依9.8

74.7依25.7
70.3依15.9

第一檢查

1個月後檢查

136.5依28.0
148.9依37.1

170.6依29.5
151.8依17.9

63.4依14.3
54.9依7.7

79.8依28.9
68.7依13.4

表2 健身跑对老年人细胞免疫功能的变化院

組別 平均年齡歲 人數

65.9
58.1

17
9

32.24依5.45
22.71依6.26

474.5依166.7
332.5依135.3

26 33.38依6.8 581依229

百分率 絶對値 百分率 絶對値

早期E-玫瑰花斑形成率 枚瑰花斑形成率

老年健身跑組

一般老年人組

67.26依8.35 1051依379.5

一般成年人組

55.08依7.39 908.5依489.9
69.13依5.48 1211依381

表3院运动锻炼对内分泌激素的影响院

檢查項目

血清睾酮ng/dl
太極拳組老人51名

680.0依430.0
一般老年人組47名

510.0依151.0
一般成人組15名

679.0依173
粗黃體生成素mIu/ml 11.74依13.19 8.03依5.95 4.41依1.31
促濾泡雌激素mIu/ml 16.54依15.16 11.05依6.08 4.85依1.58

促

性

腺

激

素 促甲狀腺激素nu/ml 4.80依3.05 3.80依1.55 3.10依1.15
三碘甲狀腺原胺酸渊T3冤ng/ml 0.93依0.20 0.84依0.21 1.51依0.31

血清甲狀腺素渊T4冤ng/ml 69.97依23.87 73.60依31.96 104.99依38.6
反三碘甲狀腺原胺酸渊2T3冤ng/ml 30.26依7.77 28.79依4.96 37.22依7.6

甲

狀

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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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腦栓塞遥
文獻摘要院叶素問窑風論曳野風之傷人噎發爲偏枯冶
叶金匱要略窑中風歷節病脈證並治曳野寸口脈浮而緊袁
緊則爲寒袁浮則爲虛袁寒虛相博袁邪在皮膚袁浮者血
虛袁脈絡空虛賊邪不瀉袁或左或右袁邪氣反緩袁正氣即
急袁正氣引邪袁喎僻不遂袁邪在于絡袁肌膚不仁袁邪在
于經袁即重不勝袁邪入于腑袁即不識人袁邪入于臟袁舌
即難言袁口吐涎遥 冶
中風示以卒然昏撲袁不省人事袁半身不遂尧口眼

斜尧語言不利爲主症的病證遥 有餘本病發生突然院野如
矢石之中的袁若暴風之疾速遥 冶臨床見症院變化多端而
速疾尧有暈撲尧抽搐與自然界野風性善行而數變冶的特
徵相似遥 古代醫家取名爲野中風冶因發病突然又稱之
爲野卒中冶遥 叶內經曳叶靈樞窑刺節眞邪曳篇院野虛邪偏客于
身半袁其入深袁內居營衛袁營衛稍衰袁則眞氣去袁邪氣
獨留袁發爲偏枯遥 冶叶素問窑生氣通天論曳説院野陽氣者袁
大怒則形氣絶袁而血菀于上袁使人薄厥遥 冶叶素問窑調經
綸曳説院野血之與氣袁並走于上袁則爲大厥袁厥則暴死袁
氣復返則生遥 冶叶素問窑通評虛實論曳指出院野僕擊袁偏枯
噎噎肥貴人則高粱之疾也遥 冶風邪入中袁並以邪中深
淺尧病情輕重袁分爲中經尧中絡尧中臟尧中腑遥
病因要淤內傷積損院叶景岳全書窑非風曳説院野卒倒多有
昏憒袁本皆內傷積損頏敗而然遥 冶素體陰虧血虛袁陽勝
火旺袁風火易熾袁或年老體衰袁肝腎陰虛袁肝陽偏亢袁
致使陰虛陽亢尧氣血上逆袁上蒙神竅袁突發本病遥
于勞欲過度院積勞過度耗氣傷陰袁易使陽氣暴張袁引
動風陽上旋尧氣血上逆尧壅阻清竅遥
盂飲食不節院痰濕生熱袁飲酒過度袁使脾失健運袁聚濕
生痰袁痰濕生熱袁熱極生風袁風火痰熱內盛袁常犯絡
脈袁上阻清竅遥
榆情志所傷院五志過極袁心火暴甚袁引動內風而發卒
中袁以郁怒傷肝袁情志不暢袁肝氣不舒袁氣郁化火袁則
肝陽暴亢袁引動心火袁氣血上冲于腦袁神竅閉阻袁致卒
倒無知袁心肝火旺之靑壯年袁遇怫郁而陽亢化風袁以
致突然發病遥
虞氣虛邪中要氣血不足袁脈絡空虛遥 氣候變化之際袁
風邪乘虛風中袁氣血痹阻袁外風引動內風袁痰濕閉阻
經絡尧致僻不遂遥
病機院中風的形成尧其基本病機院總屬陰陽失調袁氣血
逆亂遥病位在心尧腦袁與肝腎密切相關遥叶素問窑脈要精
微論曳説院野頭者袁精明之府冶遥 李時珍在叶本草綱目曳
中袁也指出腦爲野元神之府冶袁野精明冶尧野元神冶均指出
主宰精神意識思維活動功能袁因此神明爲心臟所主遥
病理基礎則爲肝腎陰虛袁則肝陽易於上亢袁再加飲食
起居不當袁情志刺激或受外邪氣血上冲于腦袁神竅閉
阻袁故卒然昏僕袁不省人事遥 病理因素主要爲風尧火尧
痰尧瘀袁其形成與臟腑功能失調有關遥 肝腎陰虛袁陽亢

化火生風袁或五志化火動風遥 脾失健運袁痰濁內生袁火
熱煉液爲痰袁暴怒血菀于上袁陽亢化火生風袁氣虛無
力推動袁皆可致瘀血停滯尧風火相煽袁痰瘀互結遥 風陽
痰火與氣血阻于腦竅袁橫竄經絡袁出現昏僕尧失語尧
僻不遂遥 由於病位有淺深袁病情輕重不同袁有中經絡
和中臟腑之別遥 輕者中經絡袁重者中臟腑遥 總的歸病
機院淤外虛渊陰虛尧血虛冤于火渊肝火尧心火冤盂風渊肝
風尧外風冤榆痰渊風痰尧濕痰冤虞氣渊氣逆尧氣滯冤愚血
渊血瘀冤遥
恢復期因氣血失調袁血脈不暢而後遺經絡形證遥 風尧
火尧痰尧瘀之邪閉阻經絡袁氣血運行不暢袁而留半身不
遂袁口歪等後遺症遥
檢查診斷院淤具有突然昏僕尧不省人事尧半身不遂尧偏
身麻木袁口眼歪斜袁言語謇澀等遥
于發病急袁多好發40歲以上年齡遥
盂發病前多有頭暈尧頭痛尧肢體一側麻木等先兆遥
榆常有眩暈尧頭痛尧心悸尧高血壓等病史袁多發有請指
示條尧飲食不當或勞累等誘因遥
相關檢查院西醫臨床檢查袁可做腦脊液尧眼底及CT尧
MRI掃描檢查袁頭顱CT和MRI可顯示梗塞區遥 出血性
中風在病後1周CT能正確診斷大腦內直徑在1cm或
更大的血腫袁 對於腦干內小的血腫或血塊區變爲腦
組織等密度時袁MRI檢查診斷比CT檢查可靠遥
原發性蛛網膜下腔出血主要因動脈瘤破裂和動靜脈
血管畸形尧 早期CT掃描可顯示破裂附近腦池或腦裂
內有無凝血塊尧 腦內或硬膜下血腫及是否合併腦出
血遥
辨證論治要要要淤辨中經絡尧中臟腑院
中經絡院有半身不遂袁但意識神志清楚曰
中臟腑院神志昏迷尧肢體不用遥
于中臟腑辨閉證與脫證要要要閉證屬實尧邪氣內閉袁神
志昏迷尧牙關禁閉尧口噤不開尧兩手握固袁肢體強痙遥
脫證要要要屬虛袁五臟眞陽散脫尧陰陽即將離決袁神志
昏憒無知袁目合口開袁四肢鬆懈癱軟袁手撒肢冷汗多尧
二便自遺袁鼻息低微遥 閉證常于驟起袁閉證則由閉證
惡變轉化而成遥
盂閉證辨陽閉和陰閉要要要陽閉院 瘀熱痰火尧 身熱面
赤袁氣粗鼻鼾袁便秘溲黃袁舌苔黃膩尧舌絳干袁舌體卷
縮袁脈弦滑而數遥
陰閉院寒濕尧痰濁面白唇紫袁痰涎壅盛袁四肢不溫袁舌
苔白膩袁脈沉滑遥
榆辨病期要要要病程分三期淤急性期院發作發病後2周
以內遥 中臟腑可1個月遥
于恢復期要要要發病2周後1個月至半年內遥
盂後遺症期要要要發病半年以上遥
治療原則要要要中經絡以平肝熄風化痰祛瘀通經絡爲
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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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臟閉證要要要治熄風清火袁豁痰開竅袁通腑瀉熱遥
脫證要要要急宜救陰回陽固脫袁對內閉外脫之證袁則須
醒神開竅與扶正固托兼用遥
恢復期及後遺症期要要要治當以扶正祛邪尧標本兼顧尧
平肝熄風尧化痰祛瘀與滋養肝腎尧益氣養血遥 本文以
恢復期尧後遺症活血爲題論述院以運動療法爲主尧配
合藥物與藥物治療並進遥
運動療法的作用機制院
中風後遺偏癱示中樞神經系統病損造成的功能障

礙遥 現代醫學硏究説明院中樞神經系統的結構和功能
不是恆定不變的袁 而可以進行結構及功能的重新組
合與調整遥中樞神經系統具有可塑性遥系統的合理的
運動功能訓練能夠促進中樞神經系統的重組與調
整袁使患者得到最大程度的功能康復遥
運動療法的原則要要要偏癱的功能恢復遥
淤發病後經過治療原發病袁 腦病病變部位血液循環
改善而出現自然恢復遥
于是發病後經過系統尧正確的康復治療而恢復功能遥
運動療法能促進中樞神經系統的重組與調整遥 運動
療法要根據患者的病情及功能障礙情况儘早針對性
的合理的進行遥恢復患者的正常運動模式遥運動療法
藥主動運動予被動運動相配合袁 原則要要要淤應早開
始遥 于抑制異常運動模式遥 盂促進正常運動模式遥 榆
患者主動運動遥 虞因人而異具體針對性運動遥
偏癱肢體袁要儘早開始各關節的被動運動袁維持各關
節的活動範圍尧防止關節攣縮遥 被動運動儘可能在各
關節的全關節活動範圍進行由近端關節到遠端關
節袁用力應柔和袁避免過度牽拉及使用暴力袁以免引
起關節脫位及損傷遥 被動關節運動速度要緩慢袁利于
肌張力的降低遥 在手指關節運動過程中袁避免過度刺
激手掌引起抓搔反射遥
三尧 治療院
淤要先檢查患者肢體的肌肉痙攣尧 關節功能知覺情
况及肌肉萎縮程度袁以判斷病情的輕重袁對瞭解預後
有一定的輔助作用袁同時進行血壓檢查袁血壓不穩定
者袁治療時注意手法不宜過重袁防止患者頭擺動遥 于
治療手法要要要以早期治療爲主袁 醫生爲病患做被動
運動袁一般在中風後2周至3個月內袁手法于患者袁治
則爲行氣活血袁舒筋通絡袁肢體關節功能鍛煉遥
頭面頸項操作要要要取穴院印堂尧睛明尧太陽尧角孫尧風
池尧風府尧肩中遥
手法要要要按尧抹尧掃散尧拿法尧一指禪法遥
操作要要要A尧患者坐位袁醫生站于患者前面尧用抹法自
印堂至太陽穴往返4-5次袁同時配合按尧揉睛明尧太陽
穴袁再用掃散法在頭側膽經循行部位袁自前上方向後
下方操作袁每側20-30次袁配合按揉角孫穴位時間約5
分鐘遥

B尧患者坐位袁醫生站于患者後側面袁按揉頸項兩側袁
再按風府袁拿風池尧肩井穴遥
面癱歪嘴者要要要取穴印堂尧睛明尧陽白尧迎香尧下關尧
頰車尧地倉尧風池尧合谷用一指禪法尧推法尧按法尧揉擦
患側顔面部爲主袁健側爲輔尧手法輕柔以免擦傷顔面
破皮遥
上肢部操作要要要取穴院尺澤尧曲池尧手三里尧合谷袁手
法要要要滾尧按尧揉尧拿尧捻尧搓尧搖法遥
操作要要要A病患仰臥袁醫生用滾法自患側上臂內側至
前臂進行治療袁肘關節及其周圍爲重點袁在此袁同時
配合患肢外展和肘關節伸屈的被動運動袁按揉尺澤尧
曲池尧手三里尧合谷等穴位遥 繼之在患肢腕部手掌和
手指邊滾邊捻袁 同時配合腕關節及指間關節伸屈的
被動運動袁手指關節用捻法袁時間約5分鐘遥
B尧患者取坐位袁用滾尧拿法施于患側肩胛周圍及頸項
兩側袁同時配合患肢向背後迴旋上舉及肩關節外展尧
內收的被動運動袁 並用拿法自肩腕部往返3-5次袁配
合肩尧肘尧腕關節搖法被動運動袁最後用搖法自肩至
腕往返上下搓時間約5分鐘遥
下肢部要要要患者取仰臥位袁醫生站于患者患側袁用滾
法在患側下肢袁 自髖前上棘向下沿大腿前面向下至
踝關節及足背邊滾尧推拿袁重點在伏兔尧膝眼尧解溪尧
同時配合髖關節尧膝關節尧踝關節的被動伸屈運動和
整個下肢內旋運動袁同時用拿法施于患肢袁拿委中尧
承山以大腿內側中部及膝部周圍爲重點袁按揉風市尧
膝眼尧陽陵泉尧解溪穴位袁最後搓擦患下肢時間10分
鐘遥
背部一患者俯臥位院醫生站患側尧取穴天宗尧肝兪尧膽
兪尧膈兪尧腎兪尧環跳尧陽陵泉尧委中尧承山尧風市尧伏
兔尧跟腱遥 先用按法于背部脊柱兩側袁自上而下2-3
次袁重點院天宗尧肝兪尧膽兪尧膈兪尧腎兪袁治脊柱兩側
滾推袁同時向下至臀尧股後部尧小腿後部袁以腰椎兩側
環跳尧委中尧承山及跟腱部位重點並配合腰後伸和患
側髖後伸的被動運動袁 時間約10分鐘遥 然後患者側
臥袁患側在上袁自患側臀尧大腿外側尧經膝部至小腿外
側用滾法尧推拿以髖關節和膝關節爲重點袁操作5分
鐘袁每次全部操作時間約50分鐘遥
四尧 病案舉例院淤姓名 施碧華袁性別 女袁年齡 50
歲袁婚姻 已婚遥職業家庭主婦袁地址 新加波B95#05-
183.OLQALPPERE遥
就診時間院1996年2月20號到我處就診遥
查院病患者血壓170/80mmHg,脈細澀袁舌紅袁苔黃袁顔
面正常遥
治療院手法被動運動袁並配合針刺涌泉尧角孫尧手三
里尧足三里尧合谷尧懸鍾尧曲澤袁以手法被動運動治療
爲主袁每周治療兩次遥 治療7個月袁每次就診時查血壓
保持在160/70mmHg袁-150/60mmHg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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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自訴院患側手足好轉袁力量增加袁行走尧下蹲活動
正常遥
病例于姓名 謝聲鍾袁Seehsrn Toong 男袁55歲袁 生日
08-11-1953袁已婚袁職業保險公司袁住新加坡44Eng
Kong遥 就診時間院2008年8月13號遥
主訴院2008年5月9號中風袁當時國大西醫院治療後轉
陳管生西醫院腦神經科住院1周袁CT掃描診斷腦血管
右腦2/3受阻影響袁 經西醫治療處理醫治出院後袁現
左側上肢僵硬袁左側不遂遥
8月至11月每周復診于我診療所袁針灸加被動運動治
療袁針百會尧足三里尧角孫尧合谷尧血海尧陽陵泉尧被動
運動活動肩關節尧肘關節尧手指關節尧膝尧踝尧推拿手
法遥 每次血壓在120/90-110/80mmHg遥
患者自訴院患側小腿有酸脹感遥5-11月-2008年復診袁
行走正常袁活動正常遥 要12月2008回公司上班遥
五尧 小結院中風後遺症袁要早期及時治療袁抓緊時機
叶金匱要略窑中風歷節病曳院野邪在于絡袁 肌膚不仁袁邪
在于經袁即重不勝袁邪入于腑袁即不識人袁邪入于臟袁
舌即難言袁口吐涎遥 冶叶醫學綱目曳院野中風世俗之稱葉袁
其症卒然僕倒袁口眼歪斜袁半身不遂或舌強不言袁唇
吻不收是也遥 冶在臨床中袁我們要辨證施治袁益氣活血

通絡袁平肝潜陽袁息風通絡袁配合內服中藥物補陽還
五湯院

黃芪60g 當歸尾6g 赤芍3g 川芎3g
桃仁3g 紅花3g
加桑枝尧桂枝尧牛膝尧川斷遥

或方例院天麻鈎藤飲袁平肝熄風尧清熱安神院
天麻15g 鈎藤15g 生決明6g 山栀6g
黃芩6g 川牛膝3g 杜仲10g 益母草6g
桑寄生6g 夜交藤6g 茯神6g 煮水內服遥
治療要及時袁 早日爲患者作功能鍛煉袁 被動運

動袁舒筋通絡尧通血尧活絡尧降脂降壓袁現以中醫手法尧
醫學運動療法尧針刺等醫療手法袁讓病人早日康復遥

野生命在于運動冶袁美國史丹福大學硏究運動醫
學院從1984年至204年袁20年的硏究觀察袁追踪硏究10
萬老人長期跑步運動人數袁患病率低尧存活率高袁存
活率高40%遥 沒有運動及少運動的人死亡率高袁患癌
症尧心臟病的人高20%遥 證明運動對人的健康的重要
意義遥 人要經常散步尧慢步等及所能力的主動運動尧
練功尧太極拳尧體操等袁抗老回春尧延年益壽尧增加活
力尧動力尧朝氣尧健康健身抗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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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加強病房管理袁 我護理部制定了一系列規
範化管理制度袁實行病房責任管理袁要求每個護士長
用野五常法冶管理各自責任區及規範護士言行遥 野五常
法冶的貫徹實施袁強化了護士的管理意識及自我約束
意識遥 因內容具體便于操作與檢查袁不僅使病房的管
理進一步加強袁也使護士的護理行爲更加人性化袁使
護士長的工作更有計劃性尧條理性遥
1 內容與方法

1.1 制定各種規範制度遥 渊1冤制定病房規範化佈置示
意圖遥 渊2冤制定治療室內各種物品尧藥品的種類尧數
量袁規範放置位置遥 渊3冤搶救室內的搶救物品尧搶救車
的搶救藥品種類尧數量袁規範放置部位遥
1.2運用野五常法冶加強管理遥

渊1冤常組織遥 消毒物品數量恰當無過期袁各種護
理記録及時準確完成袁物品數量恰當無過期袁各種設
施數量正確性能完好遥

渊2冤常整頓遥 把工作所需的物品定位尧定量地擺
放整齊袁並給予明確的標示袁即在30s內就可以找到
所需物品和文件遥 將物品分類院淤確定物品屬於哪一
類曰 于將同類物品放在一起曰 盂使用相同顔色的標
籤曰榆列明物品的名稱及數量遥 儲存方法院淤標明物
品名稱袁固定存放位置遥于容易辨認遥有箭頭標記袁有
燈光引路曰常用物品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袁要考慮物
品的重量和高度遥 盂切實執行所有物品均做到先進
先出袁如有外借物品袁標明借用者及歸還日期遥

渊3冤常清潔遥 環境清潔尧無塵尧無污垢曰各種設施
保持清潔袁病區床單位保持整潔曰廢物處理恰當曰一
般垃圾尧醫療垃圾按規定分類處理遥

渊4冤常規範遥 就是將常組織尧常整頓和常清潔活
動制度化尧規範化袁從而提高辦事效率遥 視覺管理院淤
張貼明顯的標籤遥 用顔色標明物品的種類及名稱袁不
同的標誌牌用不同的顔色曰于安全標籤遥 提醒人們特
別注意的某些安全問題袁 除此之外還可設立位置標
記尧合格標記等遥 增加透明度院淤盛放物品的櫃子儘
量透明袁除去櫃門或採用玻璃門曰于對於不透明的儲
物櫃應于櫃門上留有檢查口遥

渊5冤常自律遥 上班穿着衣帽整潔曰對病人有禮貌袁
樂于助人袁以病人爲中心曰每天清楚自己的責任及工
作範圍曰 電話應接有禮袁 接送病人有禮貌袁 微笑服
務遥
1.3 加強對野五常法冶執行情况檢查遥 作爲質量考核

內容袁每月不定期抽查一次遥
2 作用與體會
2.1 加強了病房的規範化管理遥

渊1冤病房床單位統一安排尧統一管理袁使病房常
年處于安全尧舒適尧整潔的環境中遥

渊2冤庫房的物品位置固定袁數量統一袁使護士能
及時取出所需的物品遥 使物品擺放整齊統一遥
2.2 加強了設施物資管理遥

渊1冤加強了無菌物品的管理袁責任護士每日檢查
補充無菌物品袁並按有效期排好袁保證無菌物品能按
序使用袁 杜絶了無菌物品過期及物品用完無人補充
現象袁保證了各種物品的供應袁減少了忙亂遥

渊2冤基礎設施管理落實到人遥 責任護士每天按
野五常法冶管理袁檢查尧保養尧保證各種設施的完整性
和完好性袁便于使用遥 杜絶了過去物品用後隨手放袁
用時零配件找不到且無人承任現象遥
2.3 提高了護士素質遥

渊1冤加強了護士管理的責任性遥 野五常法冶不僅要
求護士每天按規定管理其責任區袁 同時護士長也按
野五常法冶經常抽查護士管理情况袁並作爲護士質量
考核的一部分袁提高了護士的管理意識遥

渊2冤規範了護士儀表着裝遥 護士要衣帽統一尧整
潔遥

渊3冤規範了護士接待病人的禮儀及用語遥 我院自
定了接待病人禮儀規範袁開始實施時袁常有護士覺得
難以開口遥 實行野五常法冶以後袁護士們已經能把這一
行爲規範落實到護理服務中去袁使服務更加人性化袁
得到了病人的好評遥
2.4 提高了護士長的工作質量和效率遥

渊1冤加強了護士長工作的計劃性和條理性遥 護士
長運用野五常法冶不僅加強了對護士工作的考核袁同
時每天審視自己的工作袁 使日常工作安排更有計劃
和條理遥

渊2冤加強了治療室的管理袁爲滿足病人的各種治
療袁 必須配備衆多的藥品和物品袁 按照常整頓的思
想袁各種物品根據其使用頻率分類袁標識擺放使物品
放置規範尧有序袁最常用物品能在30s內取出遥 同時備
物數量一目瞭然袁避免積壓和浪費遥

實施五常法最有利于整體形象的提陞遥 抛棄壞
的習慣而養成好的習慣袁 共同創造一個具有良好習
慣的工作環境遥

野五常法冶在病房規範管理中的實踐與體會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縣中醫院 林素玲 36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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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天地

外周導入中心靜脈置管 渊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s袁PICC冤因其能減輕患者痛苦袁提高
醫務人員工作效率及具有較長的留置時間等優點在
臨床被廣泛應用遥 但隨之而來的導管相關性感染也
逐漸成爲醫院感染的主要因素遥 據統計袁其發生率爲
5%耀3O%遥 因而明確導管相關性感染的影響因素袁採
取恰當的預防措施袁 將有助于減少導管相關性感染
的發生遥
1 PICC相關性感染的影響因素

1.1 內源性因素院
患者年齡尧營養狀况尧原發病的嚴重程度都影響

導管相關性感染的發生袁 除改善患者的營養外其他
因素都是護士難以控制的遥 比如患者小於6歲或大於
70歲都可能存在與年齡相關的免疫功能不完善袁癌
症尧燒傷尧脾切除等手術也使患者的免疫功能下降袁
從而使患者感染的危險性增大遥
1.2 導管的選擇院

在進行PICC置管時袁應選用組織相容性好袁光滑
的優質導管袁 以減少對血管內壁的損傷及感染的發
生遥 近年來袁美國ARROW公司推出的抗感染中心靜
脈導管經臨床應用能明顯減少導管相關性感染的發
生遥 薜春華等硏究發現袁單腔導管感染率爲1.1%袁雙
腔導管感染率高達2.9%袁差異顯著渊P约0.01冤遥 這是因
爲多腔靜脈導管通道多袁管腔分隔袁雖可滿足不同成
分液體同時輸入袁避免藥物的配伍禁忌袁但增加了接
頭污染機會遥 故多腔導管較單腔導管感染機會多袁臨
床應用可根據實際情况選擇遥
1.3 無菌技術操作院

PICC是一種有創的侵人性操作袁 置管時操作者
應嚴格洗手後戴帽子尧口罩尧無菌手套尧鋪消毒治療
巾袁有條件者穿無菌衣袁並保持環境清潔袁減少人員
流動及操作環節袁縮短穿刺時間遥 若無菌操作不嚴袁
易將細菌在操作過程中帶人血液循環遥 硏究表明袁穿
刺時使用最大的保護屛障渊無菌手套尧無菌衣尧口罩尧
消毒床單冤能減少細菌污染遥
1.4 PICC留置時間院

Hampton等對25個前瞻性硏究進行綜合評估袁發
現導管留置時間長是引起導管相關性感染的主要危
險因素之一遥 導管留置時間越長袁感染率越高袁其原

因爲靜脈導管揷入後數天內血中纖維蛋白逐漸沉積
在導管表面形成一層纖維膜袁 從而成爲微生物良好
的寄生場所袁 並促進穿刺點局部皮膚微生物沿導管
表面向體內遷移袁最終導致局部感染袁嚴重時引起全
身感染遥
1.5 導管局部敷料的選擇院

Maki DG于1987年對2088個周圍靜脈置管案例
進行硏究後認爲包括無菌紗布敷料與透明敷料在內
的4種敷料應用于置管局部袁 其局部感染率並無不
同曰Gillies D等人檢索自1996耀2002年期間等5個數
據庫中的相關文章袁 分析認爲這些發表的硏究由於
樣本量小的原因尙不能證實透明敷料與薄紗敷料及
敷料與置管相關感染的發生有何相關性渊14冤遥 國內王
龍鳳等人硏究表明對置管局部的護理使用透明敷料
在夏秋季節的置管局部感染率高於舂冬季袁 而使用
無菌紗布敷料則無差異袁 因而在我國不同地區可根
據季節選擇適用的敷料遥
1.6 導管接頭的護理院

導管末端連接的肝素帽和可來福接頭保護不當
而被污染袁或連接輸液器時消毒不嚴尧不徹底袁均可
將細菌帶入管腔而引起感染遥 導管接頭被認爲是污
染導管內面的起始部位遥 爲避免接頭污染袁輸液前用
0.5%的碘伏嚴格消毒袁範圍包括肝素帽尧可來福頂端
及周邊袁然後再連接輸液器袁並用無菌小方巾包裹固
定袁24小時更換小方巾一次曰儘量減少輸液旁路的操
作曰輸液裝置每24小時更換一次袁肝素帽3耀5天更換
一次袁可來福接頭7耀10天更換一次遥 薛巧秀等硏究發
現袁附加連接裝置可導致0.4%的污染髮生袁增加一個
裝置污染的發生率幾乎加倍渊0.78%冤遥故應減少必要
的附加裝置遥
1.7 防止血栓形成院

導管內血栓形成是發生導管相關感染的重要危
險因素袁 它可使血流中的菌落容易種植在導管壁上
而導致相關性感染遥 因此袁 置管期間要保持導管通
暢袁防止導管血栓形成袁應儘量避免自靜脈導管採血
和輸血袁 以免有較小的血凝塊沉積或粘附于導管腔
內曰輸液過程中加強巡視袁防止導管受壓尧打折或輸
液器與導管接頭脫開造成導管內回血凝固曰 長期輸
注脂肪乳尧 胃腸外營養液等粘稠度較高的液體時應

PICC相關性感染的影響因素及預防

劉志霞1 劉玉1尧2 鄭琴珠1

渊1.泉州市中醫院袁福建 泉州 362000;2.泉州市醫藥硏究所袁福建 泉州 3620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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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粗隆間骨折系指由股骨頸基底部到小粗隆
水平以上部位所發生的骨折袁 亦是老年人常見的損
傷袁平均年齡較股骨頸骨折患者稍高袁由於粗隆部位
血液豐富袁骨折後極少不癒合袁但若處理不當袁易發
生髖內翻袁本病發病時除了給予相應的治療外袁還應
從心理尧飲食尧功能康復指導等方面做好健康敎育袁
使患者配合治療袁取得較理想的治療效果遥

健康敎育內容院
1 調暢情志

老年人意外致傷袁常常自責袁顧慮手術效果袁擔
憂骨折預後袁易産生焦慮尧恐懼心理遥 主動關心患者
並建立良好的護患關係袁應給予耐心的開導袁介紹骨
折的特殊性及治療方法袁 説明情志的好壞與疾病康
復的關係袁給予悉心的照顧袁消除各種不良情緒袁配
合治療袁以減輕或消除心理問題遥
2 辯證施膳

中醫認爲腎藏精袁主骨袁生髓袁骨的生長袁修復均

依賴腎精滋養和腎陽的推動袁 合理的飲食能促進骨
的癒合袁有利于病症的恢復遥 飲食護理是加速骨折癒
合的重要措施之一遥

淤骨折前期渊活血化瘀期冤袁傷後1-2W袁傷肢腫
痛袁氣滯血瘀袁失水袁失鹽嚴重袁情志不暢袁胃腸功能
減退袁出現食慾不振袁腹脹袁便秘等袁此期飲食當以活
血化瘀袁消腫止痛袁清淡通便爲主袁宜食低脂袁高維生
素尧高鈉尧高鐵尧含水分多袁清淡可口袁易消化袁富含膠
原纖維的食物袁如蔬菜尧水果尧米粥之類袁忌食油膩尧
酸辣尧刺激性食物遥

于骨折中期渊和血生新期冤院傷後3-4W袁傷肢腫
痛減輕袁 但氣血還不十分調和通順袁 臟腑還不夠協
調袁瘀血未盡袁骨痂始生袁此期宜選用有調和營血尧健
脾和胃尧消腫利尿尧接骨續筋的飲食遥 可食用大量蛋
白質尧維生素尧鈣尧磷食物袁如牛奶尧鷄蛋尧濃骨頭湯尧
豆製品及海産品等遥

盂骨折後期渊固本培元期冤院傷後5W以上袁骨折

股骨粗隆間骨折患者的健康敎育

福建省安溪縣中醫院 柯美鳳

每6耀8小時用生理鹽水冲管一次曰每日輸液結束後用
生理鹽水冲管後袁再用125U 辕 ml肝素鈉鹽水作正壓封
管遥 但對於有些不宜用肝素的疾病如血小板減少尧血
友病等以及對肝素過敏者可使用生理鹽水封管遥
1.8 間隔更換敷料時間院

PICC置管術後早期袁 穿刺處或多或少總有些滲
血滲液現象袁 這些滲血滲液是細菌生長繁殖的良好
培養基遥 區麗蘭等硏究表明袁爲了防止細菌的生長繁
殖袁置管術後第一天應常規消毒更換敷料袁隨後置管
期間更換敷料間隔時間以2天爲宜袁避免過于頻繁更
換敷料袁以免增加感染機會遥
1.9 嚴格藥液的配置院

藥液的配置應嚴格無菌操作袁 若將受污染的藥
液經PICC靜脈導管輸入袁 細菌就會停留于導管內生
長繁殖袁且由於導管這個異物的存在袁細菌不會被機
體的免疫系統完全清除袁很難被抗菌藥物所殺滅袁所
以易引起導管相關性感染遥 故藥液應現配現用袁配制
後24小時內輸完袁輸注時使用過濾器遥 萬虹渊認爲袁用
1.2 um孔徑的終端過濾器能有效阻攔細菌及眞菌袁
有一定的預防感染作用袁且不影響輸液遥
2 預防PICC相關性感染的護理展望

導致PICC相關性感染髮生的危險因素較多袁如
機體免疫功能低下尧病情危重尧高齡病人或嬰幼兒尧

置管部位周圍皮膚細菌移位生長尧敷料特性尧血栓形
成尧導管因素尧治療過程被污染等都是PICC相關性感
染髮生的危險因素袁 但有些危險因素可以通過規範
的護理行爲來避免的遥 陳爾眞等硏究發現袁通過加強
護理人員的導管相關知識敎育袁 提高對PICC相關性
感染影響因素的認識袁規範揷管技術袁提高操作熟練
程度及加強留置導管護理等可顯著降低危重患者
PICC相關性感染的發生率遥 程樂梅報道由接受過導
管相關知識與護理培訓的護士進行導管護理袁PICC
相關性感染的發生率從28.8%降至3.3%遥 杜斌指出袁
受過專門培訓的護士進行導管護理 渊更換敷料冤袁感
染的發生減少5耀8倍遥 張躍暉認爲進行操作者的確
認袁 建立工作流程及嚴格的培訓制度則是控制PICC
相關性感染的重要手段遥 其次是建立完整的監測系
統袁如PICC置管動態護理記録單尧PICC置管效果評估
單等袁 而全面的健康敎育應貫穿在整個PICC置管過
程始終遥

綜上所述袁 在預防PICC相關性感染方面護理人
員擔負着重要責任袁 無菌技術操作是預防感染的關
鍵袁早期觀察及護理干預可使感染減少到最小範圍遥
隨着PICC置管在臨床的廣泛應用袁 如何使PICC相關
性感染得到更好的監控和預防仍是硏究的重點和努
力的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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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已有骨痂生長袁但不堅固袁傷處腫痛已基本消失袁
肢體功能尙未完全恢復袁患者臥床日久袁體質虛弱袁
脾胃功能減弱袁在不影響病情的基礎上袁尊重患者的
飲食習慣及嗜好袁靈活運用袁以強筋壯骨袁補養氣血袁
促進骨折癒合袁同時配以蜂密水袁保持大便通暢遥
3 功能康復指導

通過護理實踐袁我們制定了一套野早期進行動靜
結合袁循序漸進袁量力而行冶的功能原則袁是促進健康
的另一有效措施之一遥

a冤 骨折早期院下肢復位固定後袁即可鼓勵病人
作腳趾自主活動袁踝關節背屈活動袁股四頭肌收縮活
動袁患者因疼痛影響休息和睡眠時袁除抬高四肢袁消
腫止痛外袁可服用止痛藥袁針灸止痛選穴袁如下肢宜
選取足三里尧陽陵泉尧內庭等穴遥

b冤 骨折中期院鼓勵病人練習患肢足部輕度蹬床
及直腿抬舉動作袁牽引病人袁可練習雙方拉吊環袁健

肢站立床上的活動袁可鼓勵並協助病人扶雙拐下床袁
作患肢逐步負重鍛煉遥

c冤 骨折後期院須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袁加大活
動範圍袁強度與次數袁但應注意限制不利于骨折兪合
的活動方向範圍遥 功能鍛煉要循序漸進袁也要因人而
異袁 應考慮個體差異和骨折的部位與性質來決定鍛
煉的方法遥

體會院 通過對股骨粗隆間骨折患者實施有效的
健康指導後袁醫護人員取得了患者的信任袁增進護患
溝通袁 緩解了患者的不良情緒袁 使之保持平穩的心
態袁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袁通過對飲食袁功能鍛煉等
健康知識指導提高了病人對疾病的認識水平袁 改善
病人的心理狀態及不良行爲袁促進病人早日康復遥

(作者簡介院柯美鳳 女袁1979年7月出生袁于1997年畢業于

泉州衛生學校袁 安溪縣中醫院骨傷科 護師袁 電話院0595-
23061859)

在臨床護理中袁觀察舌象的變化袁甚爲重要遥 護
士可通過舌苔尧舌質的變化袁觀察病情的進退尧瞭解
藥物療效尧 指導飲食宜忌及起居等等袁 做到心中有
數遥
1 察舌象袁以觀病情進退

病人的氣血盛虧袁正邪的消長袁病情的進退袁均
可從舌象的變化反映出來遥 因此袁通過舌象可以推斷
病情的進退袁提示疾病的預後遥 如病人原舌象爲舌紅
苔黃袁屬里熱實證袁繼後出現舌紅無苔袁則説明病情
加重遥 因里熱實邪袁耗傷陰液袁出現了陰虛之證袁病情
由實證轉爲虛證袁或虛實夾雜證遥 又如病人舌淡苔白
膩袁多屬脾虛寒濕內藴窑若變爲舌紅苔黃膩袁説明病
情由寒濕轉爲濕熱之證袁若白膩之苔消退袁是寒濕汽
車祛袁病情逐漸好轉之兆遥 再如舌苔由潤轉燥袁多反
映熱盛而津液漸傷遥 若由燥轉潤袁則又吿知其病邪漸
退袁津液復生遥 若舌苔黑潤屬痰飲內伏袁舌苔黃燥屬
熱極陰傷袁舌苔薄而不厚是病邪在表曰表邪傳里袁舌
苔則由薄而厚遥 還有象肝病者出現舌紫袁是指病情由
氣入血袁而出現瘀血之證遥 凡此種種袁可以通過對舌
苔的觀察袁瞭解病情的轉歸袁預測疾病的預後袁採取
相應的治療和護理措施遥
2 察舌象袁以示飲食宜忌

人以水谷爲本袁吿胃的受鈉袁脾的運化而維持人

的生命活動袁故有野舌爲脾胃之外候冶袁野苔乃胃氣之
燻蒸冶之説遥 舌苔與脾胃功能尧飲食宜忌切切相關袁所
以觀察舌苔的變化可以瞭解脾胃與它臟的虛弱與否
及疾病與脾胃的關係袁以提高病人的飲食宜忌遥 如病
人出現白膩厚苔袁多反映寒濕困脾袁脾運乏權袁飲食
積滯遥 可出現脘腹痞脹袁不思飲食袁口甜乏味袁或大便
泄瀉等遥 此時當吿知病人袁 飲食宜清淡易消化之食
品遥 如苡仁粥尧山藥粥等袁忌食油膩厚味之品袁防釀生
寒濕之邪遥 若白膩苔轉爲黃膩苔袁此時飲食當忌辛辣
灸煿之品遥 因辛辣灸煿之物可釀生濕熱遥 若體虛之
人袁胃口轉佳袁舌苔薄白袁此時飲食可選滋補厚味之
鷄尧魚尧肉尧乳類等袁以大補氣血袁忌咸寒之品遥 若病人
舌紅無苔袁説明胃陰大傷袁此時飲食宜進甘寒滋養之
物遥 如百合尧龜肉尧甲魚尧海參尧鴨尧緑豆等袁忌溫熱辛
燥袁以甘寒之飲食袁達滋養陰液之目的遥 由此可見袁在
臨床飲食調護中袁可以通過觀察病人舌苔的變化袁合
理調攝飲食宜忌袁 做到與疾有益爲宜袁 與病有害則
忌遥
3 察舌象袁以知藥物療效

在臨床中袁 護理人員可以通過觀察舌苔的變化
情况袁瞭解療效遥 若舌紅無苔袁屬陰液虧虛曰通過滋養
液之劑袁舌上已布薄白苔袁舌紅漸減袁説明陰液漸復袁
藥證相結合遥 若舌紅苔黃膩袁屬濕熱內藴曰投清熱利

觀察舌象在臨床護理中的作用

永春縣中醫院 林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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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也可以稱爲交流袁是人與人之間交換意見尧
觀點情况或感情的過程遥 護患關係的溝通作爲一種
特殊環境中人與人關係的交流袁 它建立在平等共同
參與的基礎上袁 護理人員與患者爲提高治療效果彼
此的溝通過程遥 在護理過程中袁要求護士具備高層次
的水準尧藝術性的語言技巧遥 經過臨床實踐袁總結如
下幾點體會遥

1 交談溝通的技巧
交談包括聽和説兩個方面袁有時聽比説更重要袁

護士要耐心傾聽患者對疾病的陳述袁 必要的揷語要
簡明而適時袁不要輕易打斷患者思路袁以免影響患者
的情緒袁要從患者的言行尧表情中得到第一手材料袁
以便提出正確的護理診斷袁制定護理措施遥 另外袁根
據患者文化層次尧年齡尧心理狀况等袁選擇語言方式遥

護患間進行心理溝通的體會

王瓊華 駱靑靑

渊惠安縣中醫院急診科袁362100冤

濕劑後袁舌紅轉淡袁苔黃膩已退袁説明藥物對證袁病去
八尧九遥 倘若舌紅苔黃袁屬里熱實證院經用苦寒之藥袁
舌紅未退且出現光剝之苔袁説明藥物無濟于事遥 邪熱
熾盛袁灼傷陰液而出現陰虛之證遥 在臨床上又可見到
舌淡苔白膩之病人袁 經用散寒化濕之藥後而出現舌
紅苔黃膩之象袁這就要考慮有兩方面原因院一是病情
由寒化熱曰二是辛溫藥用之太過而化熱遥 又如脾胃病
者袁 舌苔厚膩經用健脾和胃化濕藥物袁 舌苔由膩轉
薄袁説明經過藥物治療後袁病情由重變輕袁由里出表遥
諸如此類袁臨床護士只要通過觀察舌象變化情况袁就
能瞭解藥物有無療效袁以利採取必要的護理措施遥
4 察舌象袁以囑起居有度

在臨床中袁護士可以通過觀察舌象的變化袁指導
病人起居遥 如病人出現淡紫舌袁屬寒瘀互結袁此時需
囑病人注意保暖袁避免感受寒涼袁住院床位宜安排在
朝陽的病室遥 因感受寒邪後袁寒氣凝滯袁可使血液運
行不暢袁 而出現諸多病證遥 如舌紅苔黃之里實熱證
者袁床位可安排在朝陽的病室中袁環境要安靜遥 如中
風後恢復期的病人袁出現瘀紫舌袁應吿知加強功能鍛
煉袁促使機體氣血流通袁以利肢體恢復功能遥 如病人
舌淡苔白膩袁屬寒濕內藴袁宜屬病人勿居住在潮濕的
地方袁以利身體健康遥

在觀察舌象時袁必須注意以下幾點院
1尧光線院觀察時應有充足而柔和的自然光線袁不

可在光線暗弱時察看舌象袁 同時應注意避開有色門
窗和周圍反光較強的有色物體遥

2尧姿勢院患者要坐正或睡平袁自然舒展地將舌伸
出口外袁充分暴露遥 舌體緊張尧卷曲袁伸出時過分用力
或伸出時間過久袁都會影響舌體袁而出現假象遥

3尧順序院觀察舌象要有順序袁一般先觀察舌苔的
有無尧厚薄尧腐膩尧色澤尧潤燥等情况曰然後觀察舌體
的色澤尧斑點尧胖瘦尧老嫩及動態遥 觀察時袁先從舌尖

開始袁逐漸看到舌根遥
4尧飲食院飲食常使舌象發生變化遥 如某些食物或

藥物袁會使舌苔染色袁稱爲野染苔冶遥 如飲牛奶或乳兒
哺乳後袁大都附有白苔曰食花生尧瓜生尧豆類尧桃杏仁
等富含油脂的食品袁 往往在短時間使舌面附着黃白
色渣滓袁好象腐膩苔曰吃酸梅湯尧咖啡茶尧葡萄汁尧陳
皮梅尧鹽橄欖或含鐵的補品後袁舌苔呈黑褐色或茶褐
色曰食蛋黃尧桔子尧柿子及有色糖果或服用黃連粉尧核
黃素等藥物袁都可使苔呈黃色曰用用丹砂製成的丸散
劑袁常常染成紅苔遥 張口呼吸或剛飲開水袁會改變舌
面潤燥情况遥 凡此袁臨床護士察看舌象時袁都應注意袁
以利鑒別遥

5尧在察舌象時還需與望尧聞尧問尧切尧有機地結合
起來袁這樣才能全面而系統地瞭解病情袁作出正確的
判斷袁從而採取針對性的護理措施遥

病例介紹

病人王某某袁女袁45歲袁已婚袁工人遥 胃痛渊寒凝氣
滯型冤已兩年袁每食生冷或感受寒涼即發作遥 二天前袁
因飲食不愼袁舊恙又作遥 表現面色少華袁胃脘疼痛袁痛
有冷感袁得暖則舒袁口中粘膩袁舌質淡袁苔白膩袁脈沉
遲遥證屬寒濕中阻袁脾胃氣滯遥治擬溫中散寒化濕袁行
氣和胃止痛遥

護理要點爲院淤注意胃脘部保暖袁以免感受寒邪
而加重胃痛遥 于忌食生冷瓜果袁以防恣食生冷而損傷
脾陽遥 盂痛時艾灸中脘尧足三里袁以達溫中散寒之作
用遥 榆注意觀察神色尧脘痛尧舌象尧脈象尧二便等情况遥

舌象觀察院經採取野溫中散寒化濕袁行氣和胃止
痛冶及上述護理措施後袁胃脘部疼痛大減袁中脘冷感
亦除袁納谷略增袁白膩苔漸化袁舌質淡遥 由此提示了寒
濕之邪漸退袁脾胃漸趨調和遥 繼觀3日袁胃痛緩解袁白
膩苔盡退袁舌質轉爲淡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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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頭皮靜脈穿刺是兒科護士最基本的技術操
作袁現在的患兒大多是獨生子女袁父母視爲野掌上明
珠冶袁給操作者增加了野一針見血冶的壓力遥 一針見血
固然重要袁但如何妥善固定袁降低復針率也是每一個
兒科護理人員應重點關注的話題遥 筆者根據自己多
年的臨床經驗袁 就小兒頭皮靜脈穿刺及固定方法介
紹如下院
一尧臨床資料

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0日袁 在我科進行
治療的患兒有6000例袁其中新生兒1550例袁年齡1-4
個月1050例袁5-12個月1800例袁1-2歲1600例袁其中早
産兒360例袁新生兒窒息540例袁新生兒黃疸 650例袁
小兒上呼吸感染2428例袁小兒腹瀉310例袁小兒肺炎
1720例袁治療時間最長14天袁最短2天袁平均輸液天數
7天遥
二尧穿刺成功的技巧

1尧小兒頭皮靜脈的特點院小兒頭皮靜脈豐富尧淺
顯易見袁血管呈網狀分布袁血液可通過側支回流袁順
行和逆行都不影響回流袁額正中靜脈粗直袁不滑動易
固定袁一般爲首選袁額淺靜脈及顳靜脈直袁不滑動袁暴
露明顯袁但血管較細袁穿刺技術難度大袁耳後靜脈稍
粗袁但皮下脂肪較厚袁不易掌握進針的深度袁且不好
護理袁顱骨縫間靜脈較粗尧直袁但易滑動遥

2尧頭皮針的選擇袁一般根據血管的粗細和治療
的需要選擇4.5#-5.5#的頭皮針或靜脈留置針遥

3尧體位院患兒取仰臥位袁頭近床沿袁頭部固定于
枕頭上袁同時固定軀幹和四肢袁保持患兒頭部相對穩
定袁操作者位于患兒頭部袁坐于方凳上袁便于觀察選
擇血管遥

4尧血管的選擇袁首先要區別頭皮動脈和靜脈院動
脈手指觸摸有搏動感袁較粗袁顔色較淺袁應放棄遥 選擇
合適的靜脈袁辨別粗細和深淺袁走向和活動度遥 一般
選擇粗直尧易固定的額正中靜脈爲首選袁其次爲額淺
靜脈和顳淺靜脈袁也可選擇耳後靜脈和眶上靜脈袁顱
骨縫間靜脈等遥

5尧皮膚準備袁皮膚潮濕.毛髮污垢影響膠布的粘
貼袁 導致固定失敗遥 應用濕巾擦凈擦干穿刺處的皮
膚袁剃除進針部位周圍約5CM處皮膚的毛髮袁避開潰
瘍病感染尧受損尧瘢痕袁囟門和骨隆突處皮膚遥

6尧執針手法袁右手拇指和食指執針柄的前後面袁
指尖頂到針柄的根部袁穩妥持針袁手不可觸及針梗遥

7尧穿刺要領袁常規消毒皮膚用75%的酒精消毒
皮膚2遍袁約5CM伊5CM袁用5號的注射器抽吸少量的
生理鹽水袁連接頭皮針袁排盡頭皮針內空氣袁小兒頭
皮靜脈宜採用直刺法袁針尖斜面朝上袁通過皮膚直接
刺入靜脈遥 額正中靜脈袁顳淺靜脈袁額淺靜脈進針角

降低小兒頭皮靜脈穿刺復針率的幾點體會

吳巧妹 楊瓊珍 洪英

渊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兒科曰362000冤

對文化層次較低者應有指導性尧明確性和細緻性袁不
用或少用醫學術語遥 如野腸胃減壓冶可述爲野減輕腸胃
脹氣冶袁對文化層次較高者袁交流時應有協商性尧詳細
性和規範性袁但應避免應用診斷代號袁以免患者發生
誤解遥
2 樹立良好的護士形象

衣帽整齊袁儀表端莊袁舉止文雅袁文明禮貌遥 對患
者提出的問題袁百問不煩袁給患者一種信任感和安全
感袁而且能增強患者戰勝疾病的信心遥
3 使用安慰性語言袁使患者感到溫暖與體貼

患者在住院期間袁 由於疾病的折磨加之環境的
改變袁經濟上的負擔袁患者的性格往往變得粗暴尧固
執尧易激動尧甚至拒絶各種治療袁動不動就發脾氣袁遇
到這種情况袁 護士絶不能冷眼相待袁 更不能針鋒相
對遥要勸説患者少生氣袁做好自我調解袁保持樂觀遥另
外袁有些患者由於病程長袁往往産生一中恐懼焦慮的

心理遥 此時護士要加強對患者的情志護理袁多給一些
安慰袁向患者介紹有關疾病的知識尧治療與康復的過
程袁讓患者振奮精神袁從思想上放鬆自己袁解除恐懼
與焦慮的心理袁坦然地接受治療與護理遥
4 使用保護性語言

重視語言溝通袁但要掌握一定的限度袁如不要隨
便打聽患者的隱私袁即時知道患者的隱私也要保密袁
這體現了護士最基本的醫德風尙遥 對癌症患者要做
到保護性醫療袁與患者交談時要愼重袁語言委婉袁客
觀地説明預後情况袁對臨終患者袁護士要吿慰患者幫
助其了卻心願袁並向患者説明情况袁陪伴患者走完人
生的最後一程遥

總之袁 語言是無形的袁 但能産生形形色色的作
用袁其技巧建立在豐富的文化知識修養之上遥 因此袁
人文科學對語言有着重要作用袁有待我們繼續探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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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椎病是由於頸椎間盤退行性變尧 頸椎骨質增
生及頸部損傷等內外因作用下引起的一系列綜合
症袁屬於中國醫學野痹症冶範疇袁是一種常見病尧多發
病遥 頸椎病多因長期低頭工作袁感受風寒袁年老體虛
所致袁以頸肩及上肢疼痛麻木袁步行無力袁頭暈目眩
爲主要臨床表現遥 中醫中藥配合完善的護理是保證
頸椎病療效的重要措施遥 2007年1月要2011年1月筆
者採用按摩尧針灸尧牽引尧和中藥治療並護理76例頸
椎病患者袁取得滿意的效果遥
1 臨床資料院
1.1 一般資料院本組76例袁男36例袁女40例袁年齡42耀
80歲袁平均57.3歲袁病程3耀8個月遥 主要症狀院頸肩及
上肢酸痛麻木袁頭暈目眩袁步行無力遥 本組經X線攝
片尧CT檢查證實爲輕中度頸椎增生遥
1.2 護理要點院
1.2.1 一般護理院休息袁注意保暖防寒袁防止感受風寒
加重病情袁頸部的保暖非常重要袁寒冷刺激會導致頸
部肌肉緊張袁影響頸部的血液循環袁選擇正確的睡眠
體位和適當的枕頭遥 睡眠時袁以保持頸尧胸尧腰部自然
屈曲袁髖尧膝部略屈曲爲佳遥 枕頭選擇中間低兩端高袁
透氣好袁長度超過肩寬10原16cm遥 高度以頭頸部壓下
後一拳頭爲宜遥
1.2.2 病情觀察袁 做好護理記録院茵1觀察疼痛的部
位尧性質尧與體位變化的關係以及有無放射痛和肢體
感覺異常等情况遥 茵2觀察眩暈發作的時間尧程度尧誘
發因素尧伴發症狀及血壓等變化遥 茵3治療期間注意
各種並發症的發生袁如出現劇烈頭痛尧嘔吐尧視物模

糊尧肢體麻木或行動不便袁血壓持續上昇時袁應報吿
醫生袁並配合處理遥
1.2.3 給藥護理院風寒濕痹者袁中藥湯劑宜熱服曰熱痹
者袁湯劑宜偏涼服曰注意服藥後的效果及反應袁出現
唇舌手足發麻尧噁心尧心慌等症狀時袁及時報吿醫師遥
1.2.4 飲食護理院頸椎病患者多爲中老年袁身體虛弱
飲食宜營養豐富袁忌食生冷尧辛辣尧滋膩之品曰少飲
酒尧多喝水袁多食新鮮蔬菜水果袁保持大便通暢遥
1.2.5 情志護理院頸椎病屬於野心身疾病冶範疇袁病程
長袁反復難愈袁應關注患者情緒變化袁向患者講解疾
病與心理情志的關係袁克服患者的急躁情緒袁做好思
想疏導袁樹立信心袁配合治療和護理袁鼓勵患者安心
養病遥
1.2.6 臨證施護院茵1按摩院患者取坐位袁用拇指于鳳
池尧天宗尧曲池等穴及頸肩部壓痛點尧硬結尧條索狀物
等處輕柔按尧揉尧以疏通經絡遥 茵2枕頜牽引法院牽引
姿勢以頭部略向前傾爲宜袁牽引質量爲3耀10kg袁每次
牽引時間30min袁每日1耀2次曰脊髓型頸椎病一般不宜
採用遥 茵3針灸院取穴鳳池尧大椎尧曲池等穴袁或用刺絡
拔罐法袁每次20耀30min遥 茵4紅外線理療燈照射30分
鐘袁每日2次袁可改善頸肩部血液循環袁松馳肌肉袁並
注意預防燒傷遥 茵5藥枕法院選高低和宜袁內置祛風散
寒尧活血通絡等中藥遥 茵6功能鍛煉院以頸部活動和頸
伸肌鍛煉爲主遥
1.3 健康指導院茵1保持心情舒暢袁樂觀遥茵2注意勞逸
結合袁避免長期低頭工作袁注意糾正日常生活尧工作
中不正常的習慣袁 提高健康意識袁 儘量保持頸部平

頸椎病的中醫護理

沈超英 陳丹桂

渊福建省安溪縣中醫院 骨科 362400冤

度爲5-15度遥頭頂靜脈尧顱骨縫間靜脈尧耳後靜脈尧眶
上靜脈進針角度爲15-30度遥還要掌握穿刺過程中的
力度和速度袁進入皮膚時用力稍大袁速度要快袁進入
皮下後放平針頭袁針頭與血管平行袁用力平穩袁直刺
入血管袁見回血後袁根據血管的曲直走向再由平行進
針少許遥 若患兒脫水嚴重袁頭皮血管較癟袁不回血或
回血較慢時袁可用注射器回抽袁見回血後袁推少許生
理鹽水後無腫脹袁即可固定遥

8尧針頭固定袁穩妥貼好第一根膠布袁穿刺成功後
用膠布固定針柄于小兒頭皮上袁如針柄懸空袁用無菌
小棉絮墊于接近針柄塑料管的下方遥 可隨意調整針
體與皮膚成一適宜的角度袁保持針體和血管平行袁防

止針尖翹起袁 用第二根膠布從靠近針柄的頭皮針塑
料管下面穿過並向上袁向前交叉固定遥 把頭皮針的塑
料管向上自然彎曲成一小圓形後用第三根膠布固
定遥 膠布繞頭一周後固定在膠布上袁最後把頭皮針塑
料管的末端用膠布固定于耳廓上遥

小兒頭皮靜脈穿刺是臨床上搶救和治療小兒疾
病的重要的護理技術袁爲了配合臨床搶救和治療袁使
患兒早日康復袁防止醫療糾紛的發生袁同時又減少工
作量尧提高工作效率袁每位兒科護理人員都必須熟練
掌握此項操作技術袁 以降低小兒頭皮靜脈穿刺的復
針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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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社會的發展袁人口老年化問題日益突出袁老
年病人在疾病的診治中比例逐慚增多袁 如何做好老
年病人的心理護理袁 已成爲護理工作中必須掌握的
重要內容袁人在進入老年時代袁生理功能衰退袁機體
調節紊亂袁抵抗力逐慚下降袁加之長期積勞成疾袁易
致各種急慢性疾病遥 祖國醫學認爲袁情志變化在疾病
發生尧發展尧疾病的轉歸均起着重要的作用袁在疾病
發生發展過程中袁針對老年病人的不同的心理變化袁
採取適當的護理方法袁 對於老年病的康復有着明顯
的促進作用遥
一尧老人病人常見的心理變化院

1尧多疑多慮型院病人多屬於性格較內向袁或處于
更年期及女性患者袁患病後一旦疾病不能較快康復袁
即多疑多慮袁懷疑身患嚴重或不治之症袁難於相信醫
護人員的解釋袁甚至不配合治療袁常常要求一些不必
要的檢查及使用貴重藥物遥 即使病已治愈袁仍自覺身
體不適袁提出一些不合乎的要求遥

2尧久病纏身型院病人多以長期飽受疾病的折磨袁
對於生活旣留戀袁又難於忍受疾病的折磨袁或因長期
住院袁或生活不能自理袁怕施累家人袁又擔心家人嫌
棄袁對親屬及醫護人員言談舉止較爲敏感袁常表現憂
慮尧煩躁尧抱怨等複雜的心理變化袁情緒波動袁對疾病
的治療缺乏信心遥

3尧心理失落型院老年人離退休後袁一時難以適應
清靜休閑的晩年生活袁産生一種被淘汰失落感袁身患
疾病時袁 自感自己已近人生的終點袁 恐懼感猶然而
生袁依賴性較強遥

4尧自以爲是型院病人多屬瞭解一點點醫學知識袁
或者曾經住院袁對所患疾病瞭解點皮毛袁對醫療護理
質量要求較高袁 並且只相信自認爲有效的治療護理
方法袁 對施予的治療護理新方法心存懷疑袁 固執己
見袁夸大藥物的副作用袁不配合治療護理遥

5尧精神創傷型院老人突然喪子袁喪偶或其它重大
的打擊袁心理難於承受袁極度悲傷袁常常沉浸于旣往
的回憶袁或追悔對失去者的某些過失袁傷心過度袁心
理失去平衡袁忽視自己的身體狀况遥

6尧專注事業型院病人多爲重要的領導崗位或有
技術特長的老專家敎授袁事業心強袁工作繁忙袁平時
不注意身體袁 患病後不能安心養病袁 仍然專注于事
業袁而且探望人員較多袁休息欠佳袁影響疾病的康復遥
二尧護理應用院

心理護理是一種複雜的護患之間通過語言來進
行心理溝通袁 或適宜的護理行爲以消除老人患者不
良的心理因素袁 施行中旣要全面分析袁 又要區別對
待袁動之以情袁曉之以理袁用護理人員的關愛袁儘量滿
足患者的心理要求遥

直遥 茵3注意頸部保暖袁避免因受風寒濕冷的刺激而
誘發遥茵4加強體育鍛煉袁特別是頸部功能鍛煉院如擺
頭轉頸院頭從正中向右擺動3次袁再向左擺動3次曰爲
避免患者頭暈袁囑患者轉頭時眼睛要睜開袁頸部要放
鬆遥茵5選擇正確的睡眠體位和適當的枕頭遥睡眠時袁
一般以低枕睡眠尧仰臥位爲最佳袁仰臥位時枕頭不應
超過8cm袁渊約自己的一拳冤以感覺舒適爲度曰俯臥位
不可取曰頸椎後緣增生明顯者枕頭可相應偏高曰頸椎
生理曲度變直者可在頸下墊一小枕遥
1.4 療效判定標準院臨床治愈院主要症狀與陽性體徵
消失袁頸椎X線片示生理彎曲或成角恢復正常袁恢復
原工作袁半年內無復發曰顯效院主要症狀與陽性體徵
基本消失袁 頸椎X線片示生理彎曲或成角明顯改善袁
能堅持原工作曰有效院主要症狀消失袁陽性體徵及頸
椎X線片示生理彎曲或成角無明顯改善曰無效院主要
症狀體徵及頸椎X線片示生理彎曲或成角均無改善遥

2 結果

76例中治愈35例袁顯效29例袁有效8例袁無效4例袁
總有效率院94.7豫遥
3 心得體會

中醫雖無野頸椎病冶之病名袁但根據臨床表現袁應
屬於中醫野痹症冶的範疇遥 多由於慢性勞損尧外傷尧長
期低頭伏案工作及風寒濕邪侵襲袁滲透于經脈筋骨袁
阻塞經脈袁使氣血不暢脈絡不通而致遥 採用中醫特色
護理尧按摩尧牽引尧針灸尧藥物的療法袁擴大椎間隙袁使
頸椎恢復正常生理曲度袁緩解對神經根的壓迫袁消除
腫脹袁分離粘連袁解除血管和肌肉的痙攣袁改善血液
循環袁增強局部血液供應袁使病變組織恢復袁是治療
頸椎病較爲理想的方法遥

渊沈超英袁女袁1977年出生袁漢族袁福建省安溪縣人袁護師袁
聯繫電話院15306969066遥 郵箱院cbh23111175@qq.com冤

淺談老年病人心理護理

駱靑靑 王瓊華

渊惠安縣中醫院袁3621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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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尧 護理人員要有良好的職業素質和道德修養袁
尊重病人袁不能有厭惡情緒袁應視病人如親人袁眞正
把解除病患痛苦放在首位袁給予同情引導尧關懷尧幫
助他們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袁 以愉快的心情配合治
療遥

2尧護理人員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袁對病人提出
的疑問顧慮袁要給予耐心解釋袁對答如流袁不能含糊
其辭袁更不能因病人話多啰嗦而不耐煩遥 這對於多疑
多慮病人和自以爲是病人尤爲重要袁 並且要幫助糾
正不正確的想法袁針對所患疾病分析各種利害關係袁
讓病人消除不良情緒袁 這也是説服專注事業型的有
效方法遥

3尧 護理人員不僅要以護士身份出現在病人面
前袁又要充當起病人朋友袁親屬的角色袁讓病人信賴袁
視你如知己袁 自願與你交談袁 把心中所想所慮説出

來袁得到安慰疏導後袁心情自然暢快袁這是對精神創
傷袁久病者及失落感病人有效的護理方法遥 另外不可
忽視親屬作用袁通過他們瞭解病人的情况袁再將病人
想法吿知家中有影響力人袁配合護理工作袁避免親屬
給病人不良刺激袁讓其安心養病遥

4尧護理人員要掌握語言技巧和表達能力袁措辭
妥當規範袁聲音溫和袁語調親切袁要讓病人體會到一
種對老年人的尊重袁 切勿使用生硬帶刺激性和病人
忌諱語言袁特殊病情應保密袁不能用玩笑敎訓口氣談
話袁讓病人不易接受遥 談話時表情自然尧舉止大方袁注
意觀察病人表情反應袁適可而止袁不可強求袁給病人
留下思考的餘地遥

渊作者簡介院駱靑靑 女 1967年4 月出生袁畢業于泉州

衛校袁現惠安中醫院工作袁護師袁聯繫電話院0595-87373825 郵

編院362100 電子郵箱院yxf566@163.com冤

中醫情志護理理念在開展中醫優質護理工作中
的臨床運用袁 對護理工作職能賦予了新的內涵袁 體
現了用傳統的知識袁現代的思維袁對病人進行全方位
的護理理念遥
1 情志護理的特點
1.1整體觀念 中醫認爲人體本身是一個有機的整
體袁 臟腑之間尧 臟腑與體表組織之間旣相互協調作
用袁又相互影響曰人生活在自然和社會環境中袁人的
心理活動無不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袁 心理活動和生
理機能勢必相互關聯遥 許多疾病的發生袁除了生物因
素外袁還與心理尧社會因素密切相關遥 因此袁護士在對
病人實施情志護理過程中要全面考慮遥
2.2 辯證施護 辯證施護是中醫護理所採用的基本
原則袁是在整體觀念指導下對病情進行硏究分析袁然
後有針對性的施以護理的一種特殊方法遥 由於外界
的精神刺激不同袁七種情志活動性質的差異尧人體性
格的差異尧以及情志與內臟的不同聯繫袁七情內傷致
病的特點也就有所不同遥 因此袁情志護理要依照中醫
的辯證觀袁須通過觀察尧與患者及家屬溝通尧綜合分
析尧推理尧判斷等邏輯思維去掌握患者的特點及心理
狀態袁因人而異尧因病而異遥
2 情志護理對優質護理的重要性

以病人爲中心的優質護理模式已成爲現代護理
髮展趨勢袁 心理護理成爲現代護理中不容忽視的重
要環節袁患者的康復離不開心理護理袁而情志護理是

從中醫的角度來加強心理護理遥 中醫護理遵循野整體
觀念冶和野辨證施護冶的原則袁重視患者的情志護理袁
體現以人爲本的護理理念袁使患者恢復身心健康遥 而
以病人爲中心的現代護理觀與祖國醫學的整體觀念
有着天然的聯繫遥 在對病人實施優質護理的過程中袁
重視患者的情志變化袁以中醫基礎理論爲指導袁以辯
證施護爲原則袁以良好的護患關係爲橋樑袁應用科學
的護理方法袁改善和消除患者不良的情緒狀態袁以求
得最佳的護理效果遥 這對於提高患者的滿意度袁從而
提高護理的質量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遥
3 情志護理的要點

3.1 把握整體觀念袁病人是具有生理活動和心里活動
的統一體遥 護士在實際工作中袁旣要重視軀體因素袁
又要重視精神和社會因素遥 注意從各個方面積極採
取針對性的措施袁 如幫助患者建立和協調好人際關
係袁 注重創造和諧的氣氛袁 減少心理應激因素的産
生遥 情志護理內容有着不同的側重點袁但彼此之間緊
密聯繫尧又相互影響着遥 同時袁護士也不能忽略醫院
環境改變這一因素袁 而治療環境的情緒反應可直接
影響患者的整個治療進展和健康的恢復袁因而袁情志
護理的內容非常廣泛遥 具有連貫性遥
3.2 加強辨證施護袁護士應首先從病人的行爲表現來
進行心理評估袁並針對心理評估在臨床護理尧觀察與
交談中注意收集病人現有的或潜在的情志因素遥 護
理人員要在全面瞭解情况的基礎上袁 針對不同的情

淺談情志護理在開展優質護理工作中的作用

福建惠安縣中醫院渊362100冤 王碧雲 鄧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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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反應袁 有針對性地做好情志護理遥 情緒抑鬱的病
人袁護士應以親切和藹的態度提出一些簡短的問題袁
並應以實際行動使病人感到有人關心和照顧袁 受到
重視袁幫助其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和自拔的精神袁驅
散悲傷情緒遥
3.3 靈活應用情志護理袁祖國傳統醫學非常重視語言
在疾病治療過程中的應用袁 尤其是醫護人員的語言
對病人的影響更是不言而喩的遥 叶內經曳中的語言開
導法袁包括解釋尧鼓勵尧安慰尧保證等內容遥 叶靈柩窑師
傳曳雲院野人之情袁莫不惡死而樂生袁吿之以其敗袁語之
以其善袁導之以其所便袁開之以其所待袁雖有無道之
人袁惡有不聽者乎遥 冶所謂吿之以其敗袁是指向病人指
出産病逝危害袁使病人重視疾病認眞對待之袁如不及
時治療袁就會貽誤病情曰所謂語之以其善袁是指要求
病人與醫者很好的配合袁吿訴其疾病的可愈性袁只要
遵照醫囑服藥袁 病是可以治愈的曰 所謂導之以其所
便袁則指吿訴病人如何進行治療和調護的具體措施袁
懂得自我調養的方法曰至於開之以其所苦袁是解除病

人消極的情緒袁給予一定承諾尧保證袁以減輕病人心
理上的壓力遥
3.4 在情志護理過程中袁護士要掌握跟病人溝通的技
巧袁達到有效及成功的溝通遥 首先袁通過多種形式的
宣敎袁讓病人明確情志與健康的關係袁使其配合遥 其
次袁 在實施優質護理工作中護理人員要善於通過語
言尧表情尧姿勢尧態度尧行爲及氣質等來影響和改善病
人的情緒袁解除其顧慮和煩惱袁從而增加戰勝疾病的
意志和信心袁 減輕消除引起痛苦的各種不良情緒和
行爲遥

護士平時要加強中醫基礎理論知識的學習袁眞
正掌握情志護理的原則和方法袁 還要學習醫學心理
學的相關知識袁使中醫理論和心理學相結合袁在中醫
優質護理工作中發揮作用遥

渊作者簡介院王碧雲袁女袁1971年10月出生袁1989年畢業于

泉州衛校護理專業袁2004年畢業于北京中醫藥大學網絡學院

護理專業袁大專學歷袁惠安縣中醫院骨傷科護士長袁主管護師遥
手機院15859706767袁電子郵箱272391105@qq.com遥 冤

隨着社區護理的不斷普及袁 調查發現城市約有
27%的人有睡眠問題袁 偶爾失眠僅會造成第二天疲
倦和動作不協調袁 但長期失眠就會帶來注意力不集
中尧記憶障礙尧力不從心等後果遥 失眠中醫稱之爲不
寐袁屬於心神的病變袁病因複雜袁七情失調尧勞逸失
度尧久病體虛尧飲食失節等均可引起陰陽失調尧臟腑
功能紊亂袁導致失眠遥 因此袁失眠令許多人感到萬分
苦惱袁 本人在此略總結對失眠患者進行中醫調護的
幾點體會袁闡述如下院
1 飲食調護

東漢名醫張仲景曰院野所食之味有與病相宜則補
體冶袁説明注意飲食調護的重要性遥 如飲食不節尧過食
肥甘生冷袁可致脾胃損傷袁以致食積痰濁停于中焦而
失眠袁古人稱爲野胃不和則臥不安冶遥 乃食積郁久袁痰
濁內阻袁上擾心神所致遥 因此指導病人正確進行飲食
調護袁注意有節制飲食袁對疾病的康復及全身氣血的
運行均有重要意義遥 如情緒較爲激動者應以清淡尧易
消化尧營養豐富的飲食爲主袁忌生冷尧辛辣尧海腥尧油
炸之品袁多食新鮮水果曰病人如易於急躁袁對治療缺
乏耐心着袁飲食宜偏涼袁不宜進補袁因過食肥甘厚味
之品袁可助濕生痰遥 食用藕粉尧緑豆湯尧黑木耳粥尧新
鮮果汁曰用炒山藥20g尧炒扁豆25g尧炒白術20g尧芡實

15g加瘦肉湯以健脾化濕袁以絶痰之源曰病人性格內
向尧喜猶豫者袁多食新鮮果蔬袁讓病人服用銀耳尧清蒸
甲魚尧 蓮子粥等滋陰清火之品遥 心煩口渴者用麥冬
25g尧沙參25g尧五味子20g尧黨參15g代茶遥 心悸尧口干
咽燥者指導用桑棋肉50g加冰糖少許煮水頻服袁補腎
陰不足曰身體較虛弱袁心神不安袁疑慮重重者遥 忌生
冷尧辛辣尧堅硬尧粘膩尧海腥尧油炸之品袁忌煙酒遥 偏食
者食山楂汁尧山藥粥曰偏氣虛者食大棗鱉甲湯尧山藥
蓮子粥曰偏脾胃虛寒者黃芪粥遥 同時指導病人食棗麥
粥渊大棗尧小麥尧甘草尧粳米煮粥尧用蜂蜜調服冤遥
2 穴位按摩

按摩是祖國醫學中頗具價値的醫療保健方法袁
能消除疲勞袁改善血液循環袁溝通表里袁達到陰陽平
衡遥尤其具有養心安神尧催眠導寐的功效遥中醫認爲袁
眼角是睛明穴袁屬太陽曰足心是涌泉穴袁屬少陰遥 按揉
睛明尧推擦涌泉袁可使太陽尧少陰調和袁陰陽因此而得
到平衡袁可有效地防治失眠症遥 另一方法是指導病人
睡前用一手拇指按壓對側手腕的神門穴尧內關穴袁穴
位周圍有明顯酸脹感時袁再繼續按壓一分鐘袁每日2-
3次遥 採用按摩方法袁可使緊張和亢奮的神經功能得
到鬆弛和安撫袁進而增強大腦皮質的抑制過程袁促進
入睡和熟睡遥 同時也可以彌補藥物治療的不足袁並可

淺談失眠的中醫調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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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脘痛是指上腹部近心窩處發生疼痛的病症袁
在臨床上較爲常見袁 相當于現代醫學的急尧 慢性胃
炎尧胃十二指腸潰瘍等疾病遥 多因飲食失調尧勞累受
寒尧情志不暢尧過食生冷或飲酒過量等而引起胃腑損
傷袁導致胃脘疼痛袁纏綿不愈遥 胃脘痛由於病因不同
又有寒熱尧虛實尧氣滯尧血瘀之分曰臨床上根據發病原
因及臨床症狀進行細心觀察袁全面分析袁正確辨證袁
採取中西醫結合的方法對胃脘痛患者實施相應的護
理措施遥 本科就2009年10月~2010年6月對90例胃脘
痛患者從飲食尧給藥尧情志以及結合辨證實施護理袁
取得良好效果遥 現報吿如下院
1 臨床資料院我科自2009年10月~2010年6月袁共收
住胃脘痛病人90例袁其中男性352例袁女性38例袁年齡
最小8歲袁最大73歲遥 食滯型14例袁氣滯型27例袁脾虛
濕熱型23例袁血瘀型11例袁脾胃虛寒型15例遥
2 臨床護理院
2尧1 一般護理院
2尧1尧1 注意觀察患者疼痛的部位尧性質尧時間與飲食
的關係袁嚴格觀察嘔吐物及大便的性狀袁以便及時瞭
解病情的進展轉歸遥
2尧1尧2 注意觀察患者的生命體徵尧面色尧舌象尧脈相
等變化袁觀察有無穿孔尧出血等並發症袁及時發現及
時處理袁有出血傾向者應隨時注意血壓變化曰注意觀
察嘔吐物尧 大便顔色及量等變化袁 必要時記録出入
量遥

2尧1尧3 在急性期應臥床休息袁取舒適臥位袁注意皮膚
的護理袁飲食前後應漱口袁注意飲食衛生遥
2尧1尧4 對於胃脘痛的病人加強飲食調護尤爲重要袁
飲食應定時尧定量曰以軟尧爛尧熱尧清淡曰富有營養的易
消化食品爲適宜曰以少食多餐爲原則遥 疾病過程中根
據病情好轉程度再逐漸進食袁 以粥尧 羹之類飲食爲
宜袁細嚼慢嚥袁逐漸增加曰食物冷熱尧溫度要適宜袁忌
食生冷尧辛辣尧油炸尧酒類尧濃茶及零食袁以避免飲食
不當誘發胃脘痛復發曰但大出血者應禁食遥
2尧1尧5 給藥護理院胃脘痛病變部位在胃袁適當的服藥
方法袁能使藥物直達病所遥 否則袁增加了胃腸負擔而
起不到應有的療效袁一般空腹服藥爲宜袁這樣能使藥
物直接作用于病變部位袁 從而更好的發揮治療作用
中西藥合用要注意配伍禁忌遥 另外袁 虛症湯劑宜久
煎尧熱服曰實證湯劑宜涼服曰補益藥尧健胃藥宜飯前
服曰服藥後觀察服藥反應遥
2尧1尧6 情志護理院胃脘痛常反復發作袁病程較長袁患
者易産生急躁尧緊張尧恐懼及悲觀的情緒袁且可能加
重病情曰應耐心解釋病情袁及時給予精神安慰袁做好
開導工作袁幫助病人消除緊張尧恐懼等不良情緒的影
響袁使患者保持樂觀情緒袁怡悅開懷力戒嗔怒使氣血
流暢袁增強脾胃功能遥
2尧2 辨證施護院
2尧2尧1 食滯型院 多由飲食不節袁 暴飲暴食使脾胃受
損袁食滯于胃不能腐熟袁導致胃氣不和袁中焦氣機受

淺談胃脘痛中西醫結合護理的體會

李惠瓊 張敬英

渊惠安縣中醫院曰362100冤

減輕和消除症狀遥 按摩後病人情緒穩定袁全身放鬆舒
適袁容易入睡遥
3 情志調護

叶醫原曳雲院野以心醫心之法袁乃是最妙上乘冶遥 通
過語言開導尧情志引導等手段袁使病人提高對自身疾
病的認識袁自覺培養健康的心理狀態袁以使氣血陰陽
重趨平衡遥 適時恰當的情志調節袁可使病人處于相對
陰陽平衡尧氣機條達尧血脈冲和的狀態袁有利于疾病
的康復遥
4 針刺治療

心兪尧神門有養心尧安神尧定悸之功曰脾兪尧三陰
交健脾尧益氣尧養血曰中脘尧豐隆和胃化痰袁行間平肝
陽曰腎兪尧太溪滋腎陰遥 現代硏究表明袁針灸能提高健
康人大腦皮質的工作能力遥

5 要注意做到五忌

忌生活無規律院最好10點前睡覺袁早上6點起床袁
中午再睡半小時即可遥

忌睡前咖啡或尼古丁遥
忌睡前猛吃猛喝袁在睡前大約2小時可以吃少量

的晩餐遥
忌白天大睡袁 白天大睡會導致晩間睡眠時間被

野剝奪冶遥
忌長期依賴安眠藥袁 要服安眠藥之前一定得咨

詢醫生遥
總之袁指導失眠對象保持樂觀尧知足常樂的良好

心態袁 正確應對壓力源袁 建立有規律的一日生活制
度袁適度的體育鍛煉加上適當的中醫調護措施袁都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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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袁滯而不通袁不通則痛袁腹脹袁噯氣酸腐袁或嘔吐積
食袁吐後痛減袁不思飲食或大便不爽曰舌苔厚膩袁脈
滑遥護理上應以消食導滯袁和中止痛爲原則遥暫禁食袁
必要時刺激咽部引吐袁以達到消除胃內積滯的目的袁
緩解後亦當節食袁不宜過飽袁食易消化尧清淡的軟素
食遥 如山楂尧面線等半流質飲食袁忌暴飲暴食及肥甘
厚味煎炸尧辛辣刺激之品遥
2尧2尧2 氣滯型院多因精神抑鬱袁情志不暢袁勞累過度
致肝郁氣滯袁升降失調袁郁久生熱而致遥 症見胃脘脹
滿袁痛引兩肋袁噯氣噯腐頻作袁或伴嘔吐袁大便不暢曰
苔薄白袁脈弦遥護理上應疏肝理氣袁和胃止痛遥因本病
與精神情緒有關袁惱怒誘發或疼痛加重袁故應加強精
神護理袁及時做好心理疏導袁消除郁怒尧煩惱袁避免不
良情緒刺激袁使患者保持情緒穩定袁心情舒暢袁積極
配合治療遥 力戒憂思惱怒袁防止惱怒氣滯袁傷肝而誘
發或加重胃脘痛遥 飲食宜清淡疏利曰多食大蒜尧蘿蔔尧
洋葱尧柑橘等曰忌土豆尧南瓜尧紅薯等食品遥禁酒遥注意
口腔衛生袁胃酸過多者袁可給予鹽水漱口遥
2尧2尧3 脾虛濕熱型院症見胃脘脹悶疼痛袁納獃便溏袁
舌紅尧苔薄膩袁脈滑數袁護理上應以清熱化濕袁理氣止
痛爲原則袁此證易並發吐血尧便血袁忌動怒及燥烈之
品遥 飲食宜清淡袁忌油膩甜食袁以免粘滯尧濕留不去遥
藥宜涼服曰腹痛時針足三里尧氣海尧中脘尧胃兪袁但忌
用灸法遥
2尧2尧4 血瘀型院症見胃脘刺痛袁拒按袁痛處不移袁食後

痛甚袁入夜痛甚曰或見嘔血尧便血尧舌質紫暗或有瘀
斑袁脈弦澀遥 護理上應以活血化瘀袁通絡止痛爲原則遥
應注意臥床休息袁暢情志袁和氣血曰飲食宜細軟袁少量
多餐袁忌堅硬食品及煎尧烤尧炸等燥烈破血袁肥甘粘
滯袁生冷瓜果之品袁以防動血燥血袁滯氣礙血曰吐血尧
便血者應暫禁食遥 另外應注意保持大便通暢遥
2尧2尧5 脾胃虛寒型院 症見精神不振袁 面色萎黃或晄
白袁胃脘痛喜按喜熱飲袁痛甚時肢冷便溏袁舌淡苔薄
白袁脈沉細無力遥 護理上應以溫脾健胃袁散寒止痛爲
原則遥 宜熱食袁常食姜尧葱尧胡椒尧花椒等袁忌生冷瓜
果曰注意保暖袁防止受涼袁必要時可給熱水袋熱敷胃
脘部曰或神闕尧足三里尧中脘穴位隔姜艾灸遥 飯後應當
休息袁不宜過勞遥
3 體會院胃脘痛因病因不同有寒熱尧虛實尧氣滯尧血
瘀之分袁在臨床上各有特徵曰我科根據該病的特點通
過對90例胃脘痛患者的觀察袁 在臨床中注意患者的
面色尧舌象尧脈象尧疼痛的性狀等情况曰全面分析尧辨
明本病的病機特點袁選擇恰當的護理措施袁發揮中醫
辯證施護特色袁把辯證施護貫穿在護理全過程袁配合
相應的飲食護理尧給藥護理尧情志護理等曰中西醫結
合袁融會貫通袁療效顯著遥

渊作者簡介院李惠瓊袁女袁1970年8月出生袁1989年7月畢業

于泉州衛校護理專業袁2006年8月西南大學心理學專業本科畢

業袁 現就職于福建省惠安縣中醫院胃鏡科袁 主管護師遥 電話

15396686628曰電子郵箱院1972304660@qq.com冤

中暑在中醫學中屬野暑濕冶範疇袁是夏季感受暑
濕病邪所發生的外感熱病遥 暑熱病的發病原因袁中醫
學認爲是由於人體正氣不足袁 暑熱或暑濕穢之邪乘
虛侵襲所致遥 因夏季氣候炎熱袁人體汗出過多袁中暑
患者極易出現野氣傷津耗冶的徵象袁致正氣不足無以
抗邪遥 夜露貪涼袁導致腠理時開時闔袁發生中暑遥

我科從2008年6月至2011年6月共收治10例中暑
患者遥 入院後均及時給予降溫尧吸氧袁清理並保持呼
吸道通暢袁降低顱內壓袁糾正水尧電解質及酸碱平衡
等搶救措施遥 並根據中暑病因給予辨證施護袁具體護
理要點如下院
1 熱入氣分

護理要點院 暑熱是主要矛盾袁 津虧屬於次要矛
盾袁兩者又互相影響遥

1.1退熱降溫 渊1冤降低室溫袁一般在25益以下袁可用空
調或者風扇吹風袁使空氣流通袁增加對流機會袁如直
接吹風袁可使腠理閉塞袁造成散熱功能減退遥 渊2冤頭部
及大血管分布處放冰袋袁可減少頭部血流量袁減低耗
氧量袁以保護腦中樞袁並協助全身退熱遥 渊3冤用酒精按
離心方向在肢體上做擦浴袁擦至皮膚微微發紅袁血管
舒張袁此時腠理開泄袁有助于散熱遥 渊4冤用冷鹽水灌
腸袁以通府散熱袁適宜于屬陽明實證患者遥 應注意院熱
在氣分階段遥 忌用冰水擦浴或浸浴遥 因突然的冷刺
激袁可引起寒戰袁使全身毛細血管收縮袁體內産熱增
加袁反而不利于降溫遥
1.2 補充津液 渊1冤適當給飲鹽水袁以補充因汗出過多
而失去的鈉離子袁但對腎功能不正常者應愼用遥 對重
症中暑者入住重症監護病房渊ICU冤後應予以床邊監

淺談中暑的中西醫結合護理

王瓊華 駱靑靑

渊惠安縣中醫院急診科曰3621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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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護理服務以尊重患者的生命價値袁 人格
以及尊重個人隱私爲核心袁是一種創新性尧個體化尧
整體性尧有效的護理模式遥 手術治療作爲重大的心理
性和軀體性應激源袁 可通過心理上的恐懼和身體上
的創傷袁直接影響病人的正常心理活動袁從而造成心
理和軀體的不適袁而直接干擾麻醉和手術順利進行遥
手術室護理以其專業特殊性有別于臨床護理袁 對手
術患者尧家屬及手術醫生實施人性化服務袁對手術室
護士進行人性化管理袁提高了手術室的護理質量遥 具
體做法如下院
1 手術患者的人性服務

1援1 術前溫馨訪視
術前訪視是手術室護理的一個新課題袁 也是手

術全期護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袁 術前一天由巡迴護士
到患者所在科室進行訪視遥 護士首先翻閲患者的病
歷袁全面瞭解患者的病情尧旣往史尧過敏史及術前各
種檢查結果袁向病房護士瞭解患者的護理計劃袁收集
相關資料袁制定手術室相應的護理計劃遥 護士與患者
面對面交流袁首先自我介紹袁讓患者感到親切自然袁
逐一介紹手術室的環境尧手術的目的尧方法尧簡要手
術過程尧手術體位袁以便患者更好地配合手術袁而後
進行術前宣敎袁如術前保證充足的睡眠尧禁食尧禁飲
的原因尧去除義齒袁不要帶貴重物品進入手術室袁術
前需要精神放鬆袁介紹緩解思想緊張的方法院如深呼
吸尧聽音樂尧和親人交談等方法袁讓患者在最佳心理
狀態下手術遥

實施人性化服務 提陞手術室護理質量

惠安縣中醫院 柯淑蘭

護遥 嚴密觀察血壓尧心率及心電圖的變化遥 根據血流
動力學監測調節輸液量尧藥物性質及補液速度袁糾正
水尧電解質失衡袁防止並發症的發生遥 渊2冤大量飲用鮮
蘆根水尧西瓜汁袁可達到清暑生津的作用遥 渊3冤飲食以
清淡流質爲宜袁入炒米粥湯尧藕粉湯尧緑豆湯等遥
2 熱入營血分

護理要點院護理要點院患者神志從嗜睡尧半昏迷
到完全昏迷袁如不及時用藥袁會發展到亡陰亡陽袁直
至陰陽離決袁津氣欲脫袁要注意做好對症護理袁以防
虛脫遥
2.1 退熱降溫 除降低室溫等措施外袁應急時採用全
身冰水擦浴或浸浴及其他綜合降溫措施遥 補充津液
用靜脈輸液袁鼻飼藥液及流質遥 爲助散熱袁可用冷鹽
水結腸灌洗遥 如有便秘袁應先通便袁後用冷萊菔子水
灌腸袁以助腑氣通順遥
2.2 促使昏迷患者甦醒 爲促使昏迷患者甦醒袁可針
刺人中尧合谷尧十宣尧涌泉等穴位袁用強刺激手法遥
2.3 抽搐患者應用安全帶保護袁防止墜床遥 爲避免患
者抽搐發作時咬破舌頭袁 或舌向後阻塞呼吸道而引
起窒息袁可將包裹紗布的壓舌板置患者上下齒之間遥
2.4 留置導尿管 測每小時尿量袁觀察腎功能情况遥
2.5 其它 嘔吐或吐血患者袁應及時吸引袁防止窒息袁
呼吸困難者袁及時給氧袁並準備氣管揷管或氣管切開
用物遥 嚴密觀察體溫尧脈搏尧呼吸尧血壓尧瞳孔變化及
對光反射情况遥 如有休克症狀袁要及時搶救治療遥
3 暑濕燻蒸

護理要點院濕爲粘膩之邪袁纏綿難治袁郁久易於

化熱袁與暑熱相結袁邪不易去袁熱不易退袁故護理時應
注意採取祛濕措施遥 如室內通風袁物理降溫等措施遥
4 調理飲食
4.1 夏日宜當服用西洋參袁以提神醒腦尧生津止渴尧調
節平衡袁可以提高機體的免疫功能袁是進補強身的上
佳之選遥
4.2 宜進補苦味食物袁針對夏日高溫尧多雨的氣候特
點袁適當進補苦味的食物如苦瓜遥
4.3 攝生宜補鉀 夏日高溫季節袁易出汗袁傷津液遥 致
使體內丢掉一部分水分尧 鹽尧 和一定量的微量元素
鉀遥適量補鉀能令人精力奮發遥補鉀尙能制止高血壓
對動脈壁釀成的機械損傷袁 降低高血壓患者中風的
發生率遥 故飲食上多吃富含鉀的食物如黃豆尧菠菜尧
海帶尧牛乳等食物遥
5 健康敎育及預防保健

中暑是物理因素性疾病袁應以預防爲主袁加強健
康敎育宣傳袁使人們瞭解中暑的有關知識袁增強自我
防護意識袁積極鍛煉身體袁保證休息和睡眠袁提高機
體耐熱能力袁尤其酷熱時應避免過度勞累遥 其中醫預
防保健方法有院
5.1 刮痧祛暑氣袁以疏通經絡袁調整臟腑袁運行氣血袁
以達到機體平衡狀態遥
5.2 針灸重建人體平衡袁針灸可高動經絡潜能袁重建
人體平衡袁還能達到瘦身效果遥
5.3 拔罐除濕氣袁拔火罐是傳統中醫外治方法袁適用
于痰濕尧濕熱尧風寒體質人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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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援2 術中關懷
在手術患者進入手術間前30分鐘袁 調節好室內

溫度22-24益袁濕度40-60%遥 當手術患者送至手術室
門口時袁巡迴護士再次三查七對袁核對無誤後袁陪同
患者進入手術間遥 巡迴護士像老朋友一樣主動與患
者打招呼袁在交談溝通的基礎上做好術前準備工作袁
開放靜脈通路袁協助患者擺好麻醉體位袁做好心理護
理袁使其焦慮和恐懼降至最低程度遥 當患者進入麻醉
狀態時袁護士應給予周到的關懷袁嚴密觀察患者的生
命體徵變化袁注意心電監護袁保持靜脈通暢袁備好各
種搶救藥品和搶救用物遥 對於清醒的患者袁護士應及
時用肢體語言來安慰尧鼓勵患者袁當涉及其病情尧隱
私尧家庭等問題時應避而不談袁保持其自尊心袁術中
患者有時會因牽拉內臟等原因而噁心尧嘔吐袁護士應
安慰患者袁吿訴其深呼吸袁頭偏向一側袁防止窒息袁拉
住患者的手袁使其感到一種鼓勵和心理暗示袁有些患
者對於疼痛特別敏感袁生理上出現不良的應激反應袁
我們通過播放音樂袁轉移注意力袁放鬆情緒袁使疼痛
耐受性增高袁 讓患者在柔和美妙的音樂中享受人性
化服務遥 當患者進入麻醉甦醒期時袁護士應站在患者
的頭旁袁用手撫摸患者的額頭袁親切的呼喚其名字袁
促使患者早日清醒袁待患者完全清醒後袁手術室護士
與麻醉師送其到病房袁並向病房護士交班遥
1援3 術後眞情探視

患者經過手術後袁尤其是大手術的患者袁他們渴
望知道自己的手術效果袁 由於身體組織受到不同程
度的損傷袁 體驗到傷口的疼痛袁 産生焦慮不安的心
情遥術後第2-3天對患者進行探訪袁詢問切口疼痛尧癒
合情况袁腸蠕動恢復情况袁肢體血運尧活動尧腫脹情
况袁有無壓瘡及其他手術並發症等遥 同時就患者的不
適給予適當處理袁安慰和解釋袁用讚揚性語言表揚他
戰勝恐懼袁配合手術遥 瞭解患者手術中的感受及對手
術效果的評價以便改進服務遥 發放野愛心卡冶袁祝早日
康復遥
2 手術醫生的人性化關懷

我科在對患者實施人性化護理的同時袁 對手術
人員也實施人性化管理袁 手術前一天巡迴護士查看
手術通知單袁主動打電話給主刀醫生袁詢問有沒有特
殊要求袁並做好一切手術用物的準備袁手術當日袁爲
手術醫生提供良好的手術環境院乾凈整潔手術衣袁溫
水洗手袁舒適尧暴露良好的手術體位遥 洗手護士自覺尧
主動尧迅速尧及時調節燈光袁並幫助手術人員揩去汗
滴遥 醫護密切配合袁保證手術順利進行遥
3 護士長的人性化管理

3援1 營造和諧溫馨的科室環境
如果要求護士對患者做好如親人般的關懷袁那

么護士長也應重視對護士實施人性化管理遥 如護士

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時袁護士長便對其進行思想引導袁
幫助她們走出困境曰護士生病時袁給予電話安慰或上
門看望曰護士生日時袁送上蛋糕表示祝賀等遥 讓護士
處處感到家庭般的溫暖袁 並將感動的良性情緒循環
帶到工作中袁讓人性化關愛得到延伸和升華遥
3援2 建立以人爲本的管理體系
3援2援1 合理排班袁處理好個人與集體的關係院實行彈
性排班袁不將日工作時間定爲8小時袁而是以手術佔
用時間爲依據袁完成手術後護理人員即可下班袁手術
多時袁安排休息的人上班袁手術少時即把休息時間補
給她們袁使護士最大限度地參與工作時段的安排袁兼
顧個人與集體雙方的需要遥
3援2援2 有針對性的安排工作袁發揮護士潜能院根據不
同護士的特點發揮長處袁安排工作袁相對固定專業袁
使護士各有所長袁熟悉專科手術步驟袁熟悉專科醫生
手術習慣袁避免因護士業務能力不強導致的風險袁突
出手術護士清尧細尧快尧急的特點遥 野清冶就是手術室護
士對手術檯上的物品藥物一定要清楚袁 手術步驟要
熟悉遥 野細冶即手術室護士對手術過程中觀察病人一
定要仔細袁 對手術中所有物品尧 藥物一定要過細遥
野快冶即手術中病情有變化袁甚至發生意外袁如手術出
血較多尧休克尧心跳驟停等袁作爲手術室護士動作要
快遥 野急冶即手術室護士應急能力要強袁業務技能要
強袁做事動作要麻利袁反應要靈敏遥
3援2援3 人性化處理具體問題袁保障護理安全院手術本
身是一種侵入性的操作袁 每一步操作都是確保手術
成功的保證袁 護士在任何一個環節上出現過失或差
錯時袁都有可能導致手術的失敗袁從而導致手術醫生
的煩惱尧沮喪袁甚至喪失信心袁因此護士長可應用護
理危機管理的及時主動原則袁在第一時間到達現場袁
集中一切能夠利用資源解決危機袁 理解並不過分指
責當事者袁 勇于承擔護理管理中的不足袁 不推卸責
任袁如手術當中物品清點不清渊如縫針彈丢尧紗布數
目不清冤時袁護士長應親臨現場袁在尋找的同時袁幫助
其回憶每個操作情節袁視情况作出決策袁解決問題袁
過後幫助其分析原因袁給予幫助遥 如遇手術中物品不
齊全或不合適時袁 應先解決問題袁 保證手術順利進
行袁過後再找責任遥 如出現手術中與醫生發生矛盾袁
護士長要及時到位袁從患者角度出發袁合理解釋袁使
其相互理解並化解矛盾袁提出建議遥
4 結果

實施野人性化服務冶提高護士素質袁人性護理是
一門藝術袁是以野關愛生命袁關愛患者冶爲主題袁將關
心和關愛作爲護理的核心思想袁 在護理實踐工作中
得以彰顯遥 通過術前尧術中和術後野人性化服務冶袁有
助于估計病人的需求和焦慮袁並據此作出護理計劃袁
減少術後的並發症遥 同時密切了護患關係袁提高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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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臨床資料

患者尧女袁48歲袁診斷中下段食道癌袁擇期手術袁
行二切口高位吻合胃代食管術後2周恢復良好出院袁
至第3周出現胸悶尧心慌尧溢出性嘔吐袁平均日嘔吐量
爲1450ml袁並有明顯的酸臭味袁2天後出現氣促尧呼吸
困難袁全身衰竭表現再次入院袁經X線檢查袁發現大量
胸腔積液尧積氣袁上消化道造影檢查袁胃擴張袁胃穿
孔袁幻影葡胺造影劑流入胸腔袁胃不蠕動遥 胃鏡檢查
通過吻合口及幽門順利袁無梗阻表現遥 給予禁食尧持
續胃腸減壓尧行胸腔閉式引流袁引出膿性引流液袁根
據藥敏進行抗感染藥物治療袁 並在胃鏡下放置鼻空
腸營養管袁進行胃腸內外營養支持袁保證熱卡袁維持
水尧電解質尧酸碱平衡袁于一個月後袁胃穿孔癒合袁胸
腔引流管無氣體和液體流出袁夾管48小時後無胸悶尧
氣促袁呼吸平穩袁胸部X線胸腔無積液尧積氣袁拔除引
流管遥 此後胃癱症狀反復發作袁配合中藥灌腸及針刺
等綜合治療和護理6個月後症狀緩解遥
2 治療
2.1 一般治療院消除患者緊張情緒袁禁飲食袁持續胃腸
減壓袁注意水尧電解質及酸碱平衡袁特別注意糾正低
鉀袁維持正氮平衡袁給予靜脈營養支持袁溫鹽水每日3
次洗胃等袁並在胃鏡下放置空腸營養管至空腸袁灌注
流質飲食遥 胸腔閉式引流袁胸腔導管注入敏感抗菌素
及全身用藥遥
2.2 西藥治療院胃復安10mg/次袁2次/d袁肌注曰西沙必
利5mg袁營養管注入3次/d遥
2.3 按醫囑給予大承氣湯灌腸院 先煮枳實尧厚樸袁後
入大黃袁最後入芒硝遥 取濃汁200ml袁作保留灌腸約
20-30分鐘袁 每次量約100 ml袁 經4小時後可再作1
次遥
2.4 請理療科會診配合針灸療法院取穴院中脘尧足三
里尧內關尧三陰交等穴遥 常規消毒後袁採用0.35mm伊
40mm毫針針刺袁得氣後袁通以電針袁中等強度刺激袁
以患者能耐受爲度袁留針30min袁1次/d遥

3 護理
2.1 心理護理 由於胃癱恢復緩慢尧 持續時間長尧病
情反復尧經濟上的困難等因素袁同時長期留置胃管及
各種引流管所帶來的種種不適袁 病人及家屬難免産
生焦慮尧恐懼和擔憂袁會影響治療效果遥 我們根據病
人的心理狀態袁動態尧連續地進行心理干予遥 首先穩
定患者和家屬情緒袁根據具體情况袁將發病的原因尧
影響因素尧治療方法及預後吿知患者袁使之能夠面對
現實袁 堅信只要能積極配合治療袁 一定能夠戰勝疾
病遥 同時使其認識到長期留置管道的重要性袁耐心細
緻地做好病人的思想工作以取得病人的積極配合遥
2.2 胸腔閉式引流護理 患者取半臥位袁利于引流和
呼吸遥水封瓶須低於胸腔60cm以上袁以防液體倒流入
胸腔遥 根據藥敏試驗按醫囑定時從胸導管注入抗菌
素袁注藥時暫停引流2小時遥 保持引流管通暢袁密切觀
察引流液的量尧顔色尧性質尧水柱波動情况袁嚴格無菌
操作袁擠壓引流管時注意將引流管下端捏緊袁防止瓶
內液體回流至胸腔造成逆行感染遥 鼓勵患者深呼吸
和有效咳嗽及排痰袁遵醫囑予以霧化吸入袁使痰易於
咳出袁促進肺的擴張遥
2.3 腸內營養護理 禁食袁同時行胃腸減壓袁使胃得
以休息遥 以溫鹽水每日3次洗胃袁可減輕吻合口及胃
粘膜的水腫;並注意觀察記録引流液的質和量袁注意
觀察噁心尧嘔吐頻率尧嘔吐量尧性質尧腸鳴音尧胃部振
水音等袁以瞭解胃排空情况遥 保持胃管引流通暢袁每
2h抽吸1次袁根據病情確定放置胃管的時間袁一般胃
管引流液<200ml/d袁無噁心嘔吐等袁即可拔除胃管遥
做好留置鼻空腸營養管的護理袁 妥善固定保證營養
管過幽門口20耀30cm處袁營養液注入前後以溫開水冲
洗袁保持通暢遥 腸內營養第1天以5%葡萄糖氯化鈉液
500ml分次注入以適應袁以後根據情况清淡富營養的
流質袁定時監測血尧尿尧生

1例食道癌手術後胃癱綜合徵並發胸腔胃穿孔的中西醫治療和護理體會

德化縣中醫院 鄭素雲

人的滿意度袁增強了醫護間的合作袁我科護理人員通
過人性化護理服務的探索和實踐袁 體會到護理職業
的眞諦袁護理工作獲得患者及家屬的贊譽袁科室整體
服務質量提高遥 術前訪視覆蓋率98%袁患者滿意度從
85%上昇到99%以上袁3年多來袁未發生過一起醫療護
理事故及投訴尧糾紛遥 同時實踐也使我們認識到袁只

有不斷的開拓創新袁發掘人性化護理服務的新途徑尧
新思路袁才能使其持續改進袁日臻完善遥

渊作者簡介院柯淑蘭袁女袁出生於1965年9月袁2003年7月畢

業于福建醫科大學護理專業曰主管護師袁惠安縣中醫院手術室

護士長遥 聯繫電話院13505070363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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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整體護理是護理工作的一項改革袁 護理已
從執行醫囑爲中心的護理袁 發展到以病人爲中心的
身心整體護理我們在開展整體護理的同時努力突出
中醫特色袁實行辯證施護遥 幾年來的實踐使我們體會
到整體護理與辯證施護是密切相關的遥 並從理論與
實踐的結合上有所提高遥
一尧掌握中醫整體觀袁搞好整體護理遥

中醫學的基礎特點是整體觀念遥 中醫學非常重
視人體本身的統一性尧 完整性及其與自然界的相互
關係遥 人的精神狀態對疾病的發生發展與治療有很
大的影響遥 野喜尧怒尧憂尧思尧想尧恐尧驚冶七情是人體對
客觀事物的反應袁 其刺激超過了機體的耐受限度就
可導致機體的陰陽失調袁臟腑功能紊亂袁不同的情志
變化對臟腑有不同的影響遥 我們在護理工作中注意
抓住病人的心理活動袁重視做病人的心情護理遥 如曾
經遇到1例肝陽上亢型的眩暈病人袁雖然醫生對其進
行精心治療袁理清方藥對症遥 我們邊進行了中醫的常
規護理袁但病情時好時壞袁血壓始終降不下來遥 通過
責任護士深入瞭解和促膝談心袁 方知患者家庭矛盾
激化袁精神狀態欠佳袁情緒不穩定遥 根據這一主要矛
盾袁我們深入細緻地做了患者及家屬的思想工作袁反
復向患者宣傳經常動肝火將對疾病造成嚴重後果袁
造成不能因家里一些小事情生氣動怒袁 改變暴躁的
性格遥 除了藥物治療以外袁要保持心情舒暢袁才能穩
定血壓袁不再發病遥 病人對我們的宣傳和勸吿感到非
常親切袁情緒逐漸好轉袁隨之血壓也逐漸下降袁病癒
出院遥

自然界的運動變化袁 均能直接和間接影響到人
體引起體內氣血經絡尧臟腑陰陽的變化袁這種變化如
果超過了正常的生理範圍袁即可發生疾病遥 自然界的
氣候可概括爲風尧寒尧暑尧濕尧燥尧火六種遥 對這六種氣
候的正常變化袁 人體具有調節的能力袁 不致引起疾
病袁但氣候並常變化或人體抵抗力低下時袁就可能成
爲致病因素遥 所以我們在臨床護理中注意做好病人
的六淫護理遥 如祖國醫學認爲慢性肺心病與肺尧心尧
脾尧腎四臟有密切關係遥 我們知道肺同呼吸與外界相
連遥 在正虛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外邪渊外感六淫冤的
侵襲袁如果外邪反復侵襲袁咳嗽尧咳痰就愈加嚴重袁久
咳傷肺袁肺氣受損袁於是肺失肅降袁肺氣上逆袁出現咳
嗽袁倚息不得臥等症遥 對肺心病的患者袁我們應重視

其野六淫護理冶防止病人反復受六邪侵襲袁另一方面
開展氣功尧太極拳等體育活動袁飲食上增加營養袁使
病人增強體質袁提高機體對六邪的抵抗力遥

我們認爲一般護理常規中對生活環境尧 病重的
溫度尧濕度尧光線尧通風等各方面要求與中國的野六淫
護理冶要求是相互一致的遥 舉例説野痹證冶病人的護
理袁野痹證冶分風尧寒尧濕及熱痹尧風痹病人袁我們要掌
握風善行而數變袁護理上避免風邪侵襲曰寒痹病人明
確了寒盛則痛袁護理上避免寒邪侵襲袁同時要保暖袁
溫經散寒袁疏通經絡曰濕痹病人要牢記濕盛則腫袁護
理上避免濕邪侵襲袁室內宜干不宜潮袁通風要良好曰
熱痹病人熱盛則沸袁 護理上避免熱邪熾盛袁 室溫適
當遥
二尧發揮中醫特色袁提高整體護理質量遥

祖國醫學有着非常悠久的歷史袁 是我國勞動人
民幾千年來同疾病作鬥爭的極爲豐富的經驗總結遥
現在我們從制訂護理常規書寫辯證護理病歷到臨床
處理病人袁基本上用中醫理論和技術操作袁並且得出
了一個結論遥 要提高整體護理質量袁必須努力發揮中
醫特色遥

在制定辯證施護時袁我們把野七情護理冶野六淫護
理冶飲食宜忌等中醫比較重視的護理內容加進去袁書
寫交班報吿或護理病歷時我們把中醫的望尧聞尧問尧
切尧病因病機尧主證分析袁辯證分型遥 辯證施護的內容
一一寫上遥 以前我們臨床上很少開展中醫技術操作袁
現在我們經常開展針灸拔罐尧中醫燻洗尧中藥灌腸尧
穴位按摩等袁從中也掌握了一絲甜頭遥 年近花甲的男
性患者袁因中風後遺症入院袁病人語言不利尧行動不
便袁 除了服中藥外還經我們每日精心的護理和針灸
治療袁使他病情迅速得到好轉遥 另一男性患者袁因失
眠入院袁我們在給病人處置過程中沒用安眠藥袁每日
用針灸使患者增加了睡眠時間遥 三叉神經痛的男性
患者經過針灸袁難忍的疼痛奇迹般的消失了遥 我們對
傳統的保留灌腸用開放式點滴進行點滴式灌腸袁延
長了藥物在腸內的保留時間袁 提高了療效遥 除此之
外袁 我們給便秘病人用番瀉葉代茶飲等都取得了可
喜的效果遥 患冶老年肩野的男性病人袁因肩關節疼痛有
時半夜痛醒再無法入睡袁經過我們護士的按摩治療袁
很快減輕了疼痛袁夜眠平穩遥

如上所述袁 辯證施護的落實需要護士付出辛勤

淺談整體護理與辯證施護

安溪縣中醫院內兒科 蘇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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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勞動遥 反過來袁這也是我們責任護士能夠得到病人
的信賴尧依靠和尊重的關鍵所在遥 爲此責任護士必須
具有獨立工作能力袁熟練的技術操作水平遥 在我們內
科病房的責任護士不僅僅是單純的執行醫囑袁 而是
在很大一個程度上用中醫理論去指導整個護理工

作遥 總之袁中醫整體護理袁必須突出中醫特色袁實行辯
證施護袁而辯證施護提高了護理質量遥

(作者簡介院蘇美麗袁女性袁1962.11月出生袁畢業于晉江地

區衛生學校袁安溪縣中醫院內科護士長袁副主任護師遥 電話院
0595-26007057曰0595-23287898)

小兒腦性癱瘓屬祖國醫學的 野五遲冶袁野五軟冶範
疇遥 目前中西醫對本病的治療效果不夠理想袁我們採
用針刺及藥物療法對經確診300例的小兒腦癱進行
針刺治療袁取得了較理想效果袁總結如下院
1 一般資料

300例患兒均爲先天性腦癱袁故其病程與年齡是
一致的遥 輕型197例袁重型103例袁300例患兒中男186
例袁女114例袁年齡最小的2歲袁最大12-13歲遥
2 臨床表現

一般表現爲發育遲緩袁坐尧立尧行尧語均較同齡正
常兒童遲緩袁手軟不能握拳袁足軟不能站立袁肌肉鬆
弛袁活動無力袁言語欠清或不語甚則頭頸軟弱傾斜尧
形體瘦小尧口角流涎尧神情獃滯尧斜視袁臨床檢查可見
受累肌肉萎縮肌張力增高袁 尤以內收肌明顯袁 肌力
差袁肌腱反射亢進袁有的則伴有不自主和無目的手足
智力低下遥
3 治療方法

祖國醫學認爲小兒的生長髮育袁全賴先天腎氣袁
而後天之精又賴後天水谷精微的充養袁 因此小兒腦
癱的治療袁當以補先天腎氣及後天脾胃中氣爲主袁並
結合臨床表現援辯證治療靈活選穴遥
3.1 藥物治療院川芎嗪40mg袁穴注院百會尧三陰交尧足
三里渊雙側冤腎兪渊兩側冤援兩組交替穴位注射袁每日一
次袁共10d爲一療程遥
3.2 針刺方法院智力低下者選百會尧風池袁頭頸軟癱者
選天柱尧大椎袁上肢癱瘓者選肩髃尧曲池尧外關尧合谷袁
下肢癱瘓者選環跳尧伏兔尧足三里援腰部軟癱者選腎
兪尧腰陽關袁關肘關節內旋者選手三里袁腕下垂者選
外關尧陽溪袁指關節曲屈不利者選合谷透後溪袁足踝
內翻者選絶骨尧承山袁足踝外翻者選三陰交尧太溪袁足
掌下垂者選解溪尧商丘袁抽筋者選陽陵泉尧太冲尧食慾
不振者選足三里袁公孫袁失語或語言不清者選啞門尧
廉泉袁不留針袁每12d爲一個療程袁每療程結束後休息
一個月袁最短者不滿一個療程援一般1耀2個療程袁每日

一次袁針刺以補法爲主遥
4 療效標準
4.1 臨床治愈院腦癱肌體和智力恢復正常遥
4.2 顯效曰癱瘓肌體功能基本恢復袁但肌體一些部位
仍欠靈活遥
4.3 好轉院經上述治療袁頸軟尧腰軟尧斜視尧語言基本恢
復袁但步履欠穩遥
4.4 無效院經上述治療3個月袁症狀體徵未見明顯改善
者遥
5 治療結果

300例腦癱患兒經上述方法治療臨床治愈89例袁
顯效率95例袁好轉91例袁無效25例袁總有效率91.7豫袁
療效與病情程度有一定的關係袁 輕型的患兒療效明
顯高於重型遥
6 護理觀察體會

首先要掌握小兒的特點袁態度要和藹袁動作要輕
柔袁以消除小兒的恐懼心理而獲得合作援並要有高度
的責任心袁 必須耐心和細緻説服患兒和家長樹立信
心袁堅持治療遥 根據祖國醫學理論袁本病多屬於先天
之氣未充袁後天哺養失宜所致袁腎藏精袁主骨生髓爲
生長之本袁腎虧則精夭袁骨弱髓不充袁發育遲緩曰脾爲
後天之本袁氣血生化之源袁主肌肉尧四肢尧口唇遥 後天
不足袁陰氣不充袁故四肢痿軟無力袁肌肉鬆弛遥 據此理
論袁我們首先從調養先天袁補肝腎入手袁腎主骨袁肝主
筋袁取腎兪尧太溪尧絶骨尧陽陵泉等穴袁以達到塡精益
髓強壯筋骨的作用袁並且同時注意調養後天之本遥 以
脾胃經爲主袁取多氣多血的陽明經腧如足三里尧三陰
交袁使氣血充沛濡養筋骨肌肉遥 除選用四肢穴位外袁
同時也採用督脈的穴位如百會尧大椎尧身柱尧腰陽關
等袁因督脈爲陽脈之海袁可調十二經及全身陽氣袁督
脈貫脊入腦袁大腦爲野元神之府冶爲精神活動的中樞
所在袁故針刺督脈諸穴袁可醒腦開竅袁調理氣血袁強壯
體質遥 對失語及語遲患兒則重在調心氣袁 心氣通于
舌袁舌爲心之苗袁故取心經絡穴通理以調心氣袁標本

體針治療小兒腦癱的臨床觀察及護理體會

林娜潤

渊福建省安溪縣中醫院袁福建 安溪 3624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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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袁以取得較滿意的治療護理效果遥
(作者簡介院林娜潤袁女性袁1973年2月出生袁1993年7月畢

業于安溪縣衛生職業學校袁 安溪縣中醫院針灸康復科副護士

長遥 電話13959977200袁電子郵箱院linnr@foxmail.com)

胃脘痛是指上腹部近心窩處發生疼痛的病症袁
在臨床上較爲常見袁 相當于現代醫學的急尧 慢性胃
炎尧胃十二指腸潰瘍等疾病遥 多因飲食失調尧勞累受
寒尧情志不暢尧過食生冷或飲酒過量等而引起胃腑損
傷袁導致胃脘疼痛袁纏綿不愈遥 胃脘痛由於病因不同
又有寒熱尧虛實尧氣滯尧血瘀之分曰臨床上根據發病原
因及臨床症狀進行細心觀察袁全面分析袁正確辨證袁
採取中西醫結合的方法對胃脘痛患者實施相應的護
理措施遥 本科就2009年10月~2010年6月對90例胃脘
痛患者從飲食尧給藥尧情志以及結合辨證實施護理袁
取得良好效果遥 現報吿如下院
1 臨床資料院我科自2009年10月~2010年6月袁共收
住胃脘痛病人90例袁其中男性52例袁女性38例袁年齡
最小8歲袁最大73歲遥 食滯型14例袁氣滯型27例袁脾虛
濕熱型23例袁血瘀型11例袁脾胃虛寒型15例遥
2 臨床護理院
2尧1 一般護理院
2尧1尧1 注意觀察患者疼痛的部位尧性質尧時間與飲食
的關係袁嚴格觀察嘔吐物及大便的性狀袁以便及時瞭
解病情的進展轉歸遥
2尧1尧2 注意觀察患者的生命體徵尧面色尧舌象尧脈相
等變化袁觀察有無穿孔尧出血等並發症袁及時發現及
時處理袁有出血傾向者應隨時注意血壓變化曰注意觀
察嘔吐物尧 大便顔色及量等變化袁 必要時記録出入
量遥
2尧1尧3 在急性期應臥床休息袁取舒適臥位袁注意皮膚
的護理袁飲食前後應漱口袁注意飲食衛生遥
2尧1尧4 對於胃脘痛的病人加強飲食調護尤爲重要袁
飲食應定時尧定量曰以軟尧爛尧熱尧清淡曰富有營養的易
消化食品爲適宜曰以少食多餐爲原則遥 疾病過程中根
據病情好轉程度再逐漸進食袁 以粥尧 羹之類飲食爲
宜袁細嚼慢嚥袁逐漸增加曰食物冷熱尧溫度要適宜袁忌
食生冷尧辛辣尧油炸尧酒類尧濃茶及零食袁以避免飲食
不當誘發胃脘痛復發曰但大出血者應禁食遥
2尧1尧5 給藥護理院胃脘痛病變部位在胃袁適當的服藥
方法袁能使藥物直達病所遥 否則袁增加了胃腸負擔而
起不到應有的療效袁一般空腹服藥爲宜袁這樣能使藥
物直接作用于病變部位袁 從而更好的發揮治療作用

中西藥合用要注意配伍禁忌遥 另外袁 虛症湯劑宜久
煎尧熱服曰實證湯劑宜涼服曰補益藥尧健胃藥宜飯前
服曰服藥後觀察服藥反應遥
2尧1尧6 情志護理院胃脘痛常反復發作袁病程較長袁患
者易産生急躁尧緊張尧恐懼及悲觀的情緒袁且可能加
重病情曰應耐心解釋病情袁及時給予精神安慰袁做好
開導工作袁幫助病人消除緊張尧恐懼等不良情緒的影
響袁使患者保持樂觀情緒袁怡悅開懷力戒嗔怒使氣血
流暢袁增強脾胃功能遥
2尧2 辨證施護院
2尧2尧1 食滯型院 多由飲食不節袁 暴飲暴食使脾胃受
損袁食滯于胃不能腐熟袁導致胃氣不和袁中焦氣機受
阻袁滯而不通袁不通則痛袁腹脹袁噯氣酸腐袁或嘔吐積
食袁吐後痛減袁不思飲食或大便不爽曰舌苔厚膩袁脈
滑遥護理上應以消食導滯袁和中止痛爲原則遥暫禁食袁
必要時刺激咽部引吐袁以達到消除胃內積滯的目的袁
緩解後亦當節食袁不宜過飽袁食易消化尧清淡的軟素
食遥 如山楂尧面線等半流質飲食袁忌暴飲暴食及肥甘
厚味煎炸尧辛辣刺激之品遥
2尧2尧2 氣滯型院多因精神抑鬱袁情志不暢袁勞累過度
致肝郁氣滯袁升降失調袁郁久生熱而致遥 症見胃脘脹
滿袁痛引兩肋袁噯氣噯腐頻作袁或伴嘔吐袁大便不暢曰
苔薄白袁脈弦遥護理上應疏肝理氣袁和胃止痛遥因本病
與精神情緒有關袁惱怒誘發或疼痛加重袁故應加強精
神護理袁及時做好心理疏導袁消除郁怒尧煩惱袁避免不
良情緒刺激袁使患者保持情緒穩定袁心情舒暢袁積極
配合治療遥 力戒憂思惱怒袁防止惱怒氣滯袁傷肝而誘
發或加重胃脘痛遥 飲食宜清淡疏利曰多食大蒜尧蘿蔔尧
洋葱尧柑橘等曰忌土豆尧南瓜尧紅薯等食品遥禁酒遥注意
口腔衛生袁胃酸過多者袁可給予鹽水漱口遥
2尧2尧3 脾虛濕熱型院症見胃脘脹悶疼痛袁納獃便溏袁
舌紅尧苔薄膩袁脈滑數袁護理上應以清熱化濕袁理氣止
痛爲原則袁此證易並發吐血尧便血袁忌動怒及燥烈之
品遥 飲食宜清淡袁忌油膩甜食袁以免粘滯尧濕留不去遥
藥宜涼服曰腹痛時針足三里尧氣海尧中脘尧胃兪袁但忌
用灸法遥
2尧2尧4 血瘀型院症見胃脘刺痛袁拒按袁痛處不移袁食後
痛甚袁入夜痛甚曰或見嘔血尧便血尧舌質紫暗或有瘀

淺談胃脘痛中西醫結合護理的體會

惠安縣中醫院 李惠瓊 張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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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間盤突出症是因椎間盤變性袁 纖維環破裂
髓核突出刺激或壓迫神經根尧 馬尾神經所表現的一
種綜合症遥 是腰腿痛最常見的原因之一袁以腰4-5袁腰
5-骶1椎間隙發病率最高袁多發于20-50歲年齡袁男性
多見于女性遥

一尧 病因

1. 椎間盤退行性變是基本因素遥
2. 損傷院積累傷力是椎間變性的主要原因袁也是

椎間盤突出的誘因遥 積累傷力中袁反復彎腰尧扭轉動
作最易引起腰椎間盤損傷袁 所以本症與某些職業及
工種有密切關係遥

3. 妊娠遥
4. 遺傳因素遥
二尧 臨床表現

渊一冤 症狀院具有慢性及反復性遥
1. 腰痛院多爲逐漸加重的隱痛袁亦可爲劇烈的疼

痛遥
2. 坐骨神經痛院由下腰部至臀部尧大腿後側和小

腿外側直到足部的放射痛袁多爲單側袁少數爲雙側遥
一切增大腰壓的動作均可使疼痛加劇袁 如咳嗽尧大
笑尧噴嚏遥 其原因院化學性疼痛尧自身免疫性疼痛尧缺
血性疼痛尧水腫加重疼痛遥

3. 嚴重者有馬尾神經受壓的症狀院大小便障礙袁
鞍區感覺異常遥

渊二冤 體徵
1. 棘突間及椎旁局限性壓痛尧叩痛及放射痛遥
2. 骶棘肌痙攣遥

3. 腰部活動受限袁以前屈最爲明顯遥
4. 直腿抬高試驗及加強試驗陽性遥
5. 感覺尧運動及腱反射改變遥
6. 脊椎側凸遥
渊三冤 主要檢查
1. X線檢查院不能確診椎間盤突出症袁但可排除

有無其他骨病袁其早期表現爲腰椎生理前凸消失袁脊
椎側凸曰晩期表現爲椎間隙尧椎間孔狹窄袁骨髓增生遥

2. CT尧MRI檢查院可確診遥
3. 肌電圖檢查遥
三尧 治療院分爲非手術治療和手術治療遥 我院針

灸科主要採取非手術治療袁療效較佳遥 現介紹幾種我
院針灸科的保守治療方法遥

1 針刺療法院主要取穴有腎兪尧大腸兪尧委中尧環
跳尧陽陵泉遥 虛寒着加關元遥 向下放射痛袁加絶骨尧委
陽尧承山穴遥 配合電針治療儀遥 可達到止痛尧消腫作
用遥

2 艾條灸法院取關元穴袁用艾條灸30-60分鐘遥有
壯陽補氣的作用袁適用于陽氣弱及虛寒者遥

3 拔火罐法院在腰椎兩旁取腎兪穴袁時間爲5-10
分鐘袁可起到溫通經絡袁祛濕逐寒袁行氣活血袁止痛消
腫的作用袁適用于濕熱型及風寒型者遥

4 骨盆牽引院適用于早期發病的病人袁包括床邊
牽引尧電腦自動牽引床尧三維牽引床三種遥 其作用可
使椎間隙增大袁 減低其內部壓力袁 縮小或還納突出
物袁減輕疼痛遥

床邊牽引法院要抬高床尾15毅角袁牽引的重量約

腰椎間盤突出症的保守治療及護理體會

哈少鴻 郭玉英 歐陽永好

渊泉州市中醫院袁362000冤

斑袁脈弦澀遥 護理上應以活血化瘀袁通絡止痛爲原則遥
應注意臥床休息袁暢情志袁和氣血曰飲食宜細軟袁少量
多餐袁忌堅硬食品及煎尧烤尧炸等燥烈破血袁肥甘粘
滯袁生冷瓜果之品袁以防動血燥血袁滯氣礙血曰吐血尧
便血者應暫禁食遥 另外應注意保持大便通暢遥
2尧2尧5 脾胃虛寒型院 症見精神不振袁 面色萎黃或晄
白袁胃脘痛喜按喜熱飲袁痛甚時肢冷便溏袁舌淡苔薄
白袁脈沉細無力遥 護理上應以溫脾健胃袁散寒止痛爲
原則遥 宜熱食袁常食姜尧葱尧胡椒尧花椒等袁忌生冷瓜
果曰注意保暖袁防止受涼袁必要時可給熱水袋熱敷胃
脘部曰或神闕尧足三里尧中脘穴位隔姜艾灸遥 飯後應當
休息袁不宜過勞遥

3 體會院胃脘痛因病因不同有寒熱尧虛實尧氣滯尧血
瘀之分袁在臨床上各有特徵曰我科根據該病的特點通
過對90例胃脘痛患者的觀察袁 在臨床中注意患者的
面色尧舌象尧脈象尧疼痛的性狀等情况曰全面分析尧辨
明本病的病機特點袁選擇恰當的護理措施袁發揮中醫
辯證施護特色袁把辯證施護貫穿在護理全過程袁配合
相應的飲食護理尧給藥護理尧情志護理等曰中西醫結
合袁融會貫通袁療效顯著遥

渊作者簡介院李惠瓊袁女袁1970年8月出生袁1989年7月畢業

于泉州衛校護理專業袁2006年8月西南大學心理學專業本科畢

業袁惠安縣中醫院胃鏡科主管護師遥 電話 15396686628曰電子

郵箱院1972304660@qq.co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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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kg遥 持續約2周遥
電腦自動牽引床院讓病人置牽引床上袁腰部用牽引帶
固定好袁然後用吊鈎將牽引帶與機身連接袁按下功能
鍵袁以休息-牽引-保持-緩解的程序進行牽引袁一般
每次30分鐘袁 重量以體重的50%-60%爲宜遥 每日一
次遥 10次爲一療程遥

5 理療院包括電腦中頻脈冲治療尧微波治療尧神
燈照射三種遥 這三種都有促進血液循環尧消腫止痛的
作用遥

6 關節鬆動術院是一種手法操作技術袁可根據患
者的症狀及體徵選擇不同手法遥 有減輕腰椎關節腫
脹袁緩解腰部的僵硬感和疼痛的作用遥

7 封閉療法院適用于急性疼痛發作的病人袁以康
寧克通40mg+Vib12 500mg+利多卡因5ml+注射用水
5ml混合後注入腰椎間盤及脊椎兩旁遥 也有直接注射
到硬膜外袁有消除水腫止痛的效果遥

8 小針刀松解術院適用于反復發作的病人袁以小
針刀刺入腰脊兩旁腫痛明顯的部位袁 可松解椎間盤
同肌肉與韌帶間及肌肉與神經根間的粘連袁 從而達
到減輕疼痛消腫的作用遥

9 藥物治療院可配合活血祛瘀尧溫通理氣袁營養
神經的藥物袁如靜滴丹參注射液尧血塞通注射液尧舒
血寧等藥物袁肌肉注射或穴位注射彌可保尧VitB1袁口
服中藥製劑遥 中成藥仙靈骨葆尧腰痹通及中藥湯劑等
藥物遥 以上幾種治療方法可根據病情選擇2-3種療
法遥
通過以上治療1-2周患者大多症狀緩解袁腰痛減輕遥

四尧護理

1.心里護理院腰椎間盤突出症的病人經常反復發
作袁腰痛難受袁影響工作生活袁病人情緒焦慮袁我們要
多給關心尧體貼尧耐心做好解釋工作及健康宣敎袁幫
助其樹立治病信心袁使病人以最佳心態配合治療遥

2.治療過程中的護理及注意事項院1渊牽引時不可
隨意增減牽引重量尧改變牽引方向尧增加或延長牽引
時間袁以免適得其反袁每次牽引完畢囑病人靜臥一小
時後方可起床袁否則影響效果遥 剛牽引的第一周因腰
肌的牽拉袁腰部更痛袁要向病人解釋清楚袁慢慢就會
適應好轉遥孕婦尧月經期尧心臟病患者禁止牽引遥2冤針
刺時病人嚴重暈針者要立即停止袁置平臥位休息袁服

溫糖水或高滲葡萄糖靜推袁並注意觀察神色等變化遥
3冤 艾條灸治及神燈照射時要調節好適當的距離袁一
般25-30cm袁防止燙傷病人的皮膚袁注意防火遥4冤拔罐
時注意觀察防止掉罐遥 5冤中頻脈冲電治療時袁要調節
好頻率袁防止漏電尧觸電遥 6冤做封閉療法要注意觀察
血壓變化遥

3. 生活起居指導院1冤 急性期病人要絶對臥床休
息袁且嚴格臥硬板床袁床要低袁以剛坐起腳即可着地
爲宜袁以減輕椎間盤的承受力袁有利于損傷纖維的修
復袁緩解疼痛遥 2冤翻身時保持軀幹上下一致袁防止腰
椎扭曲加重症狀遥 3冤臥床三周後可佩帶腰圍起床活
動袁不宜做彎腰持物動作渊腰圍的規格與腰周徑及長
度相適應袁其上緣須達肋下緣袁下緣至臀裂以下冤遥 4冤
不宜久坐袁坐位時袁以髖尧膝關節處于同一水平袁足底
可踏到地面爲宜遥 5冤注意保溫袁忌睡涼蓆或冷水浴
等遥

4.飲食調護院飲食宜清淡袁營養易消化爲原則遥如
瘦肉湯尧魚類尧蛋類等袁同時多食富含膠原及補腎的
食物袁如豬筋尧豬腰尧牛尾等遥

5.功能鍛煉指導院通過功能鍛煉可增加腹肌及腰
背肌的力量袁減輕腰椎負荷袁增加脊椎的穩定性袁防
止腰痛復發遥 現介紹一套簡單的床上運動方法院

1冤伸腿運動院仰臥袁兩腿伸直袁交替向上抬起袁離
開床面遥

2冤挺腰運動院仰臥袁以頭尧雙肘及雙足做支撑點袁
使背尧腰臀向上抬起袁懸空遥

3冤後伸運動院俯臥袁兩腿伸直袁交替向上抬起袁離
開床面遥

4冤船形運動院俯臥袁兩手交叉放背後袁抬頭挺胸袁
兩腿同時向上抬高渊飛燕點水法冤遥

以上每個動作重複10-20次袁同時作慢速深吸氣
運動遥

6.出院指導院向病人説明繼續臥硬板床的意義袁
平時注意維持正確站尧坐尧行的姿勢袁勿長時間站立
或久坐袁保持正常的腰椎生理前凸袁避免搬挑重物尧
舉重尧彎腰尧腰部用力過大或重體力勞動袁注意佩帶
腰圍保護腰肌遥 經常按揉腰部袁促進局部血液循環袁
以利舒筋活血袁 堅持做腰背肌功能鍛煉及適當體育
鍛煉袁以增強體質袁儘量減少誘因袁避免復發遥

痔瘻患者術後護理包括從手術完畢到病人痊癒
這段時間的生活管理袁常規治療和護理袁即使手術做

得很成功袁很理想袁如果手術後缺乏良好的後期治療
與護理袁也可能産生並發症或降低療效影響痊癒袁因

痔瘻患者的術後護理體會

安溪縣中醫院 卓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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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是糖尿病的一種慢性並發症袁 多因末
梢神經病變尧 下肢動脈缺血以及感染等三個因素共
同所致遥 並以肢體末端疼痛尧感染尧潰瘍尧壞疽爲主要
臨床特徵遥 因本病多發于足趾尧足底部故稱野糖尿病
足冶遥 屬於祖國醫學野脫疽冶範疇尧我院骨傷科2009年1

月~2011年6月採用中藥浸泡配合TDP燈照射並結合
飲食尧生活尧情志各方面的調護袁治療糖尿病足30例
效果明顯遥 現將護理體會介紹如下院

1. 臨床資料院本組30例均按叶糖尿病足檢查方法
及診斷標準曳診斷袁其中男性19例袁女性11例袁年齡

中西醫治療糖尿病足的護理體會

福建惠安縣中醫院 吳月琴 陳瓊霞

此袁手術後護理同樣非常重要遥 現將術後的護理措施
及體會介紹如下院

一尧一般護理院患者回病房後應嚴密觀察病情變
化袁 測量生命體徵袁 注意觀察肛門局部敷料滲血情
况袁適當臥床休息袁避免傷口受壓袁減少對傷口的刺
激袁減輕疼痛袁並囑患者在創面未愈期間袁不做劇烈
運動袁以免影響癒合遥

二尧飲食調理院術後第一天進易消化軟食袁避免
過食牛奶尧糖等産氣食品袁以免産生腹脹袁以後逐漸
恢復至正常飲食袁 有特殊飲食限制的應予特殊飲食
指導袁如糖尿病患者應予糖尿病飲食指導袁非特殊飲
食患者應多食蔬菜尧水果袁如蘋果尧香蕉尧芹菜尧菠菜;
多飲蜂蜜水曰少食辛辣尧生尧冷尧硬等刺激性食物袁忌
食易引起大便乾燥的食物袁如山楂尧桔子尧煎炸之物
等曰禁吸煙尧飲酒袁飲食應均衡合理尧衛生尧有規律遥 另
外袁 還要防止患者因怕大便影響傷口而術後自行禁
食袁合理的飲食調護可以增強患者機體抵抗力袁促進
切口癒合袁減少術後並發症遥

三尧排尿護理院術後鼓勵患者適當飲水袁放鬆精
神與身體袁儘早排尿袁如出現排尿困難可採取院1尧解
除思想顧慮袁選擇適當的環境和體位袁予聽流水聲並
在小腹及會陰部熱敷袁按摩下腹部促使排尿曰2尧如爲
局部塡塞物過多袁過緊壓迫尿道袁應去除塡塞物袁但
應防止傷口出血曰3尧針刺療法院術後12小時仍未排尿
且膀胱充盈袁下腹脹痛者予針刺三陰交尧膀胱兪等穴
位袁 或遵醫囑行新斯的明針雙側足三里穴位注射各
0.5毫克袁效果明顯曰4尧經誘導排尿尧針刺穴位仍不可
排尿者袁按醫囑予導尿遥

四尧排便護理院由於術後肛門內塡塞敷料袁病人
都有下墜感及便意感袁 要向病人講明術後當日不宜
排便袁否則臨厠怒掙袁可能引起大出血袁術後24小時
方可排便遥 排便時不宜久蹲或用力過猛袁保持大便通
暢袁防止腹瀉袁如排便困難者袁按醫囑給予口服潤腸
藥遥 指導患者養成規律的排便習慣袁最好在每次換藥
前排凈袁便後溫水坐浴袁保持肛門局部清潔袁促進肛

周的血夜循環袁有利于切口癒合袁預防並發症遥
五尧疼痛的護理院患者對術後和排便時切口疼痛

有恐懼心理袁應對其進行心理護理袁增加對疼痛的耐
受性遥 1尧術後痛院可針刺足三里尧神門2尧排便時痛院因
糞便頂撞傷口袁或擴張肛門引起疼痛袁予口服中藥緩
瀉劑袁排便時以坐位較合適遥 3尧局部用凡士林油紗條
外敷袁保護創面袁減輕疼痛遥 4尧對疼痛極度敏感者按
醫囑使用鎮痛劑袁同時做好精神護理遥

六尧換藥護理院痔瘻術後換藥與手術能否完全成
功關係很大遥 患者每日坐浴後換藥袁換藥時應觀察傷
口的變化袁 創面用0.5%碘伏消毒後放置凡士林油紗
條袁注意使引流通暢袁由基底部開始換藥袁不要使其
形成假性癒合遥 對縫合傷口袁予早期拆線袁有利引流
及防止感染尧疼痛尧水腫尧肛門硬結尧狹窄的發生遥 換
藥時袁動作應輕柔袁避免動作粗暴袁向病人説明換藥
對傷口癒合的重要性袁給予安慰同情袁讓病人瞭解換
藥的目的及意義袁使其易於接受遥

七尧健康指導院1尧指導患者養成良好的工作和生
活習慣袁養成定時排便袁避免排便時間過長袁同時注
意肛門局部清潔袁便後堅持溫水坐浴或中藥液坐浴遥
2尧避免肛門局部刺激袁便紙宜柔軟袁不穿緊身褲和粗
糙內褲遥 3尧勿久坐尧久站或久蹲袁勿負重遠行袁防止過
度勞倦袁進行適當鍛煉袁鼓勵患者做肛門收縮舒張運
動袁每日1-2次袁每次30下袁可以改善局部血夜循環袁
鍛煉肛門括約肌袁防止復發遥 4尧合理調節飲食袁注意
粗細糧搭配袁宜清淡袁多飲水袁多食纖維素豐富的食
物袁少食辛辣尧刺激性食物袁不飲酒遥 5尧指導患者定期
進行肛門檢查遥

綜上所述袁 術後正確的護理方法是減輕患者術
後不適的關鍵袁旣縮短了病程袁減輕了痛苦袁又減少
了術後復發袁是保障患者痊癒的根本遥

渊作者簡介院卓麗萍袁女袁1974年出生袁1993年7月畢業于泉

州衛生學校護理專業袁1993年8月任職于安溪縣中醫院從事臨

床護理工作袁主管護師袁電話院13960220076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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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8歲袁平均64歲遥 糖尿病病史6~16年袁平均11年曰
其中11例呈燒灼樣及針刺樣疼痛曰10例足背動脈搏
動消失曰5例患肢皮溫降低伴足背動脈搏動減弱曰4例
患肢潰瘍遥

2. 治療院
2.1.應用胰島素或口服降糖藥控制血糖袁有潰瘍

感染者配合使用抗生素控制炎症遥
2.2.患足採用中藥浸泡配合TDP燈照射治療遥 將

中藥浸泡方渊科室協定處方冤院紅花50g地龍20g白芨
20g乳香20g沒藥20g忍冬藤50g桂枝20g黃柏20g土茯
苓20g苦參20g加水6000ml煎取3000~4000ml備用遥 將
藥液倒入大小合適的木桶內袁 一般取坐位袁 暴露患
足遥 如有敷料應揭去並擦拭乾凈袁 待藥液溫度降至
38毅C至40毅C時袁將患足放入藥液內浸泡.爲防止藥液
溫度下降過快袁可用大毛巾蓋住膝部及桶口袁每次浸
泡30分鐘袁每日早晩各一次袁浸泡結束後用軟干毛巾
輕輕擦至半干袁再用TDP燈照射30分袁同時抬高患肢.
其機理爲應用中藥湯劑達到活血化瘀通絡袁 清熱解
毒燥濕的目的袁同時通過TDP燈使用袁增強局部血液
循環袁促進炎性病竈的消散尧吸收遥

3. 中醫護理
3.1.一般護理院觀察患肢皮膚的顔色尧溫度尧濕

度尧檢查局部有無水腫袁皮損程度及血管搏動尧感覺尧
反射等情况遥 及時評估病情袁 對指導治療有重要意
義遥

3.2.情志調節院糖尿病患者病程長袁必須終生控
制飲食袁痛苦大遥 對生活失去信心袁情感脆弱袁對治療
有消極的態度遥 護理人員應針對患者的心理情况袁應
用親切誠懇的語言取得患者的信任袁 建立良好的護
患關係遥 消除患者悲觀尧憤怒和失望的心態袁樹立治
療信心遥

3.3.飲食調節院飲食是人體營養尧氣血化生的源
泉袁病人多伴有嚴重代謝絮亂和嚴重感染袁機體消耗

較大袁故應選擇高維生素尧高蛋白尧低脂尧低熱尧低糖
飲食曰同時禁煙酒和辛辣食物遥 因煙使血管收縮袁酒
使血管擴張袁辛辣飲食易傷脾胃袁濕熱內生袁運化失
衡袁可使病情加重遥

3.4.加強生活護理院注意保持野三清潔冶渊病室尧床
單尧患者皮膚冤用過的物品須每次作清潔消毒處理袁
並保持清潔乾燥曰指導患者正確修剪趾甲袁防止傷及
甲溝曰患者的鞋應清潔袁柔軟輕便袁舒適透氣不能刮
傷皮膚曰襪子則應選擇柔軟尧透氣良好的棉質襪子曰
臥床休息時應抬高患肢防止下肢水腫遥

3.5.中藥浸泡前應測試藥液的溫度袁以38毅C~40毅
C爲宜遥 防止燙傷皮膚遥 浸泡中可指導患者用手指輕
柔患肢周圍健康皮膚促進局部血液循環袁增強療效遥
浸泡完畢後觀察患處皮膚有無破損流液袁 如有傷口
須按無菌技術操作做清潔處理遥 對年老體弱者應有
專人陪護袁並注意觀察病情袁以防異常情况出現遥 使
用TDP燈照射時應做好宣敎袁防止皮膚觸及燈罩邊緣
引起燙傷遥 同時應調節肢體與燈得距離使患者感覺
溫熱舒適爲宜遥 照射結束後有創面者應敷上無菌紗
布保護病促進創面的癒合遥

4. 結果院30例糖尿病足病人中治療時間最短7
天袁最長45天遥 有16例皮溫恢復正常袁皮膚顔色變紅
潤曰3例足背動脈搏動恢復正常曰7例疼痛減輕曰2例潰
瘍面癒合曰2例潰瘍面明顯變小遥

5. 討論院糖尿病足病程長袁痛苦大遥 患者往往難
以忍耐袁治療不及時常引起嚴重的後果遥 我科採用中
西醫結合治療袁尤其是中藥浸泡配合TDP燈照射的方
法袁療效明顯遥 縮短了療程袁降低了致殘率袁充分體現
了中西醫結合的優勢袁値得推廣遥

渊個人簡介院吳月琴袁女袁1967年10月出生袁主管護師袁惠安

縣中醫院骨傷科副護士長遥1987年7月畢業于福建省閩北衛生

學校護理專業袁2002年10月取得中級職稱遥 2004年6月通過福

建醫科大學專科自學考試遥 手機院13599178697電子郵箱院
641178132@qq.com冤

臨床治療中袁多數認爲PPH治療芋尧郁度內痔安
全尧有效遥 傳統的芋尧郁期環狀痔的主要治療方法是
手術袁 手術方法有外剝內扎術和吻合器痔上黏膜環
切術即PPH術袁但外剝內扎術後多見肛門疼痛尧肛門
水腫尧出血尧尿瀦留等並發症袁患者痛苦大尧恢復時間
長遥 隨着對痔的本質的重新認識袁對痔的治療也有了
新的方式方法遥 目前痔的環狀概念認爲院痔即肛墊或

稱解剖學痔袁是肛管的正常解剖結構遥 肛墊是由黏膜
及粘膜下屬的血管尧平滑肌和彈力纖維組成袁是在齒
線上方一高度特化的血管性襯墊袁 它協助括約肌維
持肛管的正常閉合袁 由於肛管上皮有豐富的神經末
梢袁對精調排便有重要意義遥 由於肛墊內動尧靜脈吻
合調節障礙和Treitz肌的斷裂或鬆弛則導致肛墊失去
支持而脫垂下移而發生症狀即痔病遥 因此痔手術時

PPH術後並發症的預防措施

泉州市中醫院痔瘡科 林敏 黃瑞蓮 3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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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發症 術後早期 %
大出血 60渊1冤 1援67

肛門墜脹尧瘙癢 60渊17冤 28援33
尿瀦留 60渊24冤 40
疼痛 60渊18冤 30

保護肛墊袁使病理性肥大尧移位的肛墊恢復正常已成
爲現代痔治療的重要原則遥 PPH術是通過切除痔上
黏膜及黏膜下層組織袁 並在切除同時將黏膜端吻合
使脫垂內痔及黏膜向上吊袁恢復正常解剖位置袁同時
位于黏膜下層直腸下動靜脈末端分支被切斷袁 使痔
血供應減少袁痔核逐漸萎縮袁使病理性肥大肛墊恢復
正常袁內痔團明顯縮小或消失袁患者排便規律袁排便
感覺良好遥

1998年意大利學者Longo首先報道PPH渊Proce鄄
dure for prolapse and Hemorrhois冤 運用吻合器
治療環狀脫垂內痔的創新方法遥 我科自2001年10月
份開展PPH術以來袁 每年有200例以上患者選擇PPH
術治療痔病袁 現將對2010年8至2011年2月份選擇
PPH術治療芋尧 郁期脫垂性內痔及混合痔中的60例
患者所發生的並發症進行分析及採取相應的護理措
施報吿如下院
1 資料與方法

1援1 一般資料 收集2010年8月份至2011年2月份中
60例袁其中男39例袁女21例袁年齡21-70歲袁病史2-14
年袁診斷標準院直腸黏膜內脫垂按張東銘診斷曰痔按
中華醫學會外科分會肛腸外科組2000年于成都制定
的叶痔診治暫行標準曳診斷遥 納入標準院以排便梗阻
感尧排便費力費時尧肛門墜脹尧便次增多尧直腸排空不
盡感尧 便血色鮮紅尧 內痔脫出 渊用手回納或不能回
納冤尧外痔突起袁60例患者均確診爲直腸黏膜內脫垂袁
同時又符合叶痔診治暫行標準曳的芋尧郁度痔尧混合痔
者遥
1援2 方法
1援2援1 腸道準備院手術當日晨進行結腸水療袁以排空
腸道內容物袁清潔腸道遥
1援2援2 麻醉方法及體位院 常規選擇骶管或硬膜外麻
醉袁取膀胱截石位袁常規碘仿消毒會陰部及直腸腔遥
1援2援3 手術操作過程院本組病例均採用美國強生公司
生産的PPH吻合器遥 將肛管擴張器揷入肛管袁取出內
栓袁于肛門緣3尧7尧11點分別縫線結紮固定擴張器遥 在
齒線上方3-5cm處用7號線作粘膜及粘膜下層荷包縫
合袁脫垂嚴重者可作雙層荷包遥 取出縫扎器袁將吻合
器張開到最大限度袁 經肛管擴張器將頭端伸入到荷
包縫合線的上方袁收緊荷包並結紮袁並通過吻合器側
孔將縫線帶出袁適當牽拉結紮線袁同時旋緊吻合器至
安全刻度遥 打開保險裝置袁擊發尧保持吻合器關閉狀
態20S袁旋松吻合器360毅袁輕柔取出袁檢查吻合口部位
是否有出血袁如有明顯出血點予局部縫扎止血遥 術後
常規給予賽霉胺軟膏直腸保留灌注袁太寧栓塞肛袁每
天兩次袁注意保持大便通暢遥
2 常見並發症的處理

表1 常見並發症所佔比例

2援1 術後早期並發症 渊1冤術後大出血院在出血是
PPH術中尧術後風險較大並發症袁如不及時處理易發
生危險袁國內外文獻均有PPH術中尧術後大出血的報
道術後24小時內出血量在300-500ml袁每次應立即通
知醫生在直視下給予縫扎止血曰渊2冤 術後肛門墜漲尧
瘙癢感袁 向患者解釋是因術後在肛門手術處放置了
太寧栓和凡士林紗布以壓迫切口而引起的肛門墜脹
及便意無需特殊處理1-2天後可自行緩解曰渊3冤 尿瀦
留院給予溫水熱敷尧按摩腹部或聽流水聲等誘導方法
無效者袁予留置導尿曰渊4冤術後肛門疼痛院由於疼痛受
生理尧心理尧社會和文化素質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袁患
者對疼痛的感覺會有所差異遥 因此要與患者進行交
流尧溝通袁以瞭解其對疼痛的感受袁對於疼痛嚴重者
遵醫囑給予口服或肌注強痛定或太寧栓塞肛門等鎮
痛藥遥
2援2術後遠期並發症 術後隨訪作三個月療效觀察
患者均無大便失禁尧直腸陰道瘻等發生遥
3 預防措施

3援1 心理疏導 通過心理疏導消除患者恐懼尧焦慮的
情緒袁使其瞭解麻醉尧手術過程袁保證以良好的心態
面對手術遥
3援2 腸道準備 經結腸水療後以清除腸內容物袁減少
腸道細菌含量袁降低術後感染率遥
3援3 肛周皮膚護理 術前術後都應保持肛周皮膚的
清潔乾燥袁避免或減輕對肛周皮膚的刺激遥
3援4 術後應注意觀察肛門局部情况袁如見敷料多層染
有新鮮的血液袁應立即檢查創面有無活動性出血袁並
及時給予處理遥 術後24小時內避免大便袁堅持便後用
不1院5000PP粉液坐浴一個月左右袁每次10-15分鐘後
用塞霉胺軟膏換藥遥
3援5 指導飲食及排便 術後6小時內禁飲禁食袁6小時
後可給予流質或半流質飲食再逐漸過渡到普食遥 指
導多飲水多食蔬菜水果及粗纖維類食物袁 忌食辛辣
刺激油炸之物袁戒煙酒遥 養成定時規律的排便習慣袁
保持大便通暢袁保持肛周清潔衛生遥 出院後一個月內
定期復查遥
4 結論

肛腸痔瘻病俗稱痔瘡袁 是人類特有的常見病和
多發病袁傳統的治療使患者痛苦大袁住院及恢復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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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尧並發症多尧復發率較高遥 而PPH治療重度痔病具
有創傷小袁手術簡單尧並發症少袁住院時間短袁恢復
快尧遠期效果好袁同時可以改善由於肛管部位解剖變
異引起的感覺障礙袁 提高患者的精調控便能力等特
點袁是目前最徹底有效的治療方法袁但其缺點是吻合
器的價格昂貴袁多數患者無法接受遥 手術前後護理工

作與術後康復指導袁 使手術成功率高尧 術後並發症
少遥 術前做好心理護理袁加強有效的宣敎尧做好飲食
調護及術前的腸道準備十分重要袁 術後加強病情觀
察尧做好肛門清潔衛生袁進行有效的康復指導袁有利
于促進患者身心康復和提高生活質量遥

體溫是反映人體健康狀况的重要指標之一袁其
準確性直接影響到疾病的診斷尧治療尧護理以及療效
的觀察遥 在目前護理工作中,由於各種原因,測量體溫
時間長短不一,嚴重影響病人實際體溫的準確性遥 造
成反饋信息不準確袁以致造成誤診尧漏診情况時有發
生遥 由於腋溫是體表溫度容易受環境等多種因素的
影響袁而且腋下測溫時間也長短不一袁臨床通常測量
5min遥 筆者所在科室是肛腸科袁服務對象是肛周疾病
術後的病人袁 體溫測量雖然要求是5min但多數病人
2-3min後就自行取出袁爲了不影響病人實際體溫袁筆
者特此做了測量不同時間對腋下體溫的影響的實驗
硏究袁現報吿如下遥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採用隨機抽樣的方法袁選擇2010年4月份
因肛腸疾病入住我院肛腸科的患者78例袁 排除感染
性發熱者袁其中男46例袁女32例袁年齡5-78歲袁平均年
齡38.9歲遥 病種包括混合痔34例尧肛瘻16例尧肛裂10
例尧血栓外痔8例尧其它病種共10例遥
1.2 測量工具 玻璃水銀體溫計尧秒錶
1.3 方法 選擇嵊泗澤成醫用有限公司製造的星星
牌玻璃水銀體溫計袁將體溫計汞柱甩至35益以下袁向
受試者説明目的取得合作後每人發一支體溫計袁要
求受試者擦干腋下汗液袁在平靜靜臥的狀態下袁將體
溫計置于同一側腋下緊貼皮膚袁屈臂過胸夾緊袁先測
滿10min後再依次測量5min和3min袁並分別記録不同
時間所得的溫度値遥
1.4 統計學方法院所得數據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
統計分析袁 所得數據採用隨機區組設計方差分析中
兩兩比較的q檢驗遥
2 結果 經實驗在同一側測量體溫3min與10min比
較P﹤0.01兩均數差別有高度顯著性意義袁5min與
10min比較P﹥0.05兩均數差別無顯著性意義袁3min
與5min比較P﹤0.05兩均數差別有顯著性意義遥 三種
不同測量時間平均數値的比較見表1袁三種不同測量

時間兩兩比較的計算結果見表2遥
3 討論

3.1 測量部位與時間的合理選擇 體溫的測量及觀
察是臨床護士的一項重要基本操作袁 但由於深部溫
度不易測試袁 臨床通常採用三種測量體溫的方法即
口腔溫度測試法尧 腋下體溫測試法和直腸溫度測試
來代表機體的溫度遥 但由於直腸測量會引起病人體
位限制且易造成成人尷尬曰 口腔測量會引起病人不
適應袁易造成溫度計移位曰腋下測量是臨床常用的體
溫測量方法袁較直腸及口腔測量安全方便袁病人也容
易接受遥 根據文獻報吿腋溫測量時間各敎科書規定
一致袁均爲10min袁陳根芝提出7min爲腋下測溫的最
適時間袁而有的學者則認爲實際5min和10min測量結
果一致提出測腋溫的時間5min更爲實用袁 國外學者
認爲腋下測溫時間至少應在3min以上遥 本次實驗的
目的是探討爲肛腸科病人測量腋下體溫的較好時
間遥
3.2 選擇測量時間的原因 本組實驗選擇3尧5尧
10min定爲測量時間的原因有院國外學者認爲腋下測
溫時間至少應在3min以上袁而本科病人病情都較輕袁
在常規測量體溫時多數病人在2-3min後就自行取出
體溫計袁 爲了硏究在這短時間內能否反映患者的眞
實體溫曰 臨床工作中測量體溫時也多數是採用5min
來測量腋溫曰 敎科書規定測量腋下體溫時間爲
10min袁通過本次實驗也希望能再次驗證其合理性遥
3.3 測量結果的分析 根據實驗結果可以看到袁
3min測得的體溫値偏低袁5min的體溫値較近接10min
所測得的體溫値袁10min最能反映人體實際的體溫遥
這是因爲玻璃水銀體溫計它是利用水銀遇熱膨脹的
物理特性制定的測量體溫的器材袁 當它在測量體溫
時需要與人體進行充分的熱交換袁 經過一定的時間
達到熱平衡袁這時溫度計的讀數才與體溫一致袁所以
存在測量的延遲現象遥 由於肛腸科病人多數是中靑
年袁基礎代謝率比較高而且病情相對較輕袁在測量體

肛腸科病人腋下體溫測量時間的探討

泉州市中醫院肛腸科 黃瑞蓮 劉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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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是以呼吸急促袁喉中喘鳴有聲袁患者張口抬
肩袁 難以平臥爲特徵的呼吸道疾患袁 多呈陣發性發
作袁它可以是單純的呼吸道疾病袁也可以是其他疾病
的並發症遥病位在肺尧脾尧腎遥相當于現代醫學多種心
肺疾病袁如支氣管哮喘尧喘息性支氣管炎尧肺炎尧肺氣
腫尧肺原性心臟病袁以及心臟病引起的哮喘尧肺膿瘍尧
肺結核晩期尧矽肺等等遥
1 病因

哮喘的病因主要是外邪尧飲食尧情志尧勞倦等因
素袁使氣滯痰阻袁氣道攣急尧狹窄所致遥 哮喘的病因大
體可分爲三部份院受外邪尧痰濁內盛尧肺腎素虛遥
2 辯證院辯虛實寒熱尧辯臟腑尧分型辯證遥寒哮證尧熱
哮證尧虛哮證渊發作期冤袁肺氣虛證尧脾氣虛證尧腎氣虛
證渊緩解期冤遥
3 觀察與護理

3.1 觀察詢問新病久病袁是否外感誘發袁發病急或緩遥
3.2 注意咳嗽氣喘的輕重尧痰量尧性質尧咯痰難易袁哮
喘持續時間袁及其兼證遥
3.3 勤巡視及時發現哮喘的發作尧觀察體溫尧脈象尧呼
吸遥
4 一般施護

4.1 情志憂鬱院咳喘數年袁久治難愈袁患者長期與針藥
打交道袁致使情志憂鬱袁剛需要調暢快情志袁加強心
理護理及疏導遥
4.2 病室要保持安靜清潔袁 適當調節室溫及干濕度袁
保持通風及充足的光線袁避免粉塵吸入袁禁止吸煙遥
4.3 精神護理袁做好解釋安慰工作袁避免精神刺激袁解
除緊張情緒遥 勸慰開導病人袁使其樹立戰勝疾病的信
心袁保持心情舒暢遥
4.4 注意保持呼吸道通暢袁咳嗽痰多可協助其翻身拍

哮喘的辯證施護

盧秀珠

渊福建省德化縣中醫院曰362500冤

溫時袁 當測量3min時體溫計水銀柱與人體皮膚接觸
的時間還達不到熱平衡這時所測得的體溫値就會偏
低甚至出現體溫不升的現象曰 而測量5min時由於體
溫計水銀柱與人體皮膚充分的接觸已達到熱平衡袁
水銀柱不再上昇這時體溫計的刻度値即反映人體的
溫度値曰測量10min時由於時間較長,體溫計水銀柱遇
熱已達到極限不再上昇這時體溫計的讀數最能反映
人體眞切的溫度遥 因此袁測量時間的長短直接關係到
體溫的眞實性和護理工作的質量袁 如果測量時間不
足會造成測量値偏低袁不能眞實地反映病人的體溫曰
測量時間過長又會增加病人的不適或影響護理工作

的開展遥
4小結

通過本組實驗再次驗證敎科書上規定的測量
10min的合理性袁也證明瞭測量5min的可行性袁對於
只測量3min的不能眞切反映出患者的實際體溫遥 對
於感染性發熱者尧 極度消瘦或年老體弱等患者的腋
下體溫測量時間還沒有做進一步的探討袁 但筆者認
爲對於此類患者最好應測量10min袁其他測試5min即
可達到反映患者體溫的目的袁 又避免患者測試體溫
時間過長袁因翻身等原因造成損壞體溫計的可能袁節
約了護士測量體溫的時間遥

表1 三種不同測量時間結果的均數排序

組別 10min
均數 36援67依0.25

代表序號 1

3min
36援37依0.30

3

5min
36援51依0.31

2

表2 三種不同測量時間兩兩比較的計算結果

A與B P値
1袁2
1袁3
2袁3

﹥0.05
﹤0.01
﹤0.05

均數之差

0援16
0援30
0援14

SxA-SxB値
0援0769
0援0577
0援0192

q値
2援081
5援199
7援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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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袁 以助排痰袁 必要時按醫囑給予中藥超聲霧化吸
入袁以利化痰遥
4.5 哮喘嚴重者可適量間斷給氧袁也可配合按摩或針
刺定喘袁取膻中尧氣海等穴袁儘量減少不必要的搬動袁
絶對臥床休息袁取半臥位或端坐位遥
4.6 嚴密觀察病情變化袁注意生命體徵尧神志尧瞳孔尧
面色尧汗出尧心率尧心律尧及舌苔脈象的改變袁發現異
常袁立即報吿醫師袁積極配合搶救袁並做好危重病人
的護理記録遥 備齊急救藥品及用物袁做到隨急應用袁
隨時準備搶救遥
5 辯證施護

5.1 風寒型院
5.1.1 應注意保暖或室溫調節偏高袁防止重感風寒加
重病情遥
5.1.2 禁忌生冷魚腥等生痰傷陽耗氣之品遥
5.1.3 艾炙院天突尧氣海尧肺兪遥
5.2 風熱型院
5.2.1 注意退熱降溫袁使室溫偏低袁按醫囑給清熱解
毒方藥遥
5.2.2 禁忌辛辣尧煎炒尧溫補之品袁禁煙酒袁以免助火
助熱遥
5.2.3 多飲水或飲梨汁尧荸薺汁遥
5.3 痰濁型院
5.3.1 禁忌過酸尧甜或生冷瓜果袁忌海腥油膩袁給清淡
易消化飲食遥
5.3.2 注意保暖袁保持呼吸道通暢袁給予輕拍背部袁利
于排痰遥
5.3.3 哮喘甚者可炙天突尧氣海尧膻中尧或洋金花煙霧
吸入遥
5.3.4 忌隨便給病人止咳劑或鎮靜劑遥
5.3.5 在喘未能控制時袁 可按醫囑適量給氨茶碱尧喘
定尧腎上腺素平喘遥
5.3.6 可給地龍或胎盤焙干硏粉之膠囊3克1要2次/
日遥
5.4 虛證院雖有肺尧腎尧心虛之別袁在治療方案上有區
別袁而在護理上卻是相同的遥

5.4.1 病人取半臥位袁必要時袁間斷給氧遥
5.4.2 對心肺氣虛者袁可用獨參湯袁對腎虛者袁可服人
參蛤蚧散遥
5.4.3 注意保暖袁愼風寒袁避免感冒袁虛型最易感外
邪袁要特別注意袁必要時應用胎盤球蛋白或免疫球蛋
白遥
5.4.4 安靜休養袁禁勞倦及房事遥
5.4.5 緩解期院艾條炙天突尧氣海尧關元尧足三里尧肺
兪尧脾兪尧腎兪等穴袁以達強壯作用遥
5.4.6 飲食應加強營養袁適量食用鴿子尧鴨子尧瘦肉
湯袁或炖洋參尧紅參食用遥 禁忌過咸或過冷飲食遥
6 給藥護理院
6.1 中藥湯劑一般宜溫服袁寒哮宜熱服遥
6.2 哮喘發作有規律者袁可在發作前1-2小時服藥以
緩解症狀袁服藥後觀察其效果和反應遥
6.3 對喘證患者愼用鎮靜劑遥
7 健康指導
7.1 起居有常袁注意四時氣候變化袁防寒保暖遥
7.2 居室內切勿放置花草袁 禁止養寵物及鋪設地毯
等遥
7.3 戒煙酒袁忌食海鮮發物等易引發過敏的食物遥
7.4 保持良好的情緒袁防止七情內傷袁誘發哮喘發作遥
7.5 堅持體育鍛煉以增強體質袁勞逸結合袁節制房事遥
7.6 積極尋找過敏源袁預防哮喘復發遥
8 體會

哮喘的護理應根據病因及辯證分型,針對病證實
行辯護,並在臨床護理工作中,密切注意觀察患者的
面色尧舌苔尧脈象尧體溫尧痰液的性狀等情况袁爲診斷
治療提供正確的信息袁 把辯證施護貫穿在整個護理
的全過程中袁才能保證治療的效果袁促進病情痊癒遥

渊作者簡介院盧秀珠,女尧1964年9月出生袁于1986年7月畢業

于福建省泉州衛生學校護士專業遥 多次被醫院和衛生系統評

爲先進工作者和優秀護士稱號遥 聯繫電話院手機13600710597曰
郵箱院350325955@qq.com曰通信地址院福建省德化縣中醫院曰
郵編院362500冤

疼痛是骨傷科最爲常見的臨床症狀袁 也是病人
住院的主要原因之一袁同樣也是最主要的護理症狀遥
由於骨傷科疾病的疼痛原因較多袁 疼痛的性質和臨
床表現較爲複雜袁 以往的疼痛護理袁 偏重於創傷護

理袁護理手段簡單袁基本上是對病施護袁缺乏中醫辨
證施護袁尤其非創傷性疼痛的護理基本上空缺遥
一尧骨傷疾病疼痛分類與辨證
1 外傷疼痛

骨傷疾病疼痛的中醫辨證施護

龍岩市中醫院 廖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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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確外傷史袁傷處疼痛袁常伴有局部腫脹袁可
能出現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礙袁一般見于骨折尧脫位尧
骨關節軟組織損傷袁不包含臟腑損傷疼痛之證遥
2 外感痹證疼痛

外感痹證疼痛是指六淫侵襲袁使經絡閉阻袁營衛
凝滯袁氣血不通而致的疼痛遥 其中以風寒濕三氣雜至
之痹證的疼痛爲多遥

渊1冤風偏勝致痛
肢體疼痛袁游走不定袁易傷陽位遥
渊2冤寒偏盛致痛
疼痛劇烈袁部位較固定袁得溫則減袁可發于身體

各處遥
渊3冤濕偏盛致痛
疼痛重着不移袁纏綿反復袁病程較長袁易襲陰位遥
渊4冤火熱致痛
紅腫熱痛或灼痛袁疼痛劇烈袁得涼則減遥
渊5冤燥傷致痛
多爲干痛袁疼痛常是咽痛尧鼻痛袁易傷肺遥

3 七情致痛
渊1冤七情過激氣機阻滯致痛
隨情志而變化袁脹痛走竄遥
渊2冤勞逸失度致痛
多爲隱痛尧空痛尧綿痛袁多見頭尧腰尧胸腹部遥

4 瘀血疼痛
刺痛尧刀割樣痛袁痛處固定不移袁疼痛拒按袁夜間

痛甚袁痛處或見腫物遥
二尧骨傷疼痛辨證施護基本原則與措施
1 外傷疼痛

護理原則院損傷部位固定尧動靜結合袁活血祛瘀尧
行氣止痛遥

護理措施院骨折尧脫位尧筋斷按專科進行各類制
動和動靜結合護理袁即是最好的減輕疼痛的措施遥

外傷48小時內袁保持室內溫度稍低於室外袁冬季
室內溫度不宜太高遥 外傷三天後袁可參照野寒偏盛致
痛冶袁要避風尧避濕尧不可受寒遥

飲食宜忌院可多食等具有活血尧散結尧行氣尧接骨
續斷作用的食物等袁酒可少量常飲袁醋可多吃遥

適宜食物院
穀物院玉米尧粳米爲主袁小麥尧蕎麥可少食渊偏寒

涼冤
肉蛋類院牛肉尧豬肉尧鷄肉尧鷄蛋等
蔬菜院薺菜尧香菜尧胡蘿蔔尧佛手尧生薑尧洋葱尧大

蒜尧黑木耳尧茄子尧藕等
水果院山楂尧桃子尧桃仁尧龍眼肉尧栗子尧桃仁尧油

菜尧慈姑尧黑豆尧海帶尧紫菜尧蘿蔔尧醋尧緑茶遥
2 外感痹證疼痛

渊1冤風偏勝致痛

護理原則院風者疏之尧驅之遥
護理措施院病人要避風袁病室空氣宜微微流通袁

提高室內溫度袁以病人舒適爲宜遥 衣着適度增加袁當
用發汗藥物時袁可配合飲熱粥尧或服後用被子溫覆取
汗遥 以遍體濕潤爲度遥 要用溫水洗滌袁忌用冷水遥 要
避再受風寒袁故不宜外出遥 衣着應選擇柔軟尧防風保
暖尧透氣吸汗的衣料袁同時要舒適尧輕巧尧容易穿脫袁
如襯衫尧長褲尧夾克等渊敞開可以透氣散熱袁拉上可以
防風保暖冤遥

飲食宜忌院忌吃一切滋補尧油膩尧酸澀食物袁諸如
豬肉尧鴨肉尧糯米飯尧人參尧胎盤尧各種海魚尧蝦子尧螃
蟹尧石榴尧烏梅尧以及各種粘糯的甜點食品遥 忌吃寒涼
性食品袁如柿子尧柿餅尧豆腐尧緑豆芽尧田螺尧螺螄尧蚌
肉尧蜆肉尧生蘿蔔尧生藕尧生地瓜尧生菜瓜尧生梨尧生冷
荸薺尧羅漢果尧冷茶尧菊花腦尧白菊花尧胖大海遥

適宜食物院宜吃溫熱性或平性的食物袁諸如醋尧
胡椒尧花椒尧肉桂尧大米粥尧砂仁尧金橘尧檸檬尧佛手柑尧
洋葱尧南瓜尧靑菜尧赤小豆尧黃芽菜尧豇豆尧杏子尧桃子尧
櫻桃尧山楂等曰

渊2冤寒偏盛致痛
護理原則院寒者熱之尧散之遥
具體措施院提高室內溫度袁以病人舒適爲宜遥 衣

着適度增加袁頸腰背臀部疼痛加酌情加電熱毯袁四肢
痛加袖套保暖袁部位較小者袁用熱水袋遥 注意足部的
保暖袁不可赤腳穿涼鞋遥 洗滌全部需用熱水遥 要避再
受風寒袁故不宜外出遥 衣着選擇很重要袁保暖性強而
又柔軟的衣料袁尤其背部注意保暖袁可着長袖尧長褲尧
馬甲尧背心尧厚外套等遥 足要穿厚襪子袁應選擇眞皮或
全棉面料的鞋子遥

禁忌與不宜院囑熱飲袁多吃甘溫尧助陽尧散寒作用
的食品袁少食生冷寒涼食物遥

適宜食物院
肉蛋類院海參尧泥鰍尧鰱魚尧淡菜尧豬肚尧帶魚尧麻

雀肉尧蝦尧牛肉尧羊肉尧狗肉尧鹿肉尧鷄肉袁鷄蛋尧鱔魚遥
蔬菜院葱尧姜尧蒜尧芫荽尧韭菜尧萵苣尧芥末尧辣椒尧

胡椒遥
水果院柿子尧栗子尧木瓜尧石榴尧銀杏尧楊梅尧櫻桃尧

佛手尧香櫞尧金橘尧檸檬尧荔枝尧橘尧核桃仁尧杏遥
渊3冤濕偏盛致痛
護理原則院濕者燥之尧化之尧溫之遥
護理措施院調節病房內濕度袁達到45%~65%RH

之間爲好遥 保持病室通氣袁通過空氣流動帶走濕氣遥
濕爲陰邪袁室內溫度的調節適度偏高袁忌低溫遥 病處
保溫方式可適度採用野寒偏盛致痛冶方式遥 梅雨季度
不宜外出袁出汗後及時更換衣褲袁平時保證用熱水洗
滌遥 衣着應輕巧尧採用旣吸汗又柔軟的面料袁適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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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袖尧長褲袁可着薄型外套袁避免着短褲尧短裙遥
飲食宜忌院少食肥肉及甜尧黏尧油膩食物袁酒類也

不宜多飲袁且勿過飽遥 飲食清淡袁多吃些蔬菜尧水果袁
尤其是一些具有健脾利濕尧化痰祛痰的食物袁更應多
食之遥

適宜食物院
穀物院薏仁尧粳米尧糯米尧高梁尧玉米尧粟米等
肉蛋類院豬肚尧火腿尧牛肉尧兔肉尧鷄肉尧鷄蛋尧海

蜇尧銀魚尧鯽魚尧鯉魚尧靑魚尧白魚等
蔬菜院食葱尧蒜尧芥末尧海藻尧山藥尧砂仁尧生薑尧茼

蒿尧蘑菇尧紫菜尧海帶尧萵笋尧蘿蔔尧冬瓜尧白蘿蔔尧荸
薺尧海蜇尧洋葱尧扁豆尧薏苡仁尧紅小豆尧蠶豆尧包菜等

水果院批杷尧白果尧大棗尧金橘尧杏仁尧木瓜尧胡桃
仁尧向日葵子尧梅子尧荸薺等

渊4冤火熱致痛
護理原則院熱者寒之尧涼之遥
護理措施院保持室內溫度稍低於室外袁臥床時疼

痛部位不宜用棉被袁給予布單或大毛巾遮蓋即可曰體
溫高者袁可用涼水擦浴曰局部熱甚者袁用低溫水袋熨
貼袁減輕其熱痛感遥 但在擦浴或熨貼時袁要注意不宜
用冰冷之水袁水溫在30益左右爲宜遥 選擇旣吸汗又透
氣的面料衣服袁如絲綢尧棉麻等遥 款式宜較寬鬆袁可着
短袖尧短褲尧薄型T恤衫等遥

飲食宜忌院囑用清熱尧清涼飲食遥
適宜食物院苦茶尧菊花尧薄荷尧仙草尧緑豆尧薏仁尧

大麥尧小麥尧小米尧鷄蛋尧楊桃尧香蕉尧奇異果尧草莓尧梨
子尧葡萄柚尧櫻桃尧緑茶等遥

渊5冤燥傷致痛
護理原則院燥者潤之尧滋之遥
護理措施院平時保持室內溫度稍低於室外袁冬季

室內溫度不宜太高遥 保持正常空氣濕充袁濕度不低於
65%曰 病室內空氣流通不宜太快袁 更不宜使用電風
扇遥

選擇柔軟尧舒適和易吸濕的衣飾袁如全棉尧絲綢
等遥 款式可較寬鬆袁易於穿脫遥 可着短袖尧短褲等遥

飲食宜忌院多吃甘涼滋潤的食物袁少食性溫燥烈
的食物遥

適宜食物院
穀物院小麥尧大麥尧糜子等
肉蛋類院豬肉尧豬皮尧豬髓尧鴨肉尧鷄蛋尧甲魚尧龜

肉尧墨魚尧烏賊魚尧海參尧兔肉尧蛤蜊肉等
蔬菜院銀耳尧黑木耳尧白菜尧番茄尧菠菜尧緑豆尧冬

瓜等
水果院梨尧葡萄尧桑椹尧甘蔗尧桃子尧松子尧芝蔴尧百

合等
3 七情致痛

渊1冤七情過激致痛

護理原則院開導尧疏通尧養心尧安神尧定志遥
護理措施院 病室內溫度宜26益左右袁 空氣濕度

45%~65%RH袁亮度適中袁
結合心理疏導遥 選擇舒適尧透氣吸汗的衣飾袁如全棉
或絲麻遥款式宜寬鬆尧容易穿脫遥病室內色彩宜柔和袁
避免接觸病人不喜歡的色調而刺激情志發作遥

根據不同的情志偏頗袁進行心理護理遥 神要靜尧
形要動袁即做到精神安靜袁心情放鬆袁將煩心的事抛
開袁逢事做退一步想袁有事與人溝通袁不悶在心里遥 至
於形體袁儘可能稍有活動遥 室內活動袁外出散步袁文化
娛樂活動等袁根據身體狀况而定遥

飲食宜忌院具有行氣尧解郁尧消食尧醒神尧鎮靜尧安
神的食物遥 愼用補益袁忌用辛燥壯陽之品遥

適宜食物院多吃小麥尧芫荽尧葱尧蒜尧海帶尧海藻尧
蘿蔔尧金橘尧山楂尧檳榔尧玫瑰花尧佛手尧橙子尧柑皮尧蕎
麥尧黃花菜尧韭菜尧茴香菜尧鷄蛋尧高粱皮尧刀豆尧香櫞
等遥

渊2冤勞逸失度致痛
護理原則院益氣補血尧健脾養心尧補益肝腎
護理措施院強調日出而作袁日落而息袁落實標準

作息時間表遥病室內溫度宜26益左右袁空氣濕度45%~
65%RH袁亮度適中袁透氣吸汗的衣飾袁如全棉或絲麻遥
款式宜寬鬆尧容易穿脫遥 飲食營養要全面平衡袁清淡
爲宜遥 還有就是要安心療養袁不急不躁遥 衣飾穿着要
注意保暖袁要避風寒遥

指導病人建立勞逸適度的工作方法和生活規
律袁如體力勞動要輕重相宜尧腦力勞動要與體力活動
相結合尧家務勞動秩序化尧休息保養多樣化遥

飲食宜忌院 可選用補氣的食物和用補氣藥膳調
養身體遥

適宜食物院
穀物院粳米尧糯米尧小米尧黃米尧大麥尧籼米尧莜麥遥
肉蛋類院鷄肉尧鵝肉尧兔肉尧鵪鶉尧牛肉尧靑魚尧鰱

魚尧豬肚尧鷄肉尧鷄蛋尧鯊魚尧黃魚尧比目魚遥
蔬菜院山藥尧馬鈴薯尧大棗尧胡蘿蔔尧香菇尧豆腐尧

扁豆尧菜花尧馬鈴薯尧紅薯尧南瓜遥
水果院棗尧葡萄尧龍眼尧蘋果尧椰子尧榛子尧無花果尧

菠蘿蜜尧海松子尧橄欖遥
4 瘀血疼痛

護理原則院活血散瘀尧行氣通絡
護理措施院可參照野寒偏盛致痛冶尧野火熱致痛冶

護理遥 衣飾穿着要注意保暖袁要避風寒和潮濕遥
飲食宜忌院可多食等具有活血尧散結尧行氣尧疏肝

解郁作用的食物袁少食肥豬肉等袁酒可少量常飲袁醋
可多吃遥

適宜食物院可參照野外傷疼痛冶
三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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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尧非創傷性疼痛缺乏辨證護理的歷史原因
自古傷科稱野跌打科冶尧野接骨冶尧野正體冶尧野正骨冶遥

新中國較早的敎材1961年上海中醫學院傷科敎硏組
編中醫學校試用敎材叶中醫傷科學中級講義曳袁病因
均外傷袁分爲創傷尧骨折尧脫位尧傷筋尧內傷等內容遥
1983年由岑澤波主編的高等醫藥院校敎材 叶中醫傷
科學曳袁將外傷改爲外因袁除外傷因素外袁增加了六淫
邪毒導致損傷遥 在傷筋部份增加了非損傷性軟組織
病袁同時增加了中醫傳統中的風濕病尧痹證病種袁從
此中醫傷科不再是單純的跌打和正骨學科了袁 發展
爲今天的骨傷科遥

中醫傷科進入醫院袁建立了病房袁才有了護理專
業袁因此傷科護理一直以創傷尧骨折尧傷筋爲主遥 儘管
發展成骨傷科也已二十多年了袁 非創傷性疼痛的護
理仍未作爲中醫骨傷科護理重要內容加以應用袁所
以也就更談不上中醫辨證護理了遥

渊二冤骨傷疼痛辨證施護基本原理
1 創傷類

在傷科疾患中袁氣滯血瘀每多同時並見袁叶素問窑
陰陽應象大論曳里説野氣傷痛袁形傷胂遥 故先痛而後腫
者袁氣傷形也曰先腫而後痛者袁形傷氣也遥 冶因此袁不論
傷氣或傷血尧或氣血兩傷袁均引起疼痛産生袁故在治
療上常須理氣活血同時並用遥 李中梓的注解是野氣喜
宣通袁氣傷則壅閉而不通袁故痛曰冶護理中要注意氣機
的暢通袁心情舒暢是創傷疼痛的前題遥

骨折尧脫位引起的疼痛除損傷氣血外袁解剖結構
的失常是疼痛的直接原因袁因此袁骨折脫位的整復固
定是消除疼痛的最重要手段袁 接着就是儘可能快地
消除腫脹尧恢復功能遥 護理要圍繞着固定維護尧腫脹
護理和功能康復訓練遥
2 非創傷類渊六淫致痛類冤

六淫爲外邪袁驅邪外出袁是臨床治療和護理的重
點袁由於六淫特點各不相同袁因此驅逐外邪的方法袁
各有特點遥

風性具有輕颺袁易於侵犯人體的上部和肌表曰風
性疏泄袁其侵襲人體袁可使肌腠開泄曰 風性善動袁風
性善行而數變遥 需用驅散尧疏泄尧宣發之法袁故護理以
驅風尧疏風尧祛風尧發汗爲法遥 病人要避風袁病室空氣
宜微微流通袁提高室內溫度袁以病人舒適爲宜遥

寒爲陰邪袁易傷陽氣曰寒邪傷肌表袁衛陽被遏曰寒
主收引袁其性凝滯曰血得溫則行袁得寒則凝遥 治法以寒
者熱之尧熱者行之袁散之出表遥 護理措施爲提高室內
溫度袁衣着適度增加袁頸腰背臀部疼痛加酌情加電熱
毯袁四肢痛加袖套保暖袁注意足部的保暖袁不可赤腳
穿涼鞋遥 洗滌全部需用熱水遥 囑熱飲袁多吃甘溫尧助
陽尧散寒作用的食品等遥

濕爲陰邪袁粘滯固着袁不易速去曰濕性重濁曰濕性

趨下袁應以溫尧燥尧化尧滲之法治之遥 護理措施爲調節
病房內濕度袁達到標準濕度遥 保持病室通氣袁通過空
氣流動帶走濕氣遥 提高室內溫度袁忌低溫遥 少食肥肉
和甜尧黏尧油膩食物及酒類等易滋生濕氣之品遥

火爲陽邪袁 火性陽熱袁易生風動血袁火性燥動遥
宜治用熱者寒之尧涼之遥 護理措施爲使室內溫度稍低
於室外袁體溫高者袁可用涼水擦浴曰局部熱甚者袁用低
溫水袋熨貼袁減輕其熱痛感遥 囑用清熱尧清涼飲食遥

燥邪以耗傷津液爲特點袁致經脈筋絡無以滋養袁
則生燥痛尧干痛之症遥治宜燥者潤之尧滋之遥護理措施
爲調節室內溫度稍低於室外袁保持正常空氣濕充遥 囑
多吃甘涼滋潤的食物袁少食性溫燥烈的食物遥
3 非創傷類渊七情尧勞逸與瘀血類冤

渊1冤七情
叶素問窑舉痛論篇曳曰院野百病皆生於氣也冶怒則氣

上袁喜則氣緩袁悲則氣消袁恐則氣下袁驚則氣亂袁思則
氣結冶袁説明七情致病傷及內臟袁主要是影響臟腑的
氣機袁使臟腑氣機升降失常袁氣血運行紊亂袁經絡不
通袁氣機阻滯袁不通則痛遥

但不同的情志因素造成的氣機紊亂的病理變化
又各異袁如氣滯導致血瘀袁氣郁化火傷精血袁氣逆血
不循經溢脈外袁氣虛而血少袁氣聚痰濕內滯袁聚結成
瘤遥

因五臟相關袁形氣一體袁則出現野喜傷心袁憂傷
肺袁恐傷腎袁怒傷肝袁思傷脾冶遥 情志爲患雖傷及五臟
六腑袁但首病在肝袁傳病在心袁漸及它臟遥 因肝藏血袁
主疏泄袁性喜條達袁爲氣機升降之樞遥 心藏神袁肝藏
魂袁心主神明袁肝主謀略袁肝心爲母子袁心神肝魂互爲
影響遥 氣機紊亂袁五臟六腑袁上下內外失于協調統一袁
血行不暢袁脈絡瘀阻袁百病叢生遥

野七情冶致病袁因皆屬情志過度故具有發病較快袁
但病程緩慢袁且病情每易因情緒變化而突變袁或好或
壞袁因此疼痛也就時輕時重袁時發時止遥

護理原則應是形神兼治袁臟腑辨證施治遥 治以開
導尧疏通尧養心尧安神尧定志遥 治形即調整臟腑氣血功
能袁方法有中藥內服外用尧針灸尧推拿等遥 調神即採用
以情勝情尧修身養性遥 以心理治療爲主袁結合室內溫
度尧空氣濕度尧室色彩等環境因素進行調理袁同時配
合辨證施膳袁飲食調護遥 所以護理措施爲調整病室內
溫度和空氣濕度袁亮度度也要適中袁病室內色彩宜柔
和袁避免接觸病人不喜歡的色調而刺激情志發作遥 可
根據不同的情志偏頗袁進行心理護理遥 飲食宜行氣尧
解郁尧消食尧醒神尧鎮靜尧安神的食物遥 愼用補益袁忌用
辛燥壯陽之品遥

渊2冤勞逸失度
勞傷過度則可內傷臟腑袁成爲致病原因遥 叶素問窑

宣明五氣篇曳説院野五勞所傷袁久視傷血袁久臥傷氣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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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傷肉袁久立傷骨袁久行傷筋冶袁過度勞倦與內傷密切
相關遥 葉天士認爲過度勞形奔走袁馳騎習武袁可致百
脈震動袁勞傷失血袁或血絡瘀痹袁諸痛叢集遥

過勞傷人袁過度安逸同樣可以致病遥 張介賓説院
野久臥則陽氣不伸袁故傷氣曰久坐則血脈滯于四體袁故
傷肉冶遥 缺乏勞動和體育鍛煉的人袁易引起氣機不暢袁
升降出入失常袁疼痛由此發遥

叶備急千金要方窑道林養性曳説院野養生之道袁常欲
小勞袁但莫疲及強所不能堪耳冶遥 主張勞逸野中和冶袁
有常有節遥 貪圖安逸過度袁不進行適當的活動袁氣機
的升降出入就會獃滯不暢遥 氣機失常可影響到五臟
六腑尧表里內外尧四肢九竅袁而發生種種病理變化遥

因此袁護理原則爲調理氣機尧益氣補血尧健脾養
心尧補益肝腎遥 強調天人合一的思想袁日出而作袁日落

而息袁落實標準作息時間表遥 指導病人建立勞逸適
度的工作方法和生活規律袁如體力勞動要輕重相宜尧
腦力勞動要與體力活動相結合尧家務勞動秩序化尧休
息保養多樣化遥

渊3冤瘀血疼痛
由於氣虛尧氣滯尧血寒尧血熱致使血行不暢而凝

滯遥 氣爲血帥袁氣虛或氣滯袁則不能推動血液正常運
行曰或寒邪客入血脈袁使經脈攣縮拘急袁血液凝滯不
暢曰或熱入營血袁血熱搏結等袁均可形成瘀血遥 內傷尧
氣虛失攝或血熱妄行等原因造成血離經脈袁 積存于
體內而形成瘀血遥 瘀血阻滯袁不通則痛遥

根據病因病理護理總原則爲活血尧行氣尧通絡遥
再結合氣虛尧血寒尧血熱等不同的病因袁設計護理方
案遥

脑卒中患者袁 起病急剧袁 可迅速出现偏瘫或截
瘫尧失语尧尿失禁尧口眼歪斜等严重残疾状况遥 患者会
因此产生心理障碍袁表现为恐惧尧激动或悲伤尧惊呆尧
茫然或目瞪口呆袁甚至有攻击性的行为出现袁更有悲
观厌世尧放弃治疗或者有自杀倾向等应激反应者遥 因
此袁及时心理治疗袁施于确实有效的心理干预技术袁
尽快排除心理障碍袁保持心理平衡袁并积极主动配合
治疗袁有助于脑卒中患者的早日康复遥

脑卒中者因突然残疾而产生的心理障碍袁 临床
表现通常有以下几种类型院
一尧 情绪情感障碍
1尧 情绪情感的表现
渊1冤 抑郁院表现为忧愁尧唉声叹气尧心境苦闷袁觉得自
己日后生活灰暗袁严重时悲观绝望袁甚至出现自杀观
念及行为遥
渊2冤 焦虑院顾虑重重袁紧张恐惧袁伴心悸尧出汗尧尿频尧
手抖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遥
渊3冤 恐惧院紧张尧害怕尧提心吊胆袁常伴自主神经功能
紊乱或不知自己的行为方向袁 无原因的失眠袁 易激
惹袁敌对袁烦躁等遥
2尧 情绪情感稳定性的改变
渊1冤 情感不稳定院表现为情绪亢奋袁易变化袁易激动袁
易发怒遥
渊2冤 情感淡漠院 患者对外界环境变化缺乏既往的敏
锐反应袁面部表情呆板遥

渊3冤 情绪情感协调性的改变院表现为情感失控袁时哭
时笑遥
二尧 认知障碍
1尧 认知多维性减弱院 认为自己因卒中而一切都完
了袁从主观上放弃各种努力袁对周围环境缺少关心袁
知觉水平下降袁 较易出现在缺乏有关疾病转归的证
据时任意的推断自己将来不良的生活及处境遥
2尧 认知相对性障碍院不能将自己所患疾病一分为二
地看待袁容易出现注意范围狭窄袁自我中心袁自我关
注袁片面极端地夸大或缩小自己对疾病的认识遥
3尧 认知联想性增强院联想性的增强袁易使患者受不
良情绪的影响袁 导致患者过度引申对日后生活过多
悲观的思虑袁 大多数患者对自己的认知有部分的自
知力袁但仍可形成认知与情绪间的不健康循环袁导致
认知偏差后认知歪曲遥
4尧 认知整合性障碍院卒中患者的认知具有强的情绪
情感色彩袁认知整合还受思维方式以及患者的理解尧
判断等心理过程的不连贯或不正确的影响袁 而出现
认知歪曲尧僵硬尧刻板等遥
三尧 行为障碍院睡眠节律性差袁早醒尧多梦等袁食欲不
振袁人际交往减少遥
四尧 躯体不适主述增多院患者的目的是寻求关注袁获
得心理及行为上的帮助遥
五尧 严重的心理障碍院类似精神病遥
根据上述脑卒中患者心理障碍类型袁 在临床实施心

略谈脑卒中患者的心理障碍与心理干预技术

张敬英 李惠琼

渊惠安县中医院袁3621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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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护理时袁可灵活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袁掌握病人
的心理动态变化袁 针对护理服务中心理障碍的不同
类型及病情尧年龄尧变化尧职业尧身体素质尧经济条件尧
宗教信仰的差异袁采取的心理治疗措施则因人而异袁
因此可选择形式多样化的心理干预技术以尽快消除
脑卒中患者的心理障碍袁达到早日康复的目的遥 具体
如下院
1尧 运用沟通技巧袁每日探望病人袁良好的语言修养袁
与其交心袁了解心理动态变化遥
2尧 支持技术院发病初期袁患者及家属均会产生抑郁尧
焦虑等情绪疾病袁 此时心理治疗需以双方的真诚关
系为基础袁以精神支持为主袁如暗示尧保证尧疏导尧解
释尧说明等袁使其在心理上产生信任感和安全感遥
3尧 建立良好关系的技术院建立和保持与患者家属的
良好沟通袁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关系袁有利于患者和家
属恢复自信和对日后生活积极的态度遥
4尧 心理疏导技术院经常与患者或家属交流袁了解心
理动态变化袁运用针对性的说理疏导袁释疑解惑袁移
情相制袁顺情从欲等心理调护技术袁消除患者的情绪
情感障碍袁保持心理平衡袁积极主动配合治疗遥
5尧 消除内外部的野噪音冶渊或干扰冤院避免双重矛盾的
信息交流及给予患者疾病康复过多的保证或应用专
业术语袁尽量减少深挖患者潜意识的冲突袁避免引起
新的抑郁尧焦虑情绪遥
6尧 利用自身的修养尧自信尧人格魅力袁抓住时机袁改
善和提高家属的自我内省和自我感知能力遥
7尧 充分的人文关怀院如居住舒适袁生活起居方便袁陪
同尧探望人员的安排袁家属及陪护人员基本护理技术

培训等等遥
8尧 注意患者的生理尧心理变化袁了解治疗过程的病
情变化与需求袁收集相关信息袁即为医生提供治疗的
参考依据袁又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服务遥
9尧 减少患者自我关注的程度袁帮助恢复正常的心理
社会功能袁面对和接受现实遥
10尧 加强对自身疾病的了解及自我保健意识袁 训练
其完成独立的自我照顾能力遥
11尧 安排舒适尧安静尧方便的休养环境袁减轻患者的
心身疲惫感袁减少行动不便的烦恼和沮丧遥
12尧 使患者家属了解袁耐心细致的关心和照顾袁和睦
融洽的家庭气氛袁是患者良好的精神慰问剂袁也是疾
病康复的前提保证遥

随着整体护理的前面推广袁 护理心理干预技术
已广泛地运用于临床遥 脑卒中患者因心理障碍多见袁
实施心理护理尤为重要遥 因此袁在临床实施心理护理
时袁针对服务对象个体间独有的心理特性尧心理问题
和心理需要袁选用确实有效的心理干预技术袁并提供
生理尧心理尧社会尧精神尧文化等方面的帮助和照顾袁
让患者获得生理及心理上的安全感袁 以解除心理负
担排除心理障碍袁 恢复心理平衡及正常的心理社会
功能袁 勇敢面对和接受现实袁 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
性袁积极主动配合治疗与功能锻炼袁有助于脑卒中患
者的早日康复遥

渊作者简介院本文作者张敬英袁女袁1959年5月出生袁1981年

7月毕业于厦门卫校护理专业袁现就职于福建省惠安县中医院

急诊科袁副主任护师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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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在三十二年前袁 曾在業師徐眞先生處複製了
叶蘇報曳醫藥副刋野吳中醫藥冶的全部資料遥 野吳中醫
藥冶由徐眞老師渊那時老師姓徐名樸眞冤擔任主編遥 不
少中醫名家耆宿如陸淵雷尧章次公尧李疇人尧葉菊泉尧
張震夏等撰文發表于野吳中醫藥冶上遥 丁甘仁長孫丁
濟萬先生也曾在創刋號上題詞院野吳中醫藥袁 近代名
區遥 賢才迭起袁唯道是圖遥 宏章巨著袁闡發岐黃遥 不脛
而走袁力挽瀾狂遥 冶

作爲主編徐眞老師也勤奮筆耕袁 用不少筆名撰
寫醫論袁並不時補白遥 所撰寫的野緑繞樓醫話冶袁篇篇
珠璣袁頗有叶冷廬醫話曳風韻遥 其中有數篇言及江蘇蘇
北趙海仙渊履鰲冤的醫話袁頗爲傳神遥 清末民間有院野南
有葉天士袁北有趙海仙冶之説袁可見趙海仙在醫家和
患者心目中的地位遥

筆者于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應江蘇興化中醫院
卞文伯醫師之邀到興化袁曾拜謁趙海仙尧鄭板橋尧劉
煕載故居及施耐庵陵園等遥 趙海仙故居爲興化第一
座高層洋樓袁樓高三層袁乃當年趙海仙爲興化富商治
愈疑難病後所獲饋贈遥 當地人稱爲野海仙洋樓冶袁參觀
時發現野海仙洋樓冶年久失修袁外貌破舊袁筆者曾拍照
留念遥 日前與卞文伯醫師聯繫袁據説野海仙洋樓冶現在
已經整修一新袁 作爲當地的中醫藥文化基地供人參
觀遥

對叶西廂記曳諸位可謂耳熟能詳袁張生尧鶯鶯尧紅
娘藉此流傳至今遥 野吳中醫藥冶中有徐眞老師撰寫的
趙海仙治愈野西廂迷冶的醫話袁頗得心病還得心藥醫
的意趣袁給我輩甚多啓迪袁現刋于此袁以饗諸位同道遥

叶緑繞樓醫話窑西廂迷曳
清季末葉袁守舊之家袁甚重禮敎袁對子女防範尤

嚴遥 當束敎受書之時袁隔離外務袁摒絶聲色袁使能專心
于書典遥 然亦有因管束愈嚴袁而轉歸愈劣遥 江陰世家
張姓而佚其名袁有子年及冠袁平素沉默寡言袁孜孜好
學袁頗得堂上歡遥

一夕與同窗處得六才子曲本袁歸而讀之忘倦袁由
於知識初開袁易涉遐想袁但外受師訓袁內格家規袁私心
搖幌袁秘不敢宣袁從此心情恍惚袁神志厭倦袁攻書意
懶袁求學心違袁魂顛夢倒袁蠶縛絲牽久之袁飲食減袁形

容憔悴袁體力羸弱袁瘦骨支床袁堂上寂然心憂遥 遍延名
手診治袁然類皆忽略其起病之源遥 徒以參苓補益之劑
雜投袁雖迭換醫方袁終鮮寸效遥

後風聞興化趙海仙先生醫術神奇袁 獨步揚淮屬
地袁於是不憚遠道敦請袁迨先生至入房診脈畢袁出謂
家人曰院野病者心神鬱結袁窺其眉宇間袁似重有憂者袁
試將病由見示可乎钥 冶家人僅以勤讀過甚對袁其時伴
讀之書童進言曰院野公子于病時袁 則對一袖珍書卷凝
神袁每于靜坐或夢寢中袁時喃喃自語袁今該書猶秘藏
于枕下冶遥 囑私行取出視之袁叶西廂曳也浴 先生瞿然曰院
野病在是矣浴 冶旣曰院野病由心造宜乎服藥之不中的袁唯
有改變其思想袁自可霍然而愈冶遥

三日後囑其家人袁請于公子曰院野時値春光明媚袁
草長鶯飛袁不如長郊馳目袁亦可稍遣愁魔遥 冶公子首
肯袁乃雇肩輿舁之出城南袁逶迤行三里許袁至一處袁林
木陰翳袁鳴聲上下袁遙見蒼翠叢中袁紅墻隱約袁佛寺儼
然袁及近視之乃冶野普救禪院冶遥 公子若有所感袁囑停
輿袁將扶入逰袁寺中情景一如六才子言遥

公子心情迷惘袁宛如身墮書中遥 緩步至西廂袁聞
機聲軋軋袁旣入見二老嫗袁幡然白髮袁對坐紡紗袁公子
揖問曰院野兩位得聞鶯鶯紅娘之軼聞否钥 老嫗起立斂
衽曰院野妾即鶯鶯冶曰 復指對面坐者 野彼即婢子紅娘
也冶遥 公子面色驚異袁老嫗從容續稱野君其不信耶钥 憶
于嫁張生時袁固正月圓花好袁玉貌倚年袁然流光送客袁
日月長新袁轉瞬垂垂老矣袁加之夫歿家寒袁故仍回寺
暫寄袁紡紗度日袁人世變幻無常袁亦何異乎钥 冶公子癡
立靜聽袁如聞午夜鐘聲袁恍然而悟袁點頭頻頻袁但覺氣
暢神情袁胸襟開朗袁已是病去大半遥

返家後自此飲食漸進袁精神日旺袁凡此一切均趙
先生預爲佈置者也袁先生臨行留言曰院野病雖無慮袁然
宜早爲完婚袁庶幾萬善遥 冶

翌年袁江陰有專人紅蛋至趙先生處袁蓋張公子已
舉一男矣遥

渊作者院戚廣崇袁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結

合醫院主任醫師袁中華中醫藥學會男科分會主任委員袁世界中

醫藥學會聯合會男科分會副主任委員袁 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專家. 電話聯繫院13901789889 電子信箱院drqgc@sohu.com冤

叶緑繞樓醫話窑西廂迷曳欣賞

戚廣崇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結合醫院 渊上海 20053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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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綜合醫院中醫科從事臨床工作三十餘年袁
從內尧外尧婦尧兒到耳鼻咽喉科尧眼科尧骨科尧傳染科尧
口腔科尧腫瘤科乃至急診科尧重症監護等袁涉及臨床
各科的方方面面袁長期從事臨床尧敎學尧科硏工作遥 在
門診尧病房袁全院各科會診的實踐中袁充分認識到中
醫冤含針刺尧艾灸尧刺絡尧拔罐尧灌腸尧敷貼尧心理疏導
等冤在綜合醫院不僅能立足袁而且能解決各類急重疑
難病症袁往往是西醫的依靠對象袁而不僅僅是輔助對
象袁 是西醫並肩工作的同伴袁 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配
角遥 但是袁這並不是在所有綜合醫院中醫科都能如此
面對西醫各臨床科室遥 現在袁中醫作爲非物質文化遺
産袁它的傳承尧保護與發展袁是人們長期關注和爭論
的焦點袁 而綜合醫院中醫科同樣要面對這一敏感話
題遥 本文試就綜合醫院中醫科當前的現狀尧發展與展
望作一分析與探索袁供同道參考遥
一尧綜合醫院中醫科目前的生存現狀

1 中醫乏術袁中醫科面臨被淘汰的風險
上世紀五尧六十年代袁一大批源于師傳或學校畢

業的中醫進入了綜合醫院袁 他們以厚實的中醫理論
功底尧豐富的臨床經驗從事中醫臨床尧敎學尧科硏工
作袁承擔門診尧病房和西醫各科會診袁解決了大量西
醫不能解決的病症袁 在綜合醫院發展中起到了舉足
輕重的作用袁 應該説這是中醫在綜合醫院的黃金時
代遥 但是袁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乃至本世紀之初袁這
批老中醫相繼退休或離世袁 加上文革時期中醫人才
培養産生了斷代袁綜合醫院的中醫靑黃不接遥 通過70
年代中後期的培養袁師帶徒的傳承袁中醫在乏人問題
上有所緩解袁但是袁這批培養的中醫藥人員後來有一
部分流向了行政部門袁有一部門流向了西醫臨床袁剩
下的人員中能有堅定的專業思想袁勤奮工作袁堅守中
醫袁默默奉獻的人不多遥 相當一部分人在龐大的綜合
醫院西醫面前袁居然産生自慚形穢袁失去自尊尧自強
的信心袁甚至自暴自棄袁在中醫科逐漸以開中成藥或
西藥爲主袁 由此造成的後果是這部分人因不能承擔
中醫科正常醫療任務袁産生不了經濟效益而被取消尧
自然淘汰遥年輕中醫則分流進入西醫的輔助科室遥這
一慘狀已成愈演愈烈之勢袁危在旦夕遥
2 中藥質量下降袁中藥房正在變異袁中藥人員思想
不斷偏移

利益相關是中藥質量逐步下降的主要原因之

一袁 綜合醫院中藥質量往往難以與正規私企中藥房
競爭遥 傳統的炮製方法在萎縮或被取消袁正確的煎藥
方法難以實施袁傳統的中藥保管常識已逐漸淡漠遥 中
藥房正以不同方式被變異遥 一是取消中藥飲片袁把中
成藥並入西藥房曰再則是引進中藥單味顆粒代泡劑袁
取消中藥飲片曰 或是中藥房藥物不全袁 中藥流通壅
滯袁陳年中藥仍在使用袁中藥質量無法保證袁造成信
譽下降遥 上述情况源于中藥人員專業思想渙散尧專業
方向已經轉移遥 相當一部分人不思學習尧不思進取袁
懶散且懶惰袁守株待兔袁坐以待斃袁這是制約中藥發
展的瓶頸遥
3 支持不力袁缺少規劃

綜合醫院的物質資源尧人力資源主要傾向西醫袁
中醫猶如野桑寄生冶遥 醫院主要支持有發展前途且能
創造經濟效益的中醫科室袁而對乏術的中醫科袁顯然
拖了醫院的後腿袁成了可有可無的科室袁故實在是欲
取之而後快遥 但大多限於國家中醫政策尧尙未動手袁
只是讓其自生自滅遥 但凡專業乏術的中醫科袁生存危
機日益突顯袁更談不上整體規劃尧謀求發展遥
二尧中醫科發展的設想
1 爭取支持尧建立與各科室合作關係

國務院頒發的中醫工作條例等系列中醫政策性
文件袁對綜合醫院中醫科是一個有力的支持遥 應該看
到袁 不少有遠見的醫院領導班子對國家中醫政策的
態度是積極的袁行動是支持的袁有的親自規劃中醫中
藥的發展規劃尧人才培養尧專科設置尧尊重老中醫的
話語權尧採納他們有益的意見和建議遥 這樣的醫院中
醫中藥事業蒸蒸日上尧紅紅火火袁前途一片光明遥 但
這些往往是建立在老一輩強有力的專業技術能解決
醫院內外急重疑難疾病的前提下袁 所獲得的立足之
地遥 我們要反思一下袁只有專業技術紮實了尧強大了袁
創造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袁你才能有牢靠的野一畝
三分地冶袁否則袁野弱國無外交冶袁野貧窮就得挨打冶遥

以專業技術的力量作鋪墊袁 積極展開與西醫各
科的合作是中醫科拓展業務的又一途徑袁 無論門診
或病房袁西醫日常會碰到很多解決不了的問題袁礙于
情面袁往往大多數這樣的病人推向了院外遥 這一部分
病人只有在你有了雄厚的技術實力袁 與各科又有良
好的人脈關係袁就能牢牢抓住這一部分病人遥 所以要
想獲得醫院的支持袁 得到西醫各科室的合作袁 練好

綜合醫院中醫科發展的設想與展望

皖南醫學院附屬二院中醫科 李揚縝 2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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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內功冶是首要問題遥
2 建立廣義中醫科袁完善體制變革

建立廣義中醫科袁統管中醫袁中藥袁針灸及系列
專科遥 所謂廣義中醫科袁是指包括中藥房袁中藥炮製
室袁中藥倉庫袁中藥煎藥室等袁中醫全科袁針灸科及其
他中醫各類專科袁 還包括中醫病房或中西醫結合病
房遥 這樣囊括中醫中藥系列科室袁 目的在于統一管
理袁 全面規劃袁 從行政格局上保證中醫中藥的整體
性尧高效性遥 廣義中醫科在治療上承擔日常中醫本職
工作袁包括全科中醫門診治療袁中醫病房或中西醫結
合病房袁中醫專科治療遥 還要完成西醫內外婦兒各科
的會診任務袁以傳統中醫特色袁尋求價格低袁療效好
的方法袁 努力做到西藥能解決的病症中醫大部分都
能解決袁西藥不能解決病症袁中醫也能夠解決遥
3 堅持中醫全科與專科結合醫療方式

在綜合醫院的長期臨床實踐證明袁 西醫各科室
迫切需要有眞才實學能解決問題的全科中醫遥 隨着
西醫抗生素尧激素尧止痛劑的巨大毒副作用的危害袁
西醫迫切需要全科中醫走入西醫每一個病房去解決
急重危難疾病遥 在門診和病房越來越多病人説院野我
這病西醫是冶不好了袁 跑了那么多醫院袁 辦法差不
多袁就是沒有效果冶遥 而這時採用中醫辨病與辨證相
結合袁把握整體袁往往能取得很好的效果遥

中醫全科就是在門診不管什么科的病人袁 凡適
合中醫尧 針灸等方法保守治療的都要能做到熟練地
診斷與治療袁 對於西醫內外婦兒各科會診病人都要
能夠得心應手地進行中醫中藥尧針灸等方法治療袁並
療效可靠遥 這樣的全科醫生一般需要十年乃至二十
年的培養過程袁才能逐步走向成熟遥 而中醫專科是指
部分中醫人員從事有特色地專病尧專法治療袁具有獨
特治療方法和可靠的療效遥 一個完整的廣義中醫科
需要全科中醫師和特色中醫專科醫師組成的團隊袁
團結奮鬥遥 這樣經過有目的尧有計劃尧有層次的培養袁
中醫的技術力量就強大了袁紮實了遥 中醫不僅不可能
被淘汰袁 而且以其強大的生命力和無可爭議的科學
性深深地植根于廣大民衆之中袁深受人們的歡迎遥
源 提高中醫自身專業能力袁是中醫發展之本

綜合醫院中醫科要努力提高專業水平袁 切實解
決中醫藥乏術問題袁 提高專業水平是中醫藥能否發
展的生死存亡問題遥如何提高專業水平呢钥中醫首先
要學習西醫各科疾病的物理檢查袁實驗室檢查尧臨床
診斷和治療袁吸收尧消化西醫專業知識與技能就是爲
了更好地實施中醫辨病與辨證相結合袁運用中醫尧針
灸等各種方法進行治療袁 堅定的使用中醫方法治療
而一般不使用西藥遥 野尋求古訓袁博採衆方冶袁習古而
覽今袁緊跟時代步伐袁就是旣要學習中醫的四大經典
著作袁學習古代一切優秀的中醫古典醫著袁又要學習

現代中醫中藥最新硏究進展袁這樣才能知古而達今遥
我們提倡堅定地進行中醫整體觀念袁 辨病辨證相結
合的思維方式袁 我們堅持採用純中醫中藥針灸等方
法治療遥 我們的臨床實踐表明袁這是切實可行的袁療
效是可靠的袁患者是滿意的遥 我們認爲凡是悦栽尧月超尧
载線尧心電圖尧腦電圖這些物理檢查或實驗室檢查實
乃中醫望診的繼續遥 中醫從叶內經曳開始就採取了諸
多學科的拿來主義袁今天我們面對現代化的望診尧自
然應該拿來而不能丢棄遥 年輕的中醫要熟讀經典袁拜
學名師袁堅守中醫的思維模式袁學習西醫的基礎理論
與檢查和診斷遥 還要學會甘守寂寞袁默默 奉獻袁神
情淡定袁達摩面壁遥 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冶袁野醫者仁術也冶遥 這樣長期堅守十年尧 二十
年袁一定能成爲醫聖孫思邈所期盼的精誠大醫遥
缘 積極設立中醫專科

有條件的綜合醫院要積極設立中醫專科遥 在全
科治療運用的同時袁可抽調部分人員從事專科治療遥
如針灸科尧肛腸科尧皮膚科尧腫瘤科尧眼科尧耳鼻喉科
以及不孕不育袁乳腺袁哮喘袁疼痛袁疳積等有特色的中
醫專科遥 因爲這些疾病袁在漫長的二千多年中古人早
已總結了豐富的經驗袁探尋古典醫著袁拜師學習就能
夠取得較好的療效遥 例如中醫眼科袁宋元時期早已獨
立開設專科遥 明代的叶目經大成曳尧叶銀海指南曳尧叶審視
瑤函曳等著作袁積累了很多成功的經驗遥 如病毒性角
膜炎袁西醫只能用激素加抗病毒的利巴韋林尧阿昔洛
韋眼膏等藥袁副作用大袁療效也不可靠遥 結合古代中
醫眼科精華袁復習近現代中醫眼科專家的經驗袁早期
用中藥辯證論治袁加上中藥配制的眼藥水或眼藥膏袁
實踐證明其療效遠遠勝于西藥遥
远 完善中藥規劃與管理遥

如何完善中藥房的傳統建制袁 首先要解決中藥
人員的專業思想問題袁牢固樹立中藥專業思想袁努力
按傳統方式袁結合現代硏究成果炮製中藥袁中藥飲片
嚴格按中藥炮製規範操作袁以求獲得上乘的中藥袁高
質量的飲片遥 有條件的要恢復中醫傳統的丸散膏丹
的製作袁中藥人員旣要有高水平的專業理論知識袁又
要有不怕苦尧不怕臟尧不怕累的具體操作技能遥 做好
中藥倉貯工作袁極力避免中藥毒變尧陳腐尧鼠患等不
利因素袁千方百計努力提高中藥質量袁爲中醫的處方
用藥袁 爲患者的生命安全而吃上放心藥做出自己應
有的貢獻遥 中藥人員在中藥這個寶庫里要做的事情
太多袁只有深入進去找到樂趣袁就會有廣闊的耕耘空
間袁定會取得輝煌的成果遥 我們呼喚越來越多的中藥
大師出現在現代社會遥
三尧中醫科發展的展望

员 積極參與危重病人治療
參與西醫腦中風昏迷袁一氧化碳中毒昏迷袁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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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508页)

福州市中醫院從2004年開始開展中藥藥膳食療
在臨床的應用硏究工作袁 經過了幾年刻苦艱難的實
踐探索遥 2004年袁隨着國務院中醫藥條例的實施袁對
於我們中醫藥人員提出一系列問題院 怎樣使中醫院
姓野中冶袁 怎樣發揮中醫特色袁怎樣充分佔領中醫藥
的領域袁在回答這一系列問題之時袁我們醫院把進行
中藥藥膳的應用與推廣袁開展辨證施膳袁弘揚藥膳這
一祖國醫學奇葩列上了福州市中醫院中醫藥特色建
設的一項具體措施遥

當時我們清醒的看到雖然中藥藥膳歷史源遠流
長袁但長期以來袁中藥藥膳都只在民間廣泛使用袁由
於現代醫學的影響尧藥膳製作涉及多層次人員尧烹調
工藝的繁瑣尧 療效不能立竿見影尧 病人接受依從性

差尧醫師辨證施膳缺乏經驗等原因袁藥膳在醫院臨床
的應用越來越少袁 很多中醫院都沒有開展中藥藥膳
的臨床應用工作遥 同時在民間雖然存在許多很有效
驗的藥膳方袁但由於缺乏傳統中醫理論的指導袁難免
存在濫用尧誤用的情况遥 面對這種情况我們認眞理清
思路袁確定開展藥膳工作程序袁制定工作目標袁在臨
床藥膳工作中取得一定的成效袁 難能可貴的是能夠
以科硏的思路開展藥膳工作遥
一尧臨床工作紮實袁有序推進遥

開展調硏工作遥 組織專家利用各種下鄉的機會尧
會議交流的空間廣泛收集福建各地藥膳的驗方與使
用的情况袁進行硏究討論袁從中挑選出一部分確有療
效的驗方袁根據傳統中醫理論對這些驗方的功效尧適

福州市中醫院藥膳工作開展情况介紹

福州市中醫院 黃秋雲

傷昏迷等急難危重病人的搶救工作袁 集中中醫中藥
內服尧外敷尧針刺尧艾灸尧刺絡尧拔罐等治療手段袁形成
中西醫二法的搶救模式袁 以提高急危重難病人的甦
醒率尧成活率尧治愈率遥 人們常説袁中醫治療慢性病還
是有很多長處的袁急性病就望洋興嘆了遥 我的實踐證
明中醫對高熱尧 昏迷尧 驚厥具有諸多治療途徑和方
法遥 例如中藥鼻飼尧針刺尧刺絡放血尧外敷等袁兩千多
年來古人總結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急救方法袁 對我們
今天仍然具有實實在在的指導作用遥 挖掘這一部分
遺産袁追尋現代中醫對急重危症的救治經驗袁中醫在
急救醫學中不僅能佔有一席之地袁 而且在很多場合
起着中流砥柱作用遥 我們期待中醫急救醫學會在今
後的實踐中更加完善尧更加規範袁造福於人類遥
圆 逐步建立各科中醫進駐模式

中醫深入西醫各科袁參與治療遥 例如消化內科中
醫對胃炎尧膽囊炎尧胃潰瘍等消化系統疾病袁二千多
年來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袁 而西藥的效果往往不
及中醫袁 在無能爲力的情况下袁 常常只能使用中成
藥袁 而中成藥對症較差袁 故在中醫辯病與辯證相結
合袁整體觀念指導前提下處方用藥袁又遠遠有益於旣
定處方中成藥袁這對提高療效尧增加病人的信任度袁
具有良好的效果遥 中醫進駐是指定中醫向西醫輸送尧
固定人才尧參與解決該科疾病的常規中醫治療遥 可以
預見袁這種模式在不久的將來袁隨着中醫專業技術上
的爭氣與提陞袁會越來越廣泛強化與深入遥
猿 中醫療效與費用的優勢是解決我國醫療保險的
重要出路

實踐證明袁 在目前乃至今後西藥的毒副作用越
來越嚴重的情况下袁西醫的治療手段除了手術外袁藥
物已顯得越來越無可奈何袁 它已嚴重地限制了西醫
的發展袁 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給中醫提供了一個廣
闊的生存發展空間遥 重要的是中醫如何把握和珍視
這一機遇遥 中醫有二千多年對各科疾病豐富的臨床
經驗袁至今依然指導我們在臨床上獲得較好的療效袁
其毒副作用因純熟的應用袁 長期的優勝劣汰而比較
微小遥 在患者經濟支出上袁很多疾病治療結果證明袁
中醫的總費用遠遠低於西醫的費用袁 這對於我國的
日益增長的西醫費用支出袁 這對於我國的醫療保險
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出路袁 這是一個値得認眞不斷深
入探討的課題袁 是對解決民衆看病貴這一問題的很
好詮釋遥
源 重視中醫人才培養要提高到新的高度來認識

全社會都要重視中醫袁 重視中醫首要問題是人
才的培養袁人才培養主要是靑年中醫的培養袁靑年中
醫的培養是關係到一項相同于環保尧 計劃生育同等
高度的基本國策問題遥 因爲中藥的毒副作用小袁中醫
豐富的治療手段對人體無傷害袁或傷害較小袁中醫諸
多治療方法所産生的經濟支出費用低廉袁 面對這樣
一件大好事袁我們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袁這就是要把
發展中醫提高到國家的基本國策上考量遥 而對二百
年前外國人懷着不同心態和目的向中國人兜售西
醫袁從而逐步打壓中醫袁挫敗中醫遥 面對這樣一塊野和
氏璧冶袁我們要從迷茫中覺醒過來遥 在我們中國就應
該以積累了二千多年豐富經驗的中醫作爲爲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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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病症以及用法用量等進行分析尧 整理遥 在此基礎
上袁 結合專科專病進一步選出適用于臨床的驗方應
用于住院病患者的治療袁 起到了良好的輔助治療作
用遥

開發藥膳品種遥 廣泛發動全體醫務人員袁針對本
專業的患者情况開發各類中藥藥膳遥 這些藥膳方可
引用自民間的單方尧驗方袁可摘自古書經典袁也可以
根據個人的行醫實踐擬出方藥等遥 臨床尧藥劑科尧營
養科緊密配合袁對藥膳進行反復試製尧品鑒袁制定藥
膳烹調的流程遥 如健脾利濕尧清熱解暑的六仁湯袁補
氣安神的新鮮靈芝飲袁健脾補腎的枸杞芡實飲等遥

結合民俗推廣遥 我們根據季節尧節日民俗習慣在
不同時間推出不同的藥膳袁採取提供藥膳配方尧烹飪
方法尧藥材尧在門診提供用藥咨詢等方式遥 如冬季推
出食用火鍋時同時具有野補冶和野清冶功效的野火鍋調
味包尧和胃降火茶尧清煮活蝦包尧滷味包冶等袁清明節尧
中秋節等傳統節慶都不失時機的做好與藥膳有關的
宣傳袁開發出許多具有不同功效的節日藥膳新品袁把
民俗節日傳統氛圍與中醫文化有機結合袁 讓百姓在
休閑的節日度假中袁不知不覺強化了中醫養生理念遥

善於嘗試創新遥 近年來袁我們在傳承傳統的基礎
上不斷嘗試創新袁開發了輔助治療胃炎尧糖尿病的胃
炎饅頭尧糖尿病饅頭遥 在門診及病房推出後受到了廣
大患者的歡迎和好評遥 在門診配制各種中藥五穀雜
糧袁引導了福州市飲品五穀雜糧的流行趨勢袁脾胃專
科結合胃炎患者的治療情况袁 針對胃炎患者個人對
健胃散進行加減後與五穀雜糧有效結合使用遥 爲配
合民間靑草藥的挖掘整理袁經過調硏袁篩選出部分靑
草藥袁開發出一系列新鮮靑草藥藥膳袁如鮮上巳菜尧
鮮魚腥草尧鮮魚腥草尧鮮馬齒莧尧鮮石斛尧鮮蒼山子
等袁將這些靑草藥或製成涼拌菜袁或製成藥粥袁或製
成炖品遥 這樣旣能防止新鮮靑草藥中活性成分的喪
失袁又能讓這些靑草藥藥膳走上普通市民的飯桌遥

做好健康敎育遥 福州市中醫院在開展藥膳工作
過程中袁注重做好相關宣傳工作袁各臨床科室擬定有
關藥膳在防治疾病的健康敎育處方袁 經醫務科審核
後袁在門診設立野健康敎育咨詢處冶袁導診員根據季節
變化特點及常見病尧多發病情况袁分發有關藥膳保健
系列資料遥 醫院各候診區尧病區都設有野健康敎育宣
傳欄冶袁專人負責袁定期更換袁圖文並茂袁通俗易懂的
藥膳知識吸引病人及其家屬駐足觀看遥 積極開展健
康大講堂袁反復進行藥膳小講座袁營造了濃厚的藥膳
氛圍袁旣弘揚傳播了中醫藥傳統文化袁又對百姓的健
康起了保駕護航的作用遥
二尧科硏思路引導袁課題內容豐富遥

在開展臨床藥膳工作過程中袁 堅持以科硏的思
路開展工作袁 爲今後進一步硏究中醫藥膳防治疾病

做了很多鋪路工作袁 爲探討中醫藥膳養生保健打下
堅實基礎遥 近年來袁我院地市級以上立項的藥膳科硏
課題有5個遥

叶中醫辨證施膳輔助治療2型糖尿病的臨床硏
究曳Wzy0617課題于2006年由福建省衛生廳立項袁經
過三年時間硏究2009年結題遥 該課題的創新點在于院
針對糖尿病患者享有豐富食譜的渴望袁 在該課題中
給糖尿病患者提供的藥膳品種十分豐富袁 旣有高檔
的山珍海味袁鷄鴨魚肉又有大衆化的蔬菜茶飲袁主副
食兼備袁即是營養豐富尧色味俱佳的美味食品袁又是
具有一定藥理作用的中藥方劑袁 兼營養和治療于一
體援是中醫學中獨具特色的傳統療法之一遥 較好的探
索了具有中醫特色尧口感較好尧味道鮮美尧有效的尧個
性化的糖尿病飲食輔助治療新途徑遥

叶主食藥膳渊糖尿病藥膳饅頭冤在糖尿病防治中
的硏究與應用曳渊課題編號冤 課題于2009年由福州市
科委立項袁經過兩年時間硏究袁現該課題正在收集病
例尧統計分析尧總結資料中遥 該課題的創新點在于院針
對糖尿病患者可食用的主食較少袁 有些主食如粥的
血糖生成指數較高袁 有些主食中還可能存在不利于
控制血糖的添加劑遥 而糖尿病藥膳饅頭給糖尿病患
者提供主食的同時袁 加入了具有輔助治療糖尿病作
用的中藥袁 解決了糖尿病患者用餐定量和餐後2h血
糖渊PG2h冤控制的問題遥 糖尿病饅頭適用于各類糖尿
病患者袁特別是針對糖尿病初發期效果更佳遥

叶胃炎藥膳饅頭輔助治療脾胃虛型慢性胃炎的
臨床觀察曳渊課題編號冤 課題于2010年由福建省衛生
廳立項袁經過一年多時間硏究袁現該課題正在療效觀
察尧收集病例尧統計分析中遥 該課題創新性在于院把簡
便易行的胃炎藥膳饅頭運用于慢性淺表性胃炎輔助
治療袁 系統觀察其對慢性胃炎影響袁 明確其臨床療
效遥 同時對胃炎藥膳饅頭中的中藥組成進行了多方
探討袁 選擇了國家衛生部公佈的旣是藥品又是食品
的藥物袁以期藥食同源袁並對其藥物劑量組成尧製作
工藝等問題進行反復的探討袁 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製
作工藝遥 由於藥材選擇藥食同源及其穩定的製作工
藝袁爲將來批量市場開發打下較好的基礎袁有廣闊的
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前景遥

叶養生保健藥膳在福州市老年公寓中推廣應用
的硏究曳渊課題編號冤 課題于2010年由福州市科委立
項袁現正在硏究實施過程中遥 該課題的創新性在于院
把傳統中醫藥文化與弘揚尊老愛老傳統民族美德相
結合袁發揮中醫藥在野治未病冶方面的優勢袁把養生保
健藥膳在老年公寓這個弱勢群體中加以推廣應用遥
同時挑選性味比較平和藥物作爲藥膳原料袁 向老年
公寓推廣的藥膳應符合大衆化尧季節性尧易操作性的
特點袁以適應老年公寓的實際需求遥 還應當根據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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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弘揚國學尧振興國醫是強國健民之本

江西省東鄉縣中醫院 梁國川

卦 符

渊象冤
卦名 乾 坤 震 兑巽 坎 离 艮

國學是以儒學爲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的
總結遥 談儒學必須追溯到 叶周易曳尧叶老子曳尧叶莊子曳尧
叶黃帝內經曳等華廈經典遥 首先要瞭解叶易曳袁它是人類
歷史上最早認識時空的模型圖遥 象數易及術數易符
圖式的表述袁反映着人類野與天地合其德袁與日月合
其明袁與四時合其序袁與鬼神合其吉兇冶的變化信息遥

關於易的演變及發展袁古代有夏曰叶連山曳袁殷曰
叶歸藏曳袁周叶周易曳袁這是夏商周三易的學術代表作袁
古稱三易遥從周易逐漸以爻組成八卦遥所以爻是構成
叶易曳的基本符號袁也是組成卦的基本單位遥 叶周易曳六
爻就是用長短橫道袁一陽爻袁一陰爻組成八卦遥

叶易曳分四部分院1尧易卦院有先天八卦袁是伏羲無
文字時代袁後天八卦是周易用卦爻象而組成遥 2尧叶易
經曳院是古人長時間的積累和無數先賢寫成的一本經
典袁故叶易經曳爲叶諸經之首曳遥 3尧易傳院是孔子所作袁主
要對叶易經曳注釋和論述易理遥 4尧易學院是從各個方面
對易的理論進行闡述袁是對叶易經曳的總結遥 易學是反
映宇宙的基本規律袁是一門自然思維尧社會硏究和應
用的科學遥 易學複雜系統符號表達方式是珍貴的袁也
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偉大創舉袁 是眞正的人類非物

質遺産遥
叶易曳院是中華先賢通過野仰則觀象于天袁腑則觀

法于地袁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袁 近取諸身袁 遠取諸
物冶遥於是始作八卦野以通神明之德袁以類萬物之情遥冶
的化法袁來認識自然的野在天成象袁在地成形袁變化見
矣遥冶的宇宙袁從而認識了宇宙的生成規律遥叶易窑系辭
下曳曰院野易有太極袁是生兩儀袁兩儀生四象袁四象生八
卦袁八卦生吉兇袁吉兇生大業遥 冶

直到春秋時期袁王綱不振袁諸侯紛爭袁民不了生遥
幸虧天降二聖袁一尧道敎始祖老子袁創叶道德經曳曰二尧
儒敎始祖孔子袁目矚亂世袁憂國憂民袁著書立説袁開化
民智袁周遊列國遥 他忠君愛國袁孝悌敬友袁仁智禮義袁
廉德博愛袁中庸之道的思想遥 著五經四書袁千古流芳袁
均爲後世治典袁周易六爻袁魅力無窮袁在東方五千年
的延續發展袁中華民族的每個角落袁都深受釋尧儒尧道
三敎學子的靑睞遥 雖説三敎各有自己的特有敎義經
典袁濟世敎民袁但周易都以她高深奧妙的玄學哲理袁
同悉萬事萬物的功量袁深受各敎弟子的喜愛遥 歷朝歷
代袁周易之學的杰出代表人物袁出將入相袁經國救世袁
照耀在後人世人心中袁而惠澤千秋袁諸如院興周八百
年的姜子牙曰春秋時期儒學始祖孔聖人曰助漢四百年
的張子良曰 漢武帝時期的董仲舒曰 三國時期的諸葛
亮曰晉朝郭璞袁唐代李淳風尧袁天罡曰宋時陳摶尧鄒康
節曰明初的劉伯溫袁比比皆是袁舉不勝舉遥 他們都有周
易的玄學和奧妙袁包括奇門尧命理尧風水尧相學尧醫學袁

病學的特徵袁及時選擇符合老年人特點的藥膳袁在膳
食中增加特定的藥膳袁以提高老年人的抗傳染能力袁
從而降低老年公寓中流行病的傳播遥

由於我院在應用臨床藥膳過程中始終能以科硏
的思路去設計應用方法袁 使用程序袁 以及藥膳的包
裝尧説明都做了很詳細的安排袁疏通了臨床應用藥膳
的障礙袁使我院臨床藥膳得以順利開展遥

三尧學術活動繁榮袁連帶效果明顯遥
從2009年以來申報並舉辦了國家級尧 省級繼續

敎育學術硏討班四次袁出藥膳論文專集四本袁福州市
中醫院醫務人員發表和刋登在國家級尧 省級專刋和
學術論文集上的有關藥膳的論文就有绎篇遥 擔任中
華中醫藥學會藥膳分會委員以上有3人袁擔任福建省
中醫藥學會藥膳分會常務委員以上的有8人袁2009年
榮獲中華中醫藥學會藥膳分會野臨床藥膳先進單位冶

的榮譽遥 野福州八珍藥膳冶被確認爲第三批福州市非
物質文化遺産渊傳統醫學冤遥 培養了一批由中醫師尧中
藥師尧營養師能夠緊密配合尧步調一致的藥膳專業隊
伍人才袁通過師承活動袁把全院藥膳工作及的環節尧
品種尧流程形成了較爲系統的文件檔案資料袁豐富了
福州市中醫院的無形資産遥

目前袁 福州市中醫院藥膳工作正朝着有序健康
發展遥

渊作者簡介院作者系福州市中醫院院長袁主任中藥師袁第四

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袁 福建省中

醫藥大學碩士生導師遥 現任中華中醫藥學會營養藥膳專家分

會副會長袁福建省中醫藥學會常務理事尧福建省中醫藥學會藥

膳分會主任委員遥 主要硏究方向是藥膳尧靑草藥尧中藥不良反

應遥承擔各級多項科硏課題袁在國內外各種學術刋物發表了三

十多篇論文袁並參與編寫多本中醫藥著作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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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周易及五經基礎知識的原理上袁 進行升華和發
展遥

國醫即傳統的中醫袁 是在國學的同時逐漸産生
的袁國學國醫叶四庫全書曳的野山尧醫尧命尧相尧卜冶五術
爲基礎而發展的學問遥 國學國醫文化史袁相互滲透遥
古代醫學與科學的歷史成就對現代科技有巨大的貢
獻遥 所以國學包括醫學與科學在內袁 在國學的 野五
術冶 中袁醫術隨着社會的發展袁人類的進步袁社會分
工較細袁醫也就成了一門獨立學科遥

因爲國醫是用方藥以及靈治的治病方法袁 以達
到祛除疾病袁保持健康的一種學問袁發展到現在袁醫
學不僅是一種治病的方法袁 而且具有相當理論水平
的文化和自然科學綜合的一門獨立學科遥 幾千年的
中國袁人民與疾病長期鬥爭中袁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袁
從實踐到理論袁從理論到實踐袁反復驗證袁建立了陰
陽五行四診八綱尧臟腑經絡袁辨證施治的理論基礎袁
形成了運用樸素的唯物辨證法及思辨推理的一門理
論體系袁認識人體尧自然與疾病三者關係遥 在治療上
除了應用藥物及靈治外袁還有針炙尧氣功尧按摩尧刮
痧尧拔火罐尧耳針等特殊治療方法遥 它是世界傳統醫
學中最完善的一種醫學理論體系遥 所以國學爲國醫
總結提供了理論基礎袁並且用各種特色的文體袁把醫
學傳給世界各地遥 我國也利用中醫爲載體袁把中國文
化帶到世界各地袁特別是日本尧韓國袁引進了中醫藥袁
而且逐漸發展和壯大遥

國醫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袁博大精深的中醫藥袁
是無法用其它文化能解釋清楚的袁 這是引發全球漢
語熱潮之所在遥 傳統的中國醫學成了中國文化走向
世界的載體袁 它不但爲中國人民健康和民族繁衍做
了巨大貢獻袁並且爲全球人類的健康袁同樣建立了不
可磨滅的功勛遥

中華民族是一古老的民族袁 她有幾千年的人類
歷史遥所以東方的文化有着她特有的東方慧性遥伏羲
的易道文化袁黃帝的法道文化袁老子的德道文化及孔
子仁德禮義尧忠孝博愛尧中庸之道共同組成了東方龍
文化巨系統遥 濃縮着人類幾千年袁漫長歷史中精神文

明的沉澱和積累遥 是一筆無與倫比的精神財富遥
西方的智能文明袁 在短短的幾百年中袁 佔盡天

時尧地利尧人和袁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遥 從文化袁到醫學
都有他的科學特性遥 然而東方的文化與醫學則有東
方的特性遥 比如叶易曳是中華傳統文化特有的認知方
式袁 對天地人之宇宙大道的思想認識袁 與認知思維
渊象思維冤體系的高度概括遥 它野通神明之德袁類萬物
之情遥 冶而實現了大道至簡的表述遥 尤其是叶四書五
經曳尧孔子學説袁倡導仁尧義尧禮尧智尧信尧忠尧孝尧節尧勇
的思想對世界的影響之光大遥

至於國醫的文化精髓袁是野陰陽平衡冶尧野天人合
一冶袁也就是和諧共處遥 她重視自然與人的統一觀袁以
及和諧社會的哲學觀遥 它是把天文尧曆法尧地理尧氣象
等多學科應用于醫學遥 所以説古代醫學和科學都是
世界的榜樣袁是世界科學事業發展的先驅袁是幾千年
來人類智慧和經驗的總結遥

當然人類在不斷的進步袁 科學不斷地成長和發
展袁在現代生活中袁幾乎離不開科學袁事事以科學爲
依據遥 當前中醫藥的困境是存在袁但要提高民族自我
認識素養袁要從生存的誤區走出來袁不要盲目的崇拜
西醫學遥 因爲各有所長袁各有所短袁西醫治病袁中醫治
人遥 西醫治療發熱尧腹瀉尧休克尧急腹症等疾病見效很
快曰而中醫治人袁它在治未病尧養性尧西醫無法治療的
一些疑難奇證及亞健康患者袁中醫特強遥 只要你眞正
瞭解中醫的精神實質袁將人野心冶爲惡袁人野體冶爲本袁
牢記把握野治心爲本冶尧野治人爲本冶袁將本因尧內因尧外
因綜合一體而論袁中醫的精華就是中醫的精神內守袁
正氣內存袁邪不內生的理念遥 是促進社會和人類袁尊
道尧崇善尧修心尧養德袁從根本上實現生命健康遥 成爲
健民強國之本遥

總之國醫的智慧科學和西醫的智能科學結合起
來袁就是完美的新型醫學袁國學的周易尧老子尧莊子尧
孔子尧孟子的經典是我國持續發展的文化實力袁是中
華民族的國魂袁是我國人民生存之根袁立國之本袁發
展之基遥 我們要以科學觀和世界觀袁繼續深入發展國
學尧國醫袁把國學尧國醫走向世界袁爲世界人民造福遥

羅源畬醫畬藥2008年列入全國第二批非物質文
化遺産名録袁 畬醫畬藥保護與傳承工作得到政府部
門的高度重視遥 我院2009年承擔省衛生廳立項的野發

掘整理羅源畬醫畬藥冶課題任務袁課題組對羅源畬族
地域性文化及閩台畬族特殊淵源尧 羅源畬醫藥民族
性及地方性尧獨特性及差異性尧羅源畬醫藥傳承與發

羅源畬醫藥發掘整理報吿

余光清

渊福建省羅源縣中醫院曰3506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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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進行綜合發掘整理袁報吿如下院
一尧羅源畬族地域性文化及閩台畬族特殊淵源

羅源是畬族主要聚居地之一遥 據縣誌記載袁唐朝
中期廣東潮州府畬民零星遷入羅源袁 元末明初大批
畬族先民從閩尧粵尧贛交界處入羅徙倚建寨袁從此畬
漢兩族人民長期和睦共存發展遥 全縣現有畬族分別
爲雷尧 藍尧 鍾三姓袁 分布于全縣11個鄉鎮袁78個村
渊居冤袁161個自然村袁 形成大分散尧 小集中的分布格
局袁人口2.05萬袁佔全縣總人口8.1%袁其相對數居福
州市第一位袁全省第三位袁全國第四位袁絶對數居全
省第四位袁全國第五位遥 羅源作爲閩東尧浙南畬族遷
徙的野中轉站冶和次祖居地袁羅源畬族文化在歷史發
展進程中形成了鮮明的地域性特色袁 在畬族傳統文
化中具有重要地位遥

閩台畬族有着特殊淵源遥 畬族群衆普通崇拜盤
瓠袁尊盤瓠爲始姐遥 上古時代袁盤瓠御犬戎入侵袁飄洋
過海取戎王首級獻高辛帝袁封野救國忠勇王冶袁招爲駙
馬袁棄官攜三公主入廣東潮州鳳凰山居住袁育三男一
女袁高辛帝分別賜姓封爵袁繁衍了盤尧藍尧雷尧鍾四姓
後裔遥 在羅源衆多的畬族族譜中都見到同樣的記載院
唐光啓二年渊公元856年冤袁盤尧藍尧雷尧鍾四姓三百六
十餘丁口袁由海來閩袁至連江馬鼻道登岸袁入時徙羅
源大壩頭居焉遥 盤王碧一幫被風漂流袁不知去向袁故
盤姓於今無傳遥 長房盤姓一支的下落袁成爲畬家人心
中千年來解不開的謎團遥 台灣資深記者張懷城十年
前來羅源創辦畬家民俗渡假村袁一次回台灣時袁巧遇
盤姓公交車司機袁 調查發現這個罕見的盤氏均出自
新竹的湖口鄉袁當前全台灣有盤氏後裔1000多人口袁
羅源畬家失散千年盤氏顯迹台灣遥 2008年袁新竹盤家
長老盤治盛率尋親團通過省台盟協調聯繫袁 來羅源
謁祖懇親袁族譜成功對接遥 據介紹袁台灣盤氏一族很
多民俗文化與羅源畬族文化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袁
可以預見袁 閩台畬醫藥硏究與交流必將爲兩岸文化
與醫藥學術硏究交流增添絢麗的篇章遥

畬族先民依山築寮而居袁以農尧林尧牧尧獵爲生遥
畬族村落分散袁人口稀少袁經濟落後袁生活困難袁在這
種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特殊的地理環境中袁 畬族掌握
和積累了較豐富的與疾病作鬥爭的經驗袁 逐漸形成
了本地區民族醫藥特色袁其療法簡便易行袁藥物簡單
易取袁充分體現了野簡尧便尧驗尧廉冶的特點袁對常見病
和一些專科專病療效頗爲顯著袁深得群衆歡迎遥 羅源
畬醫畬藥2008年列入全國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産名
録遥 近年來袁羅源畬族服飾文化尧武術文化尧山歌文化
以及苧蔴織染縫紉工藝文化袁也相繼被列入省級尧市
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録遥 這些都是羅源畬族文化的
精華尧 智慧的象徵和精神的結晶袁 在今天的人們看
來袁它們或者是宏大叙事的獨白袁或者是大塊文章的

花邊袁或者是五彩雲霞的碎片袁甚至是奇人異事的軼
聞尧孤魂野鬼的絶唱袁但它們都藴藏着羅源畬族最寶
貴的生存經驗和文化基因袁一旦丢失就無法再生遥
二尧羅源畬醫藥的民族性及地方性

畬族有民族語言而沒有文字袁 羅源畬醫多是祖
傳家敎袁口傳心授袁從清朝起就留下了手抄單驗方袁
缺少系統的文字著述袁羅源畬醫藥是介于野口頭傳承
醫學冶與藉助漢文字野文傳醫學冶之間的形態遥 新中國
成立後袁民族傳統醫學得到重視袁畬醫畬藥工作也得
到上級部門的重視和支持袁 建立了霍口畬族鄉衛生
醫院袁還在12個純畬族村建立了村衛生所袁培養畬族
村醫30多人遥 民間畬醫遍布各個行政村袁每戶畬民一
般有一人以上識得草藥袁懂得簡單用法遥 本課題組調
查統計袁全縣畬族中有54人具有較好的用藥經驗袁其
中比較全面掌握應用畬醫理論和技術的有22人袁擁
有專科專病一技之長的有32人袁 羅源畬醫主要擅長
于外傷尧內傷尧骨折尧蛇毒尧風濕尧燙傷尧牙病尧眼病尧面
癱尧瘰癧尧痔瘡尧腎炎尧骨質增生尧坐骨神經痛尧天蛇尧
帶狀疱疹尧扁桃體炎尧小兒疳積尧小兒驚風尧月經病尧
不孕症等袁臨症中以應用單方尧驗方爲主袁也有隨證
加減袁據2000年調查統計袁畬藥中包括草藥尧動物藥尧
礦物質藥品種達357種袁 常用品種100多種遥 外治法
渊非藥物療法冤豐富尧獨特袁以洗傷尧接骨尧點穴尧抓痧尧
刮痧尧抓筋尧針刺尧灸法尧放血尧氣角尧時辰等見長遥 從
事採挖草藥及擺攤設點售賣草藥的畬民10人以上袁
羅源靑草藥市場十分活躍袁 爲羅源漢畬兩族人民長
期以來形成的食療藥膳尧 時令進補等養生保健習俗
以及常見病防治袁提供了極大便利遥

由於千餘年的野民僚雜處冶袁畬族傳統文化旣具
有本民族特色袁又和當地漢族文化息息相關袁取長補
短袁互相融合遥 畬醫藥基本理論也是如此袁旣與中醫
藥有共通之處袁又具有鮮明特色遥 畬醫對人體生命現
象的認識袁主要建立在野六神論冶基礎之上袁認爲人體
生命由心尧肝尧肺尧脾尧腎尧膽六臟的野六神冶主理袁人體
包含36骨節尧72筋脈尧12條血路尧28脈袁 諸神各司其
職袁生命活動靠氣血筋脈來維持遥 患病多爲外邪所襲
或氣血不調所致遥 氣血旺盛袁筋脈順暢袁生命活動就
正常袁人的身體就健康曰若氣血不足袁筋脈不暢袁正氣
不足袁瘟邪侵蝕袁則疾病發生曰若氣竭血枯袁筋痙脈止
則生命活動就停止遥 不可否認袁除了這一基本理論作
爲畬族人民對生命現象和疾病的主導認識以外袁也
存在醫尧巫尧命理尧風水等混雜的落後迷信思想遥

畬醫對疾病的命名具有樸素尧 生動的形象思維
特點袁根據疾病的外觀徵象尧病因尧節氣尧主症尧病變
部位命名或互爲結合命名遥 以疾病的外觀徵象命名
的有院鷄爪風尧虎頭風尧狂言風尧鎖牙風等曰以發病節
氣命名有院冲水寒尧風寒尧氣寒尧三日寒尧百日寒等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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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尧主症尧病變部分命名的有院野六神病冶尧火雲尧豬
母雲尧錢雲病等袁把疾病分爲寒尧風尧氣尧血尧雜病等五
大類型袁每一類型又可分爲72種袁具體證型有待進一
步系統考證遥

羅源畬醫的最大特點是行醫者多精通武術袁以
松山鎮八井村爲代表的畬族拳術傷科聞名閩東袁八
井的畬醫亦名聲在外遥 此外袁畬醫還以靑草藥醫治小
兒科疾病和各種疑難雜症見長袁 至今畬村仍保存有
不少祖傳秘方袁造福患者遥

三尧羅源畬醫藥的獨特性及差異性
畬醫診病以野望尧問尧切冶爲主要手段袁聞診運用

較少袁望診又以觀指甲尧眼球方面獨具特色遥 望指甲袁
頭部主要觀拇指甲袁胸部主要觀食指甲袁臍上觀中指
甲袁下腹部觀無名指甲袁四肢觀尾指甲曰在指甲中又
有特定部位袁中間從外到內觀野六神冶病位曰再觀指甲
顔色定疾病寒熱虛實遥 望眼球袁主要觀看鞏膜袁以瞳
孔爲中心袁分爲上下左右四個區袁上方爲前部胸腹袁
下方爲背部袁內側爲左脅肋袁外側爲右脅肋袁觀察鞏
膜部有無紅點尧黃點尧黑斑點遥

治療強調內治外治並重袁注重內服外用相結合袁
體現了濃鬱的民族特色和治療特點遥 藥品以自然界
動尧植藥物爲主袁多用鮮品袁單味爲主袁也用復方袁比
如袁根據發病不同時辰袁不同部位袁不同症狀辨證運
用靑草藥配制野六神藥冶袁治療跌打損傷效果顯著遥 畬
藥常以鷄尧鴨尧豬腳尧豬肚尧豬肉尧豬心肺尧紅酒尧紅糖
或白糖等佐之袁注重以臟補臟袁講究煎煮方法袁重視
服藥時間與忌口袁且用藥劑量較大遥

民族醫學不是中醫學的分支袁 而是中醫學的姊
妹袁 民族醫學與中醫學的明顯區別在于文化背景不
同袁理論體系不同袁醫技方藥不同遥 總結羅源畬醫藥
與中醫學的差異袁具體表現在院1尧畬醫多以單驗方治
療爲主袁多用靑草袁常用藥引遥 2尧畬醫常用地方民間
靑草藥袁地方性草藥特點明顯曰3尧重特大病治療多采
用內服外用並舉袁輔以心理安慰療法曰4尧診病手法以
望診爲主袁也輔以問診曰5尧食補療法普遍使用袁其功
效爲扶正抑邪袁祛病強身袁提高抗禦能力遥

畬醫藥的臨床優勢主要表現在院1尧簡遥 畬醫用藥
多以單方入藥袁靑草爲主袁常輔以動物肉骨或內臟曰
療效明顯袁常見病二一三日見效遥2尧便遥取藥爲便袁存
乎山野田間袁採藥時隨手可得遥 3尧廉遥 取之自然遥 4尧
驗遥 療效直接尧明顯遥

四尧羅源畬醫藥的傳承與發展
羅源縣積極響應民族醫藥政策袁 推動畬醫藥傳

承與發展袁本課題組系統調硏考察表明袁1988年我縣
成立了民營天峰畬醫藥硏究所袁2002年該所與縣中
醫院畬醫藥硏究室組成畬醫藥專題調查組袁 開展了
我縣畬醫藥概况尧分布尧主要特色尧服務對象範圍尧畬

醫從業人員等基本情况初步調查袁收集畬醫單方尧驗
方尧秘方尧偏方共300多首袁進行了畬醫藥製劑野血安
康冶 治療白血病的臨床初步硏究和畬醫藥治療皮膚
癌臨床初步硏究袁在一些病例中取得較好療效遥 2003
年雲南大學西南少數民族硏究中心張實對我縣八井
村畬醫藥進行了實地調查袁撰寫發表了叶福建省羅源
縣八井畬族村寨的民間醫療曳學術論文遥 2006年初我
縣成功舉辦了首屆畬族拳術表演賽袁 拳師中不少是
畬醫前輩遥 羅源畬醫藥工作在叶中國中醫藥報曳作過
報道介紹遥 近年來袁在保護傳承和開發利用畬醫藥工
作中袁羅源縣廣泛開展了與福安尧三明尧浙江麗水等
地相關機構的往來交流和聯繫溝通遥

羅源縣 野中醫創先冶 工作十分重視畬族醫藥工
作袁總結畬族醫藥特點與特色袁先後向國家中醫藥管
理局尧省衛生廳中醫處尧市衛生局中醫處進行了專題
彙報袁得到重視與支持遥

畬族傳統醫藥傳承和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袁一
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傳統醫學的市場競爭力弱袁 很難
形成適度的民族醫辦醫規模曰 二是畬醫藥工作人員
平均年齡大袁名畬醫年齡都在60歲以上袁後繼乏人曰
三是民族醫尧藥的行業準入問題處境尷尬袁很難在正
規醫療機構臨床應用曰 四是保護和發展民族醫藥的
措施不到位袁缺少經費遥 羅源畬醫藥資源比較分散袁
但它們都是在艱苦條件下創造的醫藥經驗袁 通過群
衆記憶或父子相傳尧 師徒相傳不斷豐富及不斷選擇
修正而漸趨穩定且經久流傳袁點點滴滴都十分珍貴遥
2009年國務院出台 叶關於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
展的若干意見曳袁其中第七條提出院野加快民族醫藥發
展冶袁標誌着保護尧扶持尧發展民族醫藥事業已經上昇
到國家戰略層面袁上述制約因素正逐步得到破解遥 羅
源畬醫藥列入全國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録以
來袁在縣政府的重視和大力支持下袁民族尧文化尧衛生
等部門高度協調和配合袁 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發掘整
理和保護傳承工作遥

21世紀是各民族爭相發展自己尧 激烈競爭的時
代袁 各種傳統文化包括民族醫藥體系都將理所當然
地展示自己的風采袁 保護和發揚畬族醫藥的特色和
優勢袁政府和廣大醫務工作者責任在肩袁任重道遠遥

渊作者簡介院余光清袁男袁副主任醫師袁羅源縣中

醫 院 院 長 曰 電 話 院13860671873曰 電 子 信 箱 院
Lyzyy@tom.com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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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武回民自明朝洪武二年渊1369冤揚賚興授邵武
府指揮使袁 由山西大同挈眷攜屬定居袁 至今六百多
年遥 目前有2000多人口袁是我省回民的主要聚居地之
一遥 其清凈的衛生習慣和獨特的醫療方法袁對當地人
民有着較大的影響袁出現過許多的回民醫藥學家遥 今
就手頭資料援作初步整理如下院

清凈的衛生習慣

回民大多信奉斯蘭敎援到邵武後依然保持良好的
衛生習慣援重視沐浴凈身援衣着服飾清潔整齊遥 在飲食
方面袁非常講究衛生和衛性遥 除不食豬肉外援還不能
吃自死及爭斗而死的動物袁也不酗酒遥 這是因爲他們
認爲院野飲食者援所以養性情也遥 以彼之性益我之性遥
彼之性惡則滋我之惡性曰 彼之性污濁不潔則滋我之
污濁不潔性遥 飲食有關人之心性者大矣遥 物性有善
者袁有不善者袁則於人有可食者袁有不可食者冶遥 雖然
這是從宗敎觀點提出怎樣選擇飲食來達到修性養生援
但某些地方確與現代營養學及醫學心理學説有相似
之處遥 他們還重視體育鍛練袁擅長北拳袁練功習武袁因
此多健康長壽者遥 對於患病袁認爲是外犯毒氣袁內傷
飲食所致援不迷信鬼神巫術袁講求飲食調養袁服藥外治
祛毒遥 若有病逝袁必須由專人查驗袁野葬不過三日冶袁深
埋于回回山公墓袁圍以石板袁野祀不設主袁祭不列品袁
祭祖惟香花袁不設酒菜袁不焚紙錢冶袁以防止疾病傳
染遥 這在封建迷信時代是十分可貴的援對於預防疾病
的發生和傳播有一定的意義遥

獨特的醫療方法

邵武回民先前長期征戰袁外屯戍邊袁所以精熟外
科技術遥 來邵定居後袁外感和內傷之病日漸增多援他
們靈活地把外科技術變通地用于內傷雜病袁 又虛心
地學習當地中醫的經驗袁認眞鑽硏歷代中醫典籍袁還
利用清眞禮拜袁傳播醫藥衛生知識遥 因此援在回民中袁
除專業醫家精習中醫診療技術外袁 一般的人也都掌
握了一些獨特的醫療方法遥 據筆者所知袁主要的有以
下幾個方面院

1尧推拿按摩院主要用于外傷袁以後逐漸引伸到內
傷雜病袁如頭痛推上星尧挾印堂尧按太陽尧拿風池尧合
谷曰腰痛摩夾脊尧推腎兪尧拿腘邊尧按魚肚曰腹脹摩胸
脘曰癃閉按關元尧氣海等等遥

2尧針刺放血院伊斯蘭敎認爲血中易藏病邪毒氣袁
所以飲食上不吃動物的血遥 患病則多采用放血療法袁

尤其是治療高熱尧中暑尧乳蛾尧癤腫尧腰痛等袁效果顯
著袁至今仍在民間廣泛使用遥

3尧單方驗方院回民在自己的醫療實踐中掌握了
大量的確有療效的單方驗方袁通過口授心傳袁逐代流
傳下來遥 如院芋麻治療跌打損傷尧胎漏小産曰膽星硏汁
給新生兒服食以預防癤腫瘡瘍曰珍珠花根治水腫尧白
皮疸曰柞樹葉療淋症曰狀元花葉除野火丹冶曰蟻巢尧雄黃
外治無名腫毒遥 以及外科之緑藥膏尧黑瘡藥尧喉科吹
藥均很效驗遥

較有名望的醫家

在漫長的歷史過程袁有很多回民從事醫藥活動袁
是邵武醫藥衛生隊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遥 今就目前
所知渊截至1949年冤較爲出名的醫家簡介如下院

1尧楊名亮院清窑太學生袁是山西大同回民遷邵第
十三代孫遥 懷着野不爲良相袁當爲良醫爷爷之願袁棄官從
醫袁 是清代邵武著名醫家遥 生於道光二年正月廿三
日袁卒于光緒十三年五月廿九日遥 一生勤奮鑽硏袁著
述甚豐袁但大部于文革時被焚燬袁現存其編著叶仙香
集曳卷二及眉批叶圖注本草備要曳一部遥 其子楊汝順尧
孫楊興榮尧曾孫楊兆祥傳其術袁活人甚衆遥

2尧楊鸞旗院名陶然袁字庭輝袁鸞旗是其號渊1868耀
1948冤袁清貢生遥 先在上海任職袁將調安徽任知縣時袁
母病返邵袁 一邊看書爲母治病袁 一邊在拿口學堂任
敎袁而滯留家鄉行醫遥 民國時醫名大振袁曾受聘于施
醫局遥 參加邵武中醫公會袁義務爲群衆診病遥 帶徒多
人袁其中刁福壽尧徐明來均是民國後期的名醫遥 有撰
多冊醫著袁其中叶談論國醫古方之貴重及誤信本地草
藥醫病之害曳一文登載于民國時叶鐵城報窑中醫公會
專欄曳上遥

3尧 楊榕院 又名溥然袁 字鏡寰袁 號溶波 渊1886~
1955冤遥畢業于民國初南平自治講習班援因接觸人民多
病苦而有志于醫袁擅長用經方袁辨證準袁藥量大袁效果
好袁與當時社會名流有交往遥 在民國二十年前後袁曾
主持邵武旎醫局數年袁爲人民義務診治袁博得群衆好
評遥

4尧沙文熒院號煥乎渊1876~1942冤袁清庠生遥 以醫爲
業遥 博覽群書袁尤精仲景學説袁選方用藥俱有心得袁曾
用理中加石膏湯治療霍亂吐瀉袁救人甚多遥 1933年周
至群的第三團駐邵武袁團長胡廷揚患瘧症久治不愈袁
沙先生用何人飲三劑獲痊袁胡團長欣喜袁贈送野仲景

邵武回民與醫藥衛生

福建省邵武市人民醫院 楊家茂 楊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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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風冶大匾留爲紀念遥 因醫術高明袁而被聘中醫公會
施醫局遥

5尧沙明院字選三渊1898~1971冤袁沙煥乎之子遥繼承
父業袁盡得心傳袁隨父診病袁頗有名聲遥 解放初首批獲
得中醫師證書袁曾撰著叶傷寒六經略解及治法大綱曳尧
叶中風證辨曳等文章發表于叶鐵城報窑中醫公會專欄曳
上遥 後人沙鎮邦等俱習其業遥

6尧范茂中院清代雍正時期名醫袁擅長眼科袁相傳
能用金針手術治療白內障袁所留醫籍已佚遥

7尧楊明輝院又名魁然援號月亭袁乃楊鸞旗之弟袁清
太學生窑醫心慈袁醫術高袁擅長喉科與外科袁多用草藥
治病袁價廉效著袁頗有名聲遥 其子揚成章傳其業袁在本
市水北鄉爲群衆治病袁有一定的聲譽遥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老師遥 有幸受過高等敎育的

人袁可以得到很多的名師指點遥 由於種種原因袁我未
能讀上大學袁成爲至今的遺憾遥 値得慶幸的是袁我卻
比一般人得到更多的恩師敎誨袁更好的師德燻陶袁使
我的人生更加精彩遥 値此敎師節來臨之際袁我要向所
有的恩師敬禮袁致以誠摯的問候和衷心的感謝遥

我的第一位良師是父母親遥 他們雖然文化不高袁
但是耳濡目染她們的爲人風範袁 言傳身敎卻奠定了
我做人的基礎袁 留下不可磨滅的烙印遥 還在髫齡之
時袁 父親就敎我背誦 叶湯頭歌訣曳尧叶藥性賦曳尧叶三字
經曳等啓蒙書本袁爲病患者送醫採藥也把我帶上遥 行
走在田間路上袁看見碎玻璃袁銹鐵釘之類袁他都要一
一撿起袁以防刺傷別人遥 母親慈善爲懷袁自己吃穿總
是又差又舊袁捨不得用好的袁資助親朋好友卻從不吝
嗇遥 樂于助人袁勤勞節儉是所有認識的人對她的一致
評價遥 因此袁我在父母的遺像旁題詞是野忠厚如山仁
濟善行在目袁慈愛似海恩德潤澤於心冶遥 我七歲上學袁
家庭是班級中最貧窮弱勢之一袁 但是所有的老師對
我都非常疼愛遥 從三年級開始袁就擔任學習委員或班
長直到畢業遥 印象最深的是敎語文的童美桂老師袁敎
算術的史美珍老師袁 敎導主任李競新老師也經常到
我們這個十年制試點班袁她們象慈母般和藹親切袁諄
諄敎誨袁循循善誘袁使我們掌握了進入社會最基本的
文化知識遥 因此袁在畢業三十周年袁四十周年的時候袁
我和同學都有邀請她們到會袁共叙師生情誼袁重溫學
校溫馨景象遥

1966年夏天袁我以優秀的成績考入邵武一中遥 但
是野文革動亂冶使我喪失了在正規學校讀書機會袁我
只好回到大同大隊參加農業集體生産勞動遥 由於父
親是野半路出家冶袁只會放牛袁半農半醫袁農活並不熟
練遥 因此所有的農民都是我的師傅遥 尤其是張兆光袁
陶順生兩位老農成了我最好的老師遥 他們熱心地敎
我計劃農時袁播種揷秧袁用牛犁地袁耙田做畦袁種菜施

肥袁搖桶澆水袁手把手地幫助袁使我很快也成爲熟練
的農把式袁樣樣農活都做得很棒袁掙得全勞力工分袁
年年評爲五好社員袁勞動模範遥 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廖
三泉正好同在一個生産隊袁不但在農活上袁生活上幫
敎袁還鼓勵我自學醫藥袁推薦我當赤腳醫生袁到1979
年親自擔任我的入黨介紹人遥

1970年5月袁隨着全縣實行合作醫療袁我也開始
擔任半醫半農的赤腳醫生遥 1971年袁城關鎮舉辦赤腳
醫生學習班遥 學員有20人袁採取集中上課袁分散跟班遥
上課帶敎老師中醫有黃啓明尧吳志敏﹑黃木生曰西醫
陳國梁尧何巧鶯尧陳榮生﹑黃啓龍等醫師曰藥房盧偉
雯尧李翠仔曰護理郭梅英尧樊崇嬌袁李月琴尧甘代英遥 所
用課本是上海主編叶赤腳醫生敎材曳袁但是他們都是
富有經驗的老醫師老護師袁結合臨床實踐袁給我們很
大敎益遥 尤其黃啓明老中醫袁診病開方時揚抑頓挫地
用福州腔朗誦醫書和湯頭歌訣袁很是特別袁給我留下
深刻印象袁跟他抄寫不少醫療筆記遥 1972年5月袁學習
結束袁我們回到各自大隊街道袁進行半農半醫的初級
衛生人員工作遥 1973年新來的邵武縣衛生局長馮學
志對三級衛生網的建設非常重視袁 赤腳醫生的培訓
和西醫學習中醫成工作重點遥 我于1974年8月參加了
邵武縣第三期赤腳醫生復訓班袁 地點在五四路口的
防疫站里面遥學員有46人遥班主任是高尙義尧蔣松慶遥
上中醫藥課的老師有杜建尧崔肖范尧鄧啓源尧盧舉浪曰
西醫內科是徐學知尧張修洪尧莊惠民尧陳國梁曰外科有
陳國煕﹑陳建輝尧兪風歧尧吳世瑜曰婦科是王玉清尧張
亞貞尧何巧鶯曰兒科有林曰銑尧林宗敏尧李金標曰藥學
是方尙杰老師遥 她們都是省城下放的醫學專家和當
地名醫袁在縣衛生局組織編寫了理論聯繫實際的叶邵
武縣赤腳醫生復訓敎材曳遥 從早上到夜間十多個小
時袁學習內容豐富袁基本能夠解決常見病多發病的診
治遥 所以袁到1974年11月結業袁我就和吳音蘭開辦大
同醫療站袁獨立診治疾病袁服務2000多社員遥 遇到疑

師恩如雨潤根枝 終身難忘敎誨時

福建省邵武市人民醫院 楊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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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危重病症袁 我就及時護送患者去一墻之隔的縣醫
院袁請敎各位老師袁學到很多醫藥技術遥 1975年袁鄧小
平同志提出赤腳醫生要加強學習袁先野赤腳冶後野穿
鞋冶袁醫療技術逐步提高袁更好地爲人民服務遥 我抓緊
時間努力學習袁刻苦鑽硏袁先後兩次到縣醫院進修袁
請敎過慕容愼行袁許東欽袁楊明和前述等主任.遥 還四
處收集各種醫學資料尧 草藥單方驗方袁 購買醫藥書
籍遥 邵武新華書店的曹秀貞經理幫我預訂購買過很
多醫藥書籍袁包括文革後第一次恢復出版的叶本草綱
目曳尧叶全國中草藥彙編曳袁至今仍是好朋友遥 受大隊的
培養袁我和農民感情深厚袁隨請隨到袁送醫送藥上門遥
爲瞭解除他們的病痛袁日診夜讀袁將白天遇到的問題
在書本找答案袁請敎老師做指導袁日積月累袁使我的
診療水平有很大提高遥 1975年衛生局號召搞三土四
自袁每個大隊都要採種制用中草藥袁大隊領導指派老
農陳詩煥協助我栽種紫蘇 尧穿心蓮 尧茯苓尧玄參尧葒
草尧牛膝尧洋金花等中草藥袁創辦製劑室袁配制五防茶
等中草藥製劑袁 方便群衆防病治病袁 節省了藥費開
支袁取得很好經濟效益遥 我把這些經過寫出袁縣衛生
局將這些材料印刷分發到各地遥 我被選去參觀金坑
百草園袁大阜崗河源大隊藥場袁參加過1976年邵武縣
採種制用中草藥現場會袁 邵武縣老中醫民間草藥醫
蛇醫經驗交流會袁聆聽了水北衛生院陶文財袁蛇醫陳
廣凎袁李玉旺等人的經驗介紹遥 還被衛生局選派到建
甌﹑龍岩﹑漳州﹑廈門﹑福州參觀交流學習遥 1976年5
月袁 福建醫科大學蘇慶平敎授來大同大隊普查普治
鈎蟲病袁我積極配合袁取得實效遥 由於努力學習袁工作
積極袁受到群衆和領導好評袁年年被評爲縣優秀赤腳
醫生袁先進衛生工作者遥 其中袁有好幾次被推薦上大
學袁種種原因未能實現遥

1979年3月我參加了邵武縣第四期中醫渊第十期
赤腳醫生冤進修班袁學員40多人袁班主任是林鎮生遥 杜
建尧崔肖范尧鄧啓源尧盧舉浪﹑蘇子覺﹑張榮光﹑張秩宗
等老師上課四個多月遥 6月25日叶福建日報曳刋登了省
衛生局關於落實中共中央 揖1978铱56號文件精神袁舉
行選拔中醫藥人員考試的通知遥 全縣60人報名袁8月
16日正式參加考試48人袁10月6日在建陽復試16人遥
年底按內外婦兒藥劃定録取線袁全地區40人袁邵武縣
內科有張源芳袁黃俊麟和我袁婦科吳德松.我的總分名
列全地區第二袁選調到地區醫科所工作遥 由於上老下
小袁衛生局馮局長和黃賢武袁鄧啓源等領導協商袁改
派到邵武縣醫院中醫科上班遥 科主任是蘇子覺袁醫師
有杜建﹑崔肖范﹑陳金華渊她們後來榮調省里或到香
港冤﹑宣桂娥﹑江有發﹑官承和﹑蘇德磐袁我的職稱是中
醫師遥 五官科合在一層病區袁王元耀﹑鄭鴻麟主任敎
給我很多五官科疾病的診療知識﹐後來分配有鄧淑
雲遥 除了在病房承擔住院醫師工作外袁還輪流去門診

上班遥 中醫和內外婦兒科之間互相對疑難病症會診遥
外科的張長靑尧陳昭毅尧王兆同尧林春瑞主任;內科的
徐學知尧莊惠民尧陳國梁尧侯德琛主任;傳染科的張修
洪主任;婦科是張亞貞袁王長源袁何巧鶯主任;兒科林
宗敏尧李金標主任對我都有很多指導.我也參與會診
治愈了重症流行性出血熱尧女扎術後宮外孕出血尧胃
腸術後腸梗阻尧急性脊髓炎截癱尧膽結石尧胰腺炎等
疑難病症遥 這時候袁全國重視科學技術袁醫院開展業
務學習. 如徐學知主任曾經專門對醫學論文寫作講
課袁使我受到很多啓發曰張長靑主任業餘敎授我們醫
學日語遥 我和鄧淑雲尧蘇德磐去朱本老中醫家里送醫
送藥上門袁整理醫藥經驗袁撰寫叶朱本醫療經驗集曳5
萬字袁參加福建省振興中醫藥大會展覽.我還幫助李
麗妝老中醫整理醫案醫話.遥1981年3月領導派我到南
平中醫院參加建陽地區中醫經典著作進修班學習六
個月遥 老師有陳莫京尧秦振華尧陸佩琚尧羅維嬌尧李宗
明尧兪長謀尧江禮平尧鄭士綱等前輩遥 主要講解叶內
經曳尧叶傷寒論曳尧叶金匱要略曳尧叶溫病曳古籍袁使我對中
醫理論有進一步提高.我還利用這個好機會袁一有空
閑袁就到圖書館看資料袁到病房看患者.做筆記袁努力
學習袁刻苦鑽硏袁取得優秀成績遥 其中陳莫京老師愛
生如子袁學員聶某生病袁她親自炖鷄蛋送煮麵袁關懷
備至袁給同學們留下深刻印象遥 回邵後袁我.開始撰寫
學術論文袁參加地區中醫袁中西醫結合學術會議遥 先
後認識了肖煕敎授尧肖欽朗尧徐嘉民尧上官均尧林松
愛袁李世德袁唐肖洪尧李良松尧鄭益民等良師益友袁得
到很多啓發和敎益袁 眞是 野同君一席話袁 勝讀十年
書冶遥 在1985年全市醫藥人員參加的振興中醫讀書競
賽活動中袁我獲得了第一名遥

1983年袁根據黨的中醫政策袁在各級領導重視袁
尤其馮局長支持下袁 我跟鄧啓源院長等領導創建邵
武市中醫院袁5月23日門診部正式開業遥 邵武圖書館
已經建立袁我利用業餘時間借閲書籍袁還參加市總工
會舉辦的英語夜校袁老師有肖文袁陳正連遥 調到福建
中醫學院的杜建老師來信建議我去考硏究生袁 因爲
領導不同意而作罷遥 1984年3月袁我參加省中醫藥學
術會議袁兪長榮院長提出要振興中醫袁進行中醫理論
文獻整理硏究遥 兪愼初敎授贈送我新出版的叶中國醫
學簡史曳尧叶福建歷代醫著簡輯曳袁 勉勵我們開展醫史
硏究遥 我將自己多年蒐集整理邵武清代名醫鄧旒遺
著叶保赤指南車曳的情况做了彙報袁得到兩位兪老的
熱情贊賞袁當即把我介紹給文獻室的萬本善主任袁將
叶保赤指南車校注曳作爲省里的科硏課題登記立項.以
後多次過問袁具體指導整理校注工作.1986年暑假袁兪
院長帶領楊春波尧林穎尧李學耕尧藺雲桂尧陳鰲石尧朱
廉溪尧趙正山等專家特地到邵武審稿袁提出了寶貴意
見遥 兪院長親自爲叶保赤指南車校注曳作序袁對鄧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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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我們的工作給予肯定遥 兪愼初老師及時將我硏
究鄧旒的部分內容收入1988年出版的 叶閩台醫林人
物志曳遥 在他們的影響和有關部門的支持下袁叶保赤指
南車校注曳終于1992年由福建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袁
1994年獲得福建省優秀中醫圖書二等奬遥 兩位兪老
博大胸懷袁提攜後學袁情深義重袁至今歷歷在目袁所
以袁在紀念他們誕辰九十周年學術會議上袁我的文章
題目是叶德紹醫林啓後學曳遥

1986年2月袁陳莫京老師爲我聯繫上1941年在邵
武讀協和大學的肖玉英敎授袁 介紹我到肖敎授任職
的廣州中醫學院附屬廣東省中醫院內科班進修遥 在
這個衛生部直屬的大醫院袁定期上理論課輔導袁各科
室臨床輪轉帶敎袁受到了正規化的中西醫結合尧理論
聯繫臨床的敎育遥 我跟過鄧鐵濤尧梁乃津尧 甄夢初尧
岑鶴齡尧莊國德尧余紹源尧劉茂才尧謝海珍尧李奮尧羅雲
堅尧黃春林尧譚慧琪尧楊霓芝尧鄧兆智等全國著名專家
敎授門診看病袁床前查房袁收穫極大遥 鄧老敎導我們
野學習的目的在于應用遥 大學敎育是有限的袁臨床實
踐是無窮的遥 如果不能應用袁再高的學歷袁再大的文
憑都是空的袁希望你們做能夠解決問題的實幹家冶至
今猶如在耳遥 我還利用休息時間到廣東省圖書館尧中
醫學院圖書館尧 醫院圖書館查找有關書籍資料袁 做
了很多筆記袁爲後來臨床提供了堅實基礎遥 1987年3
月回到邵武袁8月創建住院部袁我負責內科病區工作袁
年底晉陞主治醫師遥 1991年我參加福建省衛生廳舉
辦中西醫結合內科急診學習班袁王耀華尧林麗香尧胡
錫衷尧 潘秀珍尧 林求誠等專家敎授給我們上課半個
月遥 包括晉江的郭爲汀許多同學一起交流袁使我處理
各種危重病症的能力大大提高袁1994年晉陞爲副主
任醫師遥 在各位老師的鼓勵指導下袁我在臨床診治了
大量的病患者袁還先後撰寫100多篇論文袁發表在專
業雜誌或參加全國及省級學術會議遥 得到很多老師
肯定和贊賞袁建議我將論文彙編成書袁兪長榮院長爲
之定名叶醫藥臨證集成曳袁親自作序曰肖煕敎授熱情稱
讚野是杏林之秀冶曰福建省衛生廳黃春源副廳長題詞
野力學不綴袁集腋成裘冶曰徐學知主任題詞野挖掘整理
繼承硏究祖國醫學遺産袁 爲振興中醫藥作出貢獻冶曰
鄧啓源院長題詞爲野承先啓後袁繼往開來冶遥 全書三十
萬字袁于1998年正式出版遥 在老師們的提攜推薦下袁
我于1995年開始擔任福建省醫學會醫史學分會委
員袁有幸認識中國中醫科學院的蔡景峰尧王致譜敎授
和兪鼎芬尧劉德榮尧楊叔禹尧肖林榕尧劉通尧兪宜年尧林
慧光尧李長靑等老師共同醫史硏究袁學術交流袁獲益
匪淺遥 1998年開始擔任福建省中醫藥學會內科學分
會委員至今袁 使我能夠有機會更好地學習各地專家
的經驗袁 對繁榮中醫學術和醫史硏究承擔更多的責
任袁理論水平和診療技術也得到很大的提高.成爲醫

院技術骨幹和學科帶頭人.于1992年被評爲福建省靑
年中醫科技優秀奬袁1993年被評爲福建省職工自學
成才者稱號袁 奬金全部捐獻給希望工程遥 1994年至
2001年參加福建省衛生廳主編的 叶福建中醫臨證特
色曳的協編工作袁第一輯于1996年袁第二輯于2001年
由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1994年我參加了中共邵武市
委黨校第三期中靑年幹部學歷班系統學習哲學袁政
治經濟學和科技論文寫作等袁獲優秀學員稱號袁年底
評爲邵武市中靑年優秀科技和管理人才袁 多項科硏
成果獲奬遥 1997年我參加福建省公開選拔省衛生廳
副廳長職位考試袁 取得筆試總分213.50的好成績遥
1996年至1998年我參與鄭家鏗袁 兪宜年等主編的福
建省衛生廳課題 叶黃帝素問直解校注曳渊本人點校第
五卷冤袁于1998年由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1998年參與
林慧光主編的全國明清名醫醫學全書 叶陳修園醫學
全書校注曳渊本人校注叶傷寒眞方歌括曳冤于1998年由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出版.

醫院要上野二甲冶袁1997年12月派我到福建醫科大
學附屬協和醫院急診科學習袁 我在完成工作任務袁利
用休息時間到內分泌科進修袁得到張闿珍尧黃國良敎
授曰陳美愛尧黃培基尧林益川尧邱曉萍等主任的熱情指
導遥掌握了甲狀腺疾病尧肥胖尧糖尿病及其各種並發症
診治方法袁至1998年6月我拿到了兩個結業證書遥回到
邵武後袁立即開設糖尿病專科袁對患者健康知識敎育袁
取得良好效果遥 先後向林麗香袁黃國良袁楊立勇袁侯建
明袁徐向進袁劉禮斌等領頭舉辦的全省性內分泌袁糖尿
病學術會議或者進修班袁聆聽楊文英袁潘長玉紀立農袁
陸菊明袁鄒大進袁賈偉平等著名專家敎授講座袁自己也
撰寫 叶糖尿病非典型並發症辨治體會曳尧叶活血滋清湯
治療糖尿病曳尧叶糖尿病從血論治及臨床應用曳 等系列
論文刋登在省級專業雜誌上遥 2008年4月.推選爲福建
省中西醫結合學會糖尿病學分會委員袁南平市醫學會
內分泌學會委員遥是邵武市人民醫院購買訂閲專業書
刋最多曰撰寫發表學術論文最多曰臨床診治病患者尧解
決疑難問題最多的在職醫師之一遥 回想我的成長過
程袁雖然歷經坎坷袁不乏妒嫉和壓制袁好在黨的政策英
明袁領導關心愛護袁群衆眼睛雪亮遥 老師的敎育期望袁
人民的信任愛護袁無數病患者都成爲我的好朋友好老
師遥豐富了我的閲歷袁增長了我的才幹遥更有許多一字
之師尧一藥之師尧一方之師尧一技之師以及電腦網絡上
未曾見面的各地各位老師們的指導幫助袁就如雨露滋
潤袁大樹蔭護我茁壯成長袁取得較好成績遥 古人説野三
人行袁必有我師冶袁我認爲野三人行袁皆是吾師冶袁 我永
遠銘記老師們的恩德.現在將幾十年收集邵武有關醫
史資料袁醫家著述經驗整理袁便于活到老學到老 袁全
心全意爲人民服務袁爲振興中醫藥和人民的健康事業
作出更大貢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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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光烈老中醫是我省著名老中醫專家袁 全國首
批500名國家級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指導老
師之一袁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遥 現任南安市中醫院名
譽院長袁南安市中醫藥學會名譽理事長袁泉州市中醫
藥學會名譽副理事長遥

吳老是福建省南安市人袁生於1925年11月袁中共
黨員遥 自幼秉承家訓袁隨其父親學習中醫袁勤奮聰明尧
刻苦努力尧盡得其傳遥 1946年袁經國民政府考選委員
會中醫師考核合格袁榮獲中醫師證書遥 他醫術高明袁
醫德高尙袁治學嚴謹袁學驗俱豐袁名聞遐邇袁在海內外
享有盛譽遥

吳老1988年7月1日調入南安市中醫院袁 他爲我
院的成立竭盡全力袁 費了不少精力袁 立下了汗馬功
勞遥 醫院成立後袁吳老擔任第一任院長袁在辦院資金
短缺袁人才不足袁設備簡陋的困難條件下袁吳老面對
現實袁從大處着手袁他發揮自己的社會影響袁爲醫院
的發展到處奔走袁千方百計改善醫院的醫療條件遥 即
使是自己在國外的親戚尧鄉親尧朋友袁他也動員其爲
醫院捐款捐物遥 中醫院能壯大發展袁是與吳老辛勤耕
耘尧精心培育袁付出的艱苦勞動分不開的遥

吳老在臨床上注重實踐袁 主張理論聯繫實踐相
結合袁突出實踐性袁他認爲中醫之所以歷經千年而不
衰袁深爲廣大人民所信仰袁關鍵在于它能爲人民群衆
解除疾病的痛苦袁 勤于實踐是中醫臨床醫生提高學
術水平袁豐富經驗最重要的方法遥 他常常敎誨靑年中
醫説院祖國醫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袁要博覽群書袁其
目的是要把前人的經驗尧智慧繼承下來袁只有繼承創
新才能發揚遥 他説學習中醫必須野勤求古訓袁博採衆
方冶袁不可拘泥于一家之説袁因此他對驗方尧時方尧民
間驗方都非常重視袁注意臨床觀察袁進行臨床驗證袁
一有獨特的療效袁立即推廣應用遥 在臨床上袁他大膽
創新袁不斷探索袁硏製的野胃寶冶尧野孕寶冶袁經臨床驗證
有效率達96%袁 該藥物參加福建省中醫藥科技成果

展示交易會袁得到專家尧同行的關注和好評曰治療胎
位不正有顯效的驗方野加味當歸芍藥散冶袁被命名爲
野吳光烈散冶袁有補脾溫胃袁調冲任脈的功能曰治療妊
娠惡阻見效快的野生薑鷄肉湯冶袁有補脾溫胃尧降逆止
嘔的功能曰治療小兒夏季熱神速的野麥冬橄欖湯冶遥 以
上三方袁均被收入叶中國中醫秘方大全曳一書中袁他的
名方野緑豆羊肉湯冶治療復發性口瘡潰瘍有奇效袁被
群衆稱爲野仙方冶遥 一枝獨秀的野舒肝利膽湯冶治療膽
囊炎袁野排石湯冶治療泌尿繫結石遥 這些都是闡前人之
所未發袁充分體現了吳老臨床用藥的獨具匠心遥

吳老在行醫生涯中袁體現一個野誠冶字袁眞誠待
人袁誠心誠意爲病者服務遥 他常説院野作爲一個醫生袁
首要對病人的生命安危袁要有高度的責任感袁在診治
過程中袁要認眞仔細袁嚴謹周密袁一絲不苟的作風遥 他
常吿誡院野學醫之道袁以德爲要冶袁並要以野先發大慈惻
隱之心袁誓願普救含靈之苦冶袁作爲座右銘遥 不論白天
夜晩袁找吳老看病的人很多袁他總是熱情接待袁精心
施治袁不分貴賤貧富袁一視同仁遥 在診治中袁爲了使患
者能及時得到治療袁當天返回家中袁經常加班加點袁
延遲就餐和休息時間遥 他常説院野捨得一身累袁換來萬
家歡冶遥 他平易近人袁待人謙和袁從無架子遥 有些外地
患者慕名來信求醫袁他義務野函診冶袁有求必應袁不厭
其煩袁認眞作答袁從不拖延遥 他的醫德人品袁是有口皆
碑袁人人敬慕的遥

吳老已屆80余高齡袁但爲了中醫事業袁仍不遺餘
力袁自強不息袁工作不知疲倦袁從不閒暇遥 在繁忙的診
療中袁仍不斷總結臨床經驗袁先後出版5部臨床經驗
集及祖傳絶技袁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下一代袁造福於人
民袁生動實踐着野勤于學習袁精于醫術袁誠于醫德袁樂
于服務袁善於溝通袁甘于奉獻冶的精神遥

總之袁吳老的一生袁熱愛黨袁熱愛中醫事業袁65年
如一日袁嘔心瀝血袁辛勤耕耘袁兢兢業業袁爲我市中醫
藥事業的發展袁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遥

吳光烈老中醫對我市中醫藥事業的貢獻

陳春雷

渊福建省南安市中醫院 3623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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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爲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醫
院袁 自2002年開始招收中醫臨床專業碩士硏究生以
來袁已爲全省乃至全國培養出不少優秀中醫人才遥 然
多年培養工作表明袁我院長期採用的野臨床輪轉加導
師帶敎冶的臨床培養模式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處袁以
致硏究生的基礎理論尧 臨床技能和科硏能力得不到
更爲有效的提高遥 筆者就在指導中醫內科學專業碩
士硏究生的臨床實踐中所積累的心得袁 和廣大導師
探討如何建立中醫臨床專業碩士硏究生培養模式袁
祈請指正遥
1 明確學習重點袁避免泛而不精

在兩年半的臨床學習中袁 中醫內科學專業碩士
硏究生不僅要達到高年資住院醫師的臨床能力袁而
且還要從事繁重的科硏工作袁 加之內科學專業所涉
及病種繁多袁 要完全掌握內科學的各個系統的各種
疾病的診治是不可能的遥 所以筆者在制定硏究生培
養計劃時明確了敎學重點袁 確定了中醫方面必須重
點掌握頭痛尧眩暈尧心悸尧消渴尧胃脘痛尧慢性腹瀉尧咳
嗽和感冒等8個最常見疾病的中醫診療方法遥 西醫方
面必須重點掌握腦出血尧腦梗塞急性支氣管炎尧肺部
感染性疾病尧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尧肺源性心臟病尧胸
腔積液尧呼吸衰竭尧心力衰竭尧心律失常尧高血壓尧急
性心肌梗塞尧急慢性胃炎尧消化性潰瘍尧肝硬化尧急性
上消化道出血尧急性胰腺炎尧急慢性腎衰竭尧甲狀腺
功能亢進症尧糖尿病尧水電解質平衡失調和有機磷中
毒等22個最常見疾病的西醫診療方法遥 在敎會硏究
生對上述疾病的常規處理外袁 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
以及國內外的新進展做更爲深入的講述袁 並指定一
些參考文獻供硏究生課後閲讀袁 積極開展互動式敎
學袁 鼓勵硏究生提出自己的學習心得袁 然後進行點
評遥 這樣旣避免了硏究生臨床學習泛而不精袁而且極
大地提高了硏究生的學習積極性遥
2 重視臨床基本技能培訓

筆者發現有些導師在指導中醫臨床專業特別是
中醫內科學專業硏究生時往往忽視了臨床基本技能
培訓袁 所以筆者要求所被指導的硏究生均必須熟練
規範地掌握分系統體檢尧各種穿刺術尧氣管揷管和心
肺復甦等基本技能袁並初步掌握呼吸機的使用遥 如何
在保證醫療安全的同時袁 又確實鍛煉硏究生的動手
能力钥 例如胸膜腔穿刺術的敎學袁筆者先組織硏究生

詳細觀看胸膜腔穿刺術的敎學録像袁 結合録像講授
胸膜腔穿刺術應注意的事項袁 並由硏究生學會塡寫
胸膜腔穿刺術同意書袁 做到對胸膜腔穿刺術並發症
及處理方法瞭然于胸袁並由帶敎老師實地演示一遍袁
最後由硏究生自己實地操作一遍袁 術後及時和硏究
生交流操作心得袁 指出硏究生在操作中存在的不足
之處袁 並在今後的儘量將操作的機會交給硏究生鍛
煉袁做到野放手不放眼冶遥
3 從基本理論出發開展中醫臨床科學硏究

長期以來我院硏究生所進行的臨床科學硏究大
多是對導師的經驗方進行臨床觀察遥 而專家經驗在
循證醫學中被列芋級證據袁 論證強度較低導致許多
硏究始終是有進步而無突破袁 硏究結論無法在臨床
上作進一步推廣遥 究其原因爲對疾病的病機尙無較
明確認識的基礎上即開展臨床治療性硏究犯了 野以
未知硏究未知冶的科硏大忌遥 如何根按照中醫學本身
規律開展臨床硏究钥 現舉筆者所進行的野泉州地區腦
出血急性期中醫病機硏究冶爲例進行説明遥 本課題從
硏究泉州地區腦出血急性期病機開始向臨床延伸袁
先採用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的統計學方法硏究泉州地
區腦出血急性期人群風尧火尧痰尧氣虛尧陰虛和血瘀等
病機對神經功能缺損的影響袁 硏究發現對神經功能
缺損影響大小的證候依次爲痰證尧風證和氣虛證袁且
神經功能的改善値和痰證尧 風證和氣虛證的改善値
變化密切相關袁據此得出了痰尧風和氣虛等病機是導
致該地區腦出血急性期人群神經功能缺損的主要病
機遥 而該結論和文獻分析硏究發現血瘀尧風尧火和痰
等病機爲我國腦出血急性期人群的基本病機的結論
有所不同遥 這提示經他人所驗證的治療方法可能只
適應于硏究者所在地區腦出血急性期人群袁 對筆者
制定泉州地區ICH急性期人群的辨證施治方法僅僅
是重要的參考袁在實際應用中應因地因時制宜袁切不
可不加改動尧全盤照搬遥 據此硏究結論袁並結合旣往
的藥物聚類分析結論和泉州地區名中醫的臨床經
驗袁篩選出針對泉州地區ICH急性期基本證型渊單證冤
的用藥院淤風證院鈎藤和天麻各12克尧地龍10克尧石決
明18克尧代赭石15克曰于火證院酒大黃3克尧黃芩和生
地各10克曰盂痰證院膽南星尧半夏尧陳皮尧茯苓和殭蠶
各10克曰榆氣虛證院黃芪尧黨參和白術各15克曰虞陰虛
證院龜板尧麥冬尧何首烏尧白芍和枸杞子各15克曰愚血

中醫臨床專業碩士硏究生臨床綜合能力培養的探索

柯明遠1尧2 陳弼滄1 吳秋英1 莊增輝1

1.福建省泉州市中醫院急診科 福建泉州 郵編362000曰2.福建中醫藥大學 福建福州 郵編3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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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院本人從小愛醫袁立志爲民袁前不久其所

撰寫的論文 叶關於徹底解決歐盟組織中抑鬱症問題
的思考曳一文袁被編入中國醫學核心期刋叶遼寧中醫
雜誌曳袁並連續參加中國循證醫學會議尧中國神經科
學學會精神神經專業分會第三屆學術會議尧 首屆中
靑年心理衛生學者學術硏究會尧 首屆國際行爲醫學
學術大會曁第九次全國行爲醫學學術會議等全國性
專業學術會議硏討袁並被編入相關的論文集中遥 2008
年此文又應邀做爲第五屆世界心理治療大會參會論
文參會硏討袁只是本人因故未參加袁但論文還是被編
入會議CD中遥 法國原總統希拉克看了此文後袁也委
託內務總管來函嘉許浴

該論文成功之處在于第一次提出了院野從根本上

講精神疾病産生原因不是當前醫學上所説的遺傳因
素袁而是生理因素的嚴重失調遥 冶爲精神疾病的治療
提供了一條新的理論性依據袁深受醫學界的好評浴

該論文另附浴 本人以 叶軍醫要要要一生的美麗向
往曳文表赤子之心尧爲民之志浴

美麗的往往很短暫袁因爲人們並不珍惜遥 我很珍
惜袁可是總尋求不到美麗的袁於是只好尋夢噎噎

我的夢很多袁 從小就夢見自己是一個萬能的醫
生袁能爲萬民醫治百病袁可是夢很短而且只有一個晩
上遥 於是我開始嚼花尧吃草尧嘗土袁祈望自己眞的成爲
一名醫生遥 可是現實很慘酷袁肺尧腸尧胃尧骨尧精神噎噎
各種病魔不斷纏身袁把自己推入痛苦的生涯袁雖然一
次次堅強地挺過袁 但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院 隨衆很

軍醫要要要一生的美麗向往

福建三木集團 朱雄亮

瘀證院牛膝尧生地尧桃仁和三七各10克遥 再根據臨床辨
證進行組方袁筆者將這種治療方法命名爲野頻次組方
法冶遥 通過該硏究方法硏究生學習到了一種和旣往所
進行的ICH急性期臨床隨機對照試驗硏究方法截然
不同的硏究方法袁 即在循證醫學硏究方法指導下以
一種治療方法作爲臨床隨機對照試驗的硏究對象袁
且符合中醫辨證論治的基本原則遥

統計學方法敎學是科硏敎學的重點所在袁 長期
以來我院對統計學的敎學方法基本是 野照本宣科冶袁
硏究生野學完冶統計學後袁僅學會使用t檢驗尧卡方檢
驗和Ridit檢驗等單因素檢驗方法袁對多元逐步回歸尧
聚類分析尧主成分/因子分析等等多因素分析的檢驗
方法基本還是一片空白遥 筆者除讓硏究生在參與課
題硏究中學習多因素分析的檢驗方法外袁 還鼓勵硏
究生大量閲讀採用多因素分析的檢驗方法的文獻袁
從實踐中學習統計學遥
4 加強中醫臨床帶敎

筆者發現許多中醫專業硏究生對中醫臨床知識
掌握不甚熟悉袁 許多硏究生甚至連一張風寒感冒的
方子都開不好袁 究其原因是因爲硏究生在本科學習
階段袁中醫臨床知識大多是野紙上談兵冶遥 筆者幼承庭
訓袁在多年的臨床中使用叶傷寒雜病論曳的方子治愈
不少疑難雜症袁深感叶傷寒雜病論曳的方子確有良效袁
於是在指導硏究生時常常結合臨床實踐爲硏究生講
授叶傷寒雜病論曳袁並讓硏究生多次參加中醫經典理
論學習班學習袁博採衆家之長遥 在帶敎時則大多先由
硏究生擬定處方袁 在加以探討修改袁 進行互動式敎

學袁以提高硏究生的中醫臨床能力遥
5 強西醫基礎學科學習

在臨床帶敎中袁 筆者深感中醫硏究生和西醫硏
究生最大的差距不在臨床能力而在于基礎理論遥 許
多中醫臨床專業碩士硏究生對西醫基礎學科例如病
理生理學的掌握相當生疏袁 這就直接導致硏究生對
臨床診療方案的理解 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冶袁且
目前的臨床科硏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涉及到病理生理
學基礎硏究遥 所以筆者認爲中醫臨床專業碩士硏究
生均應熟練掌握病理生理學袁 而病理生理學的講授
應該結合臨床實踐開展遥 例如筆者在爲硏究生講授
野急性心肌梗塞冶的同時袁還野順帶冶爲硏究生復習了
野凝血與抗凝平衡紊亂冶和野缺血-再灌注損傷冶2個病
理生理學的相關章節袁使硏究生對野急性心肌梗塞冶
的發病機制和溶栓尧 抗血小板聚集和抗凝藥的使用
原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遥
6 培養閲讀和撰寫論文的能力

長期以來我院對 叶臨床流行病學要臨床科硏的
設計尧衡量和評價曳這門課程的講授未給予足夠的重
視袁 導致硏究生不但面對如何閲讀浩如煙海的臨床
文獻袁而且撰寫論文的能力普遍較低遥 爲此筆者加強
了臨床流行病學的講授袁 使硏究生檢索和評價醫學
文獻的和撰寫臨床科硏課題標書和臨床科硏論文的
能力均有較爲顯著的提高遥

渊作者簡介院柯明遠渊1957.10~冤袁男袁福建泉州人袁主任醫

師尧副敎授袁碩士硏究生導師遥從事急診醫學基礎與臨床硏究遥
曾在澳大利亞new south wales大學硏修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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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袁開拓艱難遥
在我的感情幻滅的時候袁 我夢見自己是一位船

長袁 帶領着一群絶望的童男袁 去尋找一片無情的凈
土遥 醒來時袁發現自己原來躺在閩江邊的沙灘上袁正
仰望着空幻的藍天袁 而自己只不過是天地間的滄海
一粟袁竟如此的渺小而孤立袁於是袁我回到現實袁在現
實中尋找到了歸宿遥

1983年袁從建陽一中畢業後袁我考上一所農業大
學定向生遥 可是爲了心中的軍醫夢袁我放棄了那所大
學遥 第二年袁我考入第一軍醫大學軍醫專業遥 當年在
學校時的留影照片袁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袁可我依然
珍藏着袁珍藏着我從小的向往遥

夢有純情袁是事實曰現實無情袁不盡然遥 但是現實
中袁確實有許多現實很慘酷院工作中袁我全身心地投
入來報答的一個自言無私的大人最後只不過是一個
有名無實之人曰生活中袁我一味爲民追求的結果卻無
人能理解袁有時還被人誤解遥 現實是複雜的袁自私自
利的小人要獲取也必須有付出袁 只要自己心之所安
就不必在乎人們的誤解袁這二點也是我唯一的欣慰遥

夢是美麗的袁可是沒有收穫曰現實是慘酷的袁但
是必須面對遥 在現實中尋夢很難袁 但是不要放棄希

望袁因爲美好的希望也會是美麗的噎噎
渊作者簡介院朱雄亮渊曾用名朱紅亮冤袁男袁1966年11月生袁

漢族袁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鎮人袁中共黨員袁會計師遥1983年畢

業于建陽一中袁並于1983年考上一所農業大學定向生袁未往曰
1984年考入第一軍醫大學軍醫專業袁于1986年退學遥 1987年被

分配到崇雒糧站任會計主管尧 財務負責人袁 2001年10月競聘

于福建省武夷山郵電賓館任財務部經理袁2003年3月開始在中

外合資襄樊房地産開發有限公司尧 升輝國際集團任財務經理

及總監袁2007年12月任福建三木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財

務經理遥
1995年7月畢業于南京經濟學院企業管理大專班袁1995年

12月畢業于廈門大學會計專業渊自考班冤袁通過全國統考獲會

計師資格遥 本人論文叶對當前糧食問題的深思曳尧叶閩北人才戰

略淺談曳在叶中國當代思想寶庫曳中發表袁論文叶扭轉乾坤的支

點集體曳被編入叶跨世紀戰略文獻曳尧叶中國社會科學文庫曳尧叶改
革開放與市場經濟文選曳等書籍袁被中國管理科學硏究院聘爲

特約硏究員遥 1986年本人所做的叶歷史的選擇要要要倡導國共第

三次合作曳演講在上海海運學院獲得強烈的反響遥
本人喜歡聲樂袁93年參加建陽市首屆中片歌手大奬賽獲

優秀奬遥 本人愛好寫作袁從初中到大學一直擔任學生會尧校團

委宣傳委員職務袁本人自輯散文詩詞集叶詩夢人生曳一本袁許多

文章在國家尧省尧地市刋物上發表遥

晉江僑鄉有一種古老的風俗袁患者病篤袁置榻于
廳側袁以期野壽終冶袁俗稱野上廳邊冶遥 野上廳邊冶患者若
有幸轉機袁回居臥室袁須自己撤榻復簀遥 這種風俗源
于何時袁已無從稽考遥 然而叶禮記尧檀弓上曳就有如此
記載院野曾子寢疾袁病袁樂正子春袁坐于床下袁曾元袁曾
申坐于足袁童子偶坐而執燭袁童子曰院耶華而腕袁大夫
之簀與钥 爷噎噎曾子曰院耶然袁斯季孫之賜也袁我未之能
易也钥元袁起于簀! 爷野易簀冶即臨死時換蓆子遥有些野上
廳邊冶垂危病人經一番治療護理後袁偶轉危爲安袁痊
癒如故者也有所聞袁但是病癒者或因住房緊張袁或因
體弱力竭袁仍有暫住于廳邊的遥

在農村中袁有些祖厝廳大都供奉祖宗靈位袁開敞
式的野同冶字殻野開嘴廳冶袁缺乏遮風蔽日設施袁常是蚊
蠅滋生袁蛛網密布袁鼠竄犬奔袁雜物狼籍袁衛生狀况較
差遥 這種環境袁往往給野上廳邊冶臨終病人帶來了難以
承受的心理重負和病痛熬煎遥 本文試從民俗學的角
度袁引發出中醫院創建臨終關懷科的思考遥

臨終關懷袁不僅指野上廳邊冶的患者袁也包括罹患

不治之症渊如癌症等冤的人遥 他們正在與死神掙扎袁步
步走向人生盡頭遥 生老病死乃是人類生命不可抗拒
的自然規律袁任何人都沒法迴避的遥 隨着社會的發展
和醫學科學的進步袁我們如何以救死扶傷袁從革命人
道主義精神出發袁 爲這些臨終病人創造醫療條件和
生活環境袁盡心盡責地從精神尧醫療尧生活等方面給
予臨終關懷袁減輕病人的痛苦袁增強病人與病魔鬥爭
的信心和勇氣袁直至他們坦然辭世袁這應是我們社會
福利和衛生事業建設中的一個値得探討的問題袁而
中醫院創建臨終關懷病房可以説是其中的一個重要
舉措遥

臨終關懷科袁不同于養老院或社會福利院遥 後者
是收納鰥寡孤老人或殘疾人的機構袁 他們大都生活
能自理袁而前者收住的是生命垂危袁生活不能自理袁
或處于彌留之際的病人遥 筆者曾到幾家福利院考察袁
有些人推心置腹地説院野我們現在住在福利院袁 口能
張尧眼能睜尧手能動尧足能伸袁一切還過得舒心袁但最
擔憂的是將來臨終病痛時袁要有個理想的去處遥 冶這

診余隨筆
要要要中醫院創建臨終關懷科刍議

洪榮銓渊晉江市江濱綜合門診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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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大鼠腎移植模型在作爲移植器官排斥反應硏究
中較爲理想袁成本較低袁建立方法多樣袁多位學者曾
報道過幾種有價値的模型建立方法遥 但在實際操作
中袁很多細節部分決定了大鼠移植後的存活率袁我們
在模型建立中借鑒了多種方法袁 並最後選擇了腎動
脈縫合法尧 靜脈套管法袁 輸尿管膀胱瓣與膀胱吻合
法袁改進了多處關鍵步驟中的細節操作袁提高了移植
大鼠的存活率袁 爲硏究大鼠急性排斥反應奠定了實
驗基礎遥
1 實驗資料

1.1 動物
清潔級wistar尧SD大鼠各47只袁 均爲雄性袁 體重

250耀350g袁均由福州總院動物中心提供遥
1.2 手術器材

顯微外科器械袁 無菌冰塊袁 無菌Cuff管 渊內徑
1.5mm長4mm冤袁9-0帶針無損傷縫合線袁5-0結紮線袁
1-0縫合線袁肝素渊25IU/mL冤平衡液袁1%氯胺酮注射
液袁靑霉素鈉注射液
1.3 模型的建立方法

以Wistar大鼠爲供者袁SD大鼠爲受者袁利用顯微

大鼠腎移植模型的建立方法及技巧

高松 劉建華

福建省南京軍區福州總院中醫科 福州 350025

的確是個嚴峻的現實問題遥 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袁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袁人們的生活節奏加快袁
競爭意識強袁工作得很緊張袁野出門鷄拍胸袁入門宅亮
燈冶遥若家中有高年病人袁則多成爲纍贅遥有的家庭人
手少袁尤其是獨生子女家庭袁那能投入更多的時間和
精力去照料呢钥 有的野久病床前無孝子冶袁對病人照顧
感到厭煩袁推諉扯皮袁令人心寒遥 創建臨終關懷科袁收
納高年或絶症的病人袁配有專門的醫護人員袁病人有
人伺候護理袁端水送飯袁接屢倒尿袁擦臉洗腳遥 這樣袁
不但讓病人心寬靜境待逝袁 也爲實行計生獨生者以
及家屬解了圍尧減輕了壓力和負擔遥

臨終關懷科是爲病人奉獻愛心和善心的最後一
個陽光驛站遥 中醫院配備先進的醫療設備袁及時爲病
人做好應急搶救袁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遥 在這方面要
有較靈活的管理措施遥 閩南有句俗語院野不見親人不
磕目冶袁應允許病人家屬自由探訪和陪伴袁病房宜專
人專間袁寬敞明亮袁配上電話尧電視尧空調袁並設有浴
室尧衛生間袁做好消毒凈化及必要的醫學科學監護設
備遥 中醫院還應建立食堂尧小賣部尧遺容録像室尧遺囑
録音室尧接待室尧招待所尧遺體美容室尧靈堂等等袁以
及協辦料理後事袁提供多功能的一條龍社會服務遥 當
然費用可以從宗親老人會慈善基金會中專款撥出遥

臨終關懷病房對病人除施以醫護救治外袁 還應
注重於心理治療遥 如採用語言疏導袁釋疑解惑和利用
宗敎信仰等法袁 儘量滿足臨終病人樹立正確的人生
觀袁堅持勇于與疾病作鬥爭和積極態度袁克服孤獨尧
悲觀尧失望的消極心理袁叶靈樞曳曰院野人之情袁莫不惡
死而樂生袁吿之以其懷袁語之以其善袁導之以其所便袁
開之以其所苦袁雖有無道之人袁惡有不聽者乎钥 冶晉江

野此地古稱佛國冶袁是多元宗敎文化極爲活躍的地區袁
醫院可考慮設立多種宗敎活動室袁 讓信仰道敎尧佛
敎尧儒敎尧基督敎尧伊斯蘭敎尧莫尼敎的患者渊或用影
視屛幕代替冤袁有朝拜祈禱的去處袁使病者精神有所
寄託袁內忘思慮袁處息境緣袁神清靜謐袁減輕病痛所
擾遥 我們認爲袁對住院的臨終病人袁只要不是違法亂
紀和有礙于正常的醫療秩序袁均允許野放寬冶管理袁不
必太多幹預袁要創造野病人如在家中寬鬆自如冶的氛
圍遥 讓有限的生命之樹袁充分吸吮着人間野情愛冶的甘
泉和新鮮空氣遥

關懷臨終病人袁是一個家庭尧一個族親袁一個老
人會組織袁對國家負責的態度遥 臨終關懷科不但是向
生命挑戰的場地袁也是向傳統觀念尧良知和靈魂挑戰
的場地遥 它溶合着社會道德尧醫療道德和家庭倫理道
德的溫馨內涵遥

創建臨終關懷科袁使人們老有所依尧病有所治尧
終有所托遥 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遥 臨終病人從野上
廳邊冶到住醫院袁是件移風易俗的大事遥 渊現在居住逐
步商品房化袁高層建築袁單門獨戶袁各家各戶的風俗尧
習慣尧信仰尧經濟狀况可能不同袁有了臨終病人的家
庭袁要如何通情達理地處理左鄰右捨的關係袁無疑是
把病人送往醫院臨終關懷病房最爲上策冤遥 我們深
信袁臨終關懷科將會得到全社會的關注袁得到晉江海
內外鄉親的理解和支持遥 這種新型的尧特殊的病房將
會有廣闊的發展前途遥 可能這種科室的專設是野敢爲
天下先冶的舉措袁將會有種種的困難和阻力袁有條件
的話不妨在社會變革 野人性化服務冶中啓開新的篇
章浴

1994年6月稿于泉州南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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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技術袁在裸眼下行原位左側腎臟移植袁供體腎動
脈帶腹主動脈瓣與受鼠腹主動脈端側吻合袁 腎靜脈
Cuff管端端吻合袁供腎輸尿管帶膀胱瓣與受鼠膀胱吻
合袁建立大鼠腎移植模型遥

動物準備院供尧受鼠術前禁食12h袁不禁水曰麻醉
採用1%氯胺酮腹腔內注射渊0.5mL/100g體重冤遥
1.3.1尧供腎原位低溫灌注與取腎渊以左腎作爲供腎冤

麻醉滿意後袁固定四肢于固定板上袁腹部用2.5豫
碘酒消毒後取腹部正中切口從劍突至耻骨聯合依次
剪開皮膚尧肌肉袁鹽水紗布擰干中間剪開鋪巾袁自製
拉構牽開切口袁 將腸道推向右側並另用鹽水紗布覆
蓋袁顯露左腎袁顯微鑷去除後腹膜袁游離出腹主動脈尧
下腔靜脈袁上達腸系膜上動脈分叉處袁下至髂動脈分
叉處袁 用5-0絲線結紮左精索靜脈及左腎上腺靜脈袁
去除腎脂肪囊袁 分離左輸尿管至膀胱袁 連帶膀胱離
斷袁顯微血管鉗阻斷下腔靜脈尧腹主動脈上尧下端袁由
腹主動脈下端揷入灌注管袁 並提前于上方05cm處待
線袁適當力度結紮血管與灌注管袁以防滑脫遥 在下腔
靜脈下端剪一開口袁用4益含肝素鈉25u/mL生理鹽水
經腹主動脈揷管灌注袁 灌注速度控制在1.5耀2.0mL/
min袁灌洗至左腎和所屬血管完全蒼白袁自下腔靜脈
流出液變清澈爲止遥 灌注完畢袁拔出腹主動脈揷管袁
切斷腹主動脈尧下腔靜脈上尧下端袁從底部分離出左
腎袁並將其置于4益生理鹽水中存放遥
1.3.2 修剪供腎

在4益生理鹽水中進行供腎的修剪袁並將所盛器
皿放入無菌冰保持低溫遥 分離出腹主動脈尧 下腔靜
脈尧腎動脈尧腎靜脈袁于腎靜脈上分離出腎上腺靜脈袁
用5-0絲線在靠近腎靜脈處將其結紮袁結紮頭最好朝
向大鼠頭方向袁 以利于之後行靜脈套管時保證靜脈
不發生扭轉遥 並去除血管周圍脂肪袁將腎動脈腹主動
脈端修剪成約4mmX3mm的橢圓形動脈瓣袁腎靜脈下
腔靜脈端修整成一漏斗狀靜脈瓣袁 將腎靜脈套入自
製Cuff套管腔內袁並把腎靜脈壁外翻在套管上渊翻套
時注意之前腎上腺靜脈結紮線頭方向冤袁5-0絲線結
紮固定腎靜脈袁膀胱修整成以左輸尿管口爲中心尧約
爲4mm伊3mm的橢圓形膀胱瓣遥 供腎修整完畢袁放入
4益生理鹽水中存放遥
1.3.3 保留右腎的左腎原位移植

SD大鼠同前消毒後取腹部正中切口從劍突至下
腹部渊下端露出膀胱1/2即可冤袁鹽水紗布浸入生理鹽
水後擰干袁自中間剪開袁鋪巾袁自製拉構牽開切口袁將
腸道推向右側並另用鹽水紗布覆蓋 渊術中注意保持
腸道濕潤冤袁顯露左腎袁顯微鑷去除後腹膜袁5-0絲線
結紮左精索靜脈尧左腎上腺靜脈袁離腎門約1cm處結
紮剪斷左輸尿管袁剝離左腎脂肪囊袁分離左腎動尧靜
脈袁在腎動脈腹主動脈端結紮尧剪斷腎動脈袁在腎靜

脈下腔靜脈端下一Lee氏夾尧腎門端剪斷袁取出左腎袁
用肝素鈉經注射器冲洗出血管內殘餘血液遥 分離腹
主動脈尧下腔靜脈袁去除血管周圍脂肪袁在左腎動脈
下方約0.5cm處袁用兩個Lee氏夾分別阻斷腹主動脈袁
形成一約1cm的腹主動脈段袁並在其上面做一與供腎
動脈瓣相當的縱行切口袁肝素鈉冲洗後用8-0絲線端
側連續縫合供腎腎動脈與受鼠腹主動脈袁 縫合完畢
前肝素鈉冲洗一次袁縫合完畢後Lee氏夾鉗夾供腎動
脈袁開放腹主動脈袁保證通暢尧無出血曰肝素鈉冲洗受
鼠腎靜脈確認靜脈無扭轉後袁 將受者腎靜脈套至供
腎Cuff套管上袁用5-0絲線結紮固定袁至此供腎血管已
縫合完畢渊動尧靜脈血管重建過程中袁供腎周圍始終
用低溫棉球局部降溫冤曰先開放腎動脈袁後開放腎靜
脈袁可見供腎血管充盈尧供腎紅潤且富有彈性遥 渊圖1尧
2冤觀察供腎3-4min袁見輸尿管口尿液流出袁開始尿路
重建遥 在受鼠膀胱頂部剪一與供腎膀胱瓣相當的切
口袁用8-0絲線連續縫合供腎膀胱瓣與受鼠膀胱遥 至
此袁移植吻合完畢袁檢查腹腔無滲血袁在受鼠右腎蒂
處待一4號絲線 渊術後第3天結紮右腎用冤袁線頭留于
體外袁恢復腹內臟器位置後袁用1號線依次縫合肌肉尧
腹壁袁手術結束遥
1.3.4 術後處理

注意受鼠的乾燥及保暖袁術後24小時內給予5%
葡萄糖鹽水喂養袁之後恢復正常飲食遥 術後3天袁每日
注射靑霉素鈉8萬U遥
2 實驗結果

2.1 手術用時
共行大鼠腎移植47台袁供體手術時間30~35min袁

受體手術時間45~55min袁 其中動脈吻合時間10~
15min袁靜脈吻合時間6~8min袁手術時間主要受操作
者熟練程度及配合協作影響遥
2.2 術後存活情况

移植腎大鼠術後存活超過10天的3只袁 超過7天
的13只袁超過3天有25只袁1例因麻醉過深死亡袁2例因
靜脈血栓形成存活1天袁2例因膀胱破裂死亡袁1例因
動脈出血死亡遥 術後動物存活達3天認爲模型建立成
功遥 此方法大鼠腎移植術後存活率達89%遥
2.3 術後病理切片

在移植腎術後7天和10天袁隨機抽取移植腎行病
理切片檢查袁並與正常腎組織比較袁可看出不同階段
比較典型的移植術後急性排斥反應遥 第7天排斥反應
明顯袁 可見腎組織內大量淋巴細胞浸潤袁 腎小管擴
張袁充滿蛋白管型袁結締組織增生袁腎小動脈外膜結
締組織增生袁淋巴細胞浸潤遥 術後10天袁排斥反應更
明顯袁腎小管擴張伴淋巴細胞浸潤袁部分結構損壞袁
部分腎小管出現壞死遥
3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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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血管吻好開放後1min 圖2血管吻合好開放後3min 圖3正常腎組織PAM伊200

圖4術後7d移植腎PAM伊400 圖5術後10d移植腎PAM伊200

我們的大鼠腎移植模型手術難度小袁 手術全程
在裸眼下進行袁 無需顯微鏡輔助袁 血管吻合後出血
少袁血栓形成概率小袁膀胱吻合術成功率高袁並發症
少袁有利于腎功能的保持遥 手術方法較簡單袁易學易
成功袁條件普通的實驗室均可開展遥 但手術過程中袁
我們結合文獻報道袁 與自身體會袁 發現很多細微之
處袁總結了不少經驗遥

在供腎灌注冲洗時袁灌注壓力要控制適當袁即灌
注速度要保持適度與均匀遥 有文獻報道灌注時壓力
最好在70mmHg左右袁但實際操作中無法量化遥 我們
在預實驗中總結出灌注速度過慢會出現殘餘血液冲
洗不凈袁導致血栓形成袁腎功受損遥 灌注速度過快袁導
致壓力過大袁腎組織受損遥 我們採用20ml注射器加留
置針灌注袁速度控制在1.5-2.0mL/min左右遥這樣可以
保證灌注徹底並減低腎組織損傷遥

在手術過程中發現袁 動靜脈吻合完成開放後袁
移植腎出現一個從飽滿尧 紅潤到變白繼而逐漸再次
充血尧紅潤的過程袁但無法像剛開放時那樣紅潤袁有
光澤遥 我們考慮有兩個原因院1尧剛開放時血流立即充
滿腎臟袁腎表皮充血明顯袁顯示有光澤袁待血流由入
球小動脈進入毛細血管血流變緩慢所致遥 2尧由於手
術時間較長袁 體液丢失較多袁 出現腎灌注壓不足現

象遥這樣不利于移植腎的功能恢復遥我們採用術後即
時給予滴灑備好的溫度在37益左右生理鹽水袁 增強
循環遥 並通過陰莖背靜脈補液5mL袁大大改善了上述
循環不足表現袁術後5min左右即可看到尿液滲出遥

靜脈吻合時袁經常出現這樣的現象院由於腎靜
脈血管管壁較薄袁容易發生扭轉但不易糾正袁往往手
術結束後開放血流時發現袁大大降低了手術成功率遥
我們總結經驗袁在供體手術中袁結紮腎上腺靜脈時袁
把結紮頭朝向腎上級方向袁 受體術時便可防止靜脈
方向扭轉遥

靜脈吻合管要求較嚴格袁 比如硬度要適中袁若
過軟袁可能結紮後血管會狹窄袁容易形成血栓曰吻合
管長度袁我們一般加工成約3mm-4mm袁過短時結紮
線容易滑脫袁過長血管壁容易損傷曰另外管徑要求約
1.5mm袁過細血流不暢袁過粗吻合困難袁易撕破血管
壁遥

在腎移植術後我們先保留右腎袁 並在右腎腎蒂
處留線袁應用原腎腎血管體外延遲結紮袁待3天後體
外結紮遥 這樣可以爲移植腎恢復腎功爭取時間袁提高
了移植腎大鼠的成功率遥

民防病治病的主要手段遥 所以袁我建議國務院除了政
策導向上要立這個國策袁在經濟上要加大投入袁其中
有一大塊投入就是要切實解決中醫院校學生畢業
後袁因爲投入快産出慢袁這一特殊行業的實際袁讓他
們有生存的最起碼經濟來源袁一名優秀中醫的培養袁
要比西醫慢5-10年袁但5-10年後産生效果袁他的社會

效益和經濟效益遠遠大於西醫袁 所以這一塊要撥專
項資金袁加大投入成本袁讓這些年輕學子學得安心袁
專心致志袁心無旁騖袁毫無後顧之憂遥 當然年輕學子
也要珍視尧珍惜這一待遇袁要敢於吃苦袁更要樂于吃
虧遥 爲培養成千上萬的中醫大師袁爲我們的人民袁我
們的民族袁我們的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遥 渊结束冤

(上接第492页)

508



博大精深尧玄妙神奇的中醫藥袁它有着完整的尧
獨特的醫學理論和可靠而又奇特的治療效果遥 在新
世紀科技時代袁面對新形勢尧新環境的挑戰袁必須髮
展中醫藥袁走中西醫結合之路袁形成新的醫學體系袁
走進世界遥
1 發展中醫藥袁必須繼承與創新

傳統的中醫藥袁 是炎黃子孫在漫長的歷史歲月
中袁長期與疾病鬥爭袁逐漸形成發展起來的袁它具有
一套完整的有自己特色的醫學理論體系遥 如形神學
説尧陰陽五行學説尧臟腑經絡學説以及六淫七情等都
是抽象而又獨特的理論遥 歷代前賢就是在這個理論
的基礎上著有四大經典袁 對後世中醫藥的發展奠定
了基礎袁起到了指導和推動作用遥 因此傳統醫學的嚴
謹理論尧精深的內涵一定要繼承和創新遥

當前有些人曲解了中醫藥袁 把中醫認爲是古老
的尧不科學的唯心學説袁這種理解是錯誤的遥 因爲中
醫藥是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觀點遥 它對中華
民族的繁延取得了巨大的作用遥 中醫學的辯證施治
和整體觀袁相互間的靈活性和科學性袁傳統醫學的特
色治療遥 譬如院藥療尧食療尧 養生保健以及針炙尧按
摩尧推拿尧導引尧刮痧尧拔火罐等治療保健方法袁簡便
廉驗遥 尤其是針炙治療袁爲世界諸多國家所推崇遥 這
些都是傳統醫學防病治病的巨大財富袁 我們必須很
好的珍惜遥 但是爲了世界醫學的發展袁爲了人民的身
體健康袁必須做好傳統醫學的繼承工作遥 如果是不繼
承袁就失去了歷史曰不繼承袁幾千年積累的防病治病
的寶貴經驗就將丢失曰不繼承袁未來的新醫藥走向世
界就失去了根本遥

21世紀正是人體生命科學的世紀袁 醫學任務和
醫學模式逐漸轉變袁未來醫學必須適從這個趨勢袁方
能生存與發展遥 所以硏究中醫藥的理論袁提高中醫特
色治療的實效性袁全面發揮傳統醫學的特色和優勢袁
加強中醫藥的目身發展與創新袁 促使中醫納入現代
科學整體發展軌道袁 創立具有時代氣息的新中醫藥
學勢在必行袁也是當前中醫尧中西醫結合重要任務遥
2 中西醫結合袁互相取長補短

我國現行的醫療模式有三種院中醫尧西醫尧中西
醫結合遥 中醫是我國的傳統醫學袁是以理法方藥與其
疾病硏究爲對象的一門科學遥 它運用客觀的方法硏
究疾病和證侯變化遥 同時也用比較抽象的方法去認
識疾病袁治療疾病遥 傳統醫學的特點袁是根據人的整

體袁全面考慮袁綜合分析遥 通過四診袁根據各種不同證
型及人體的個體差異進行辯證施治院 同時巾藥又是
來源于自然界的有機物袁副作用少袁長時期使用袁不
易産生耐藥性遥 因此它對些疑難雜症袁如病後體虛袁
有病難診尧老年性疾病尧前列腺炎尧各種腫瘤手術尧化
療後及癌症晩期曰婦科的月經不調袁更年期綜合證尧
不孕症尧産後無乳或回乳尧乳腺小葉增生曰兒科小兒
夏季熱尧慢性咳嗽尧脾虛泄瀉以及外科的癤毒癰疽應
用中醫治療袁有意想不到的療效遥 因此努力發掘袁大
膽探索袁深入硏究袁今後的癌腫及疑難奇症還須靠中
醫攻破袁特別是治未病尧養生及亞健康患者袁也要依
靠中醫藥調理袁這都是中醫學的強頭與優勢遥

西醫用微觀的方法去硏究人體的細胞結構尧組
織器官及功能袁尤其是採用現代各種先進檢查設備院
化驗尧x光尧B超尧cT尧磁共振尧胃鏡尧彩色多普勒等檢測
手段診斷疾病遥 對各種急性疾病尧炎症尧高燒尧腹瀉尧
心臟及肺結核疾病袁各種衰竭的搶救袁以及外科急腹
症的治療袁確有它的優勢袁是中醫之所不及遥

20世紀中期袁 在中西醫匯通的基礎上診斷與治
療袁 臨床各科的中西醫結合取得了一定的經驗和成
果遥 但多數都處于西醫診斷袁中醫治療袁或急用西醫袁
緩用中醫或中西醫合用遥 在臨床診治疾病時袁往往有
些疾病在客觀上無證可辨遥 如乙肝尧高血壓尧糖尿病尧
癌腫早期袁臨床無任何症狀表現遥 只有採取微觀的辦
法袁利用西醫檢測手段袁收集各種信息數據袁去檢查
診斷可以得出結論曰同時也有些疾病袁顯示多種多樣
奇異的臨床症狀袁如更年期綜合症尧神經官能症等袁
利用各種現代設備檢查袁也查不出什么結果袁而使用
中醫辨證治療袁往往症狀改善袁病情好轉遥 所以中西
醫結合袁 兩者相互取長補短遥 中西醫進行客觀與微
觀袁傳統與現代的滲透互補袁各自利用其優勢發揮其
特長袁利用現代科技成果袁把中西醫融通袁爲人類的
健康事業發揮更大的優勢遥
3 溶中西醫于一爐袁形成新的醫學體系

中西醫結台袁 並不是一邊用中醫袁 一邊用西醫
兩者機械的結合袁 而是採用西醫的長處與中醫的優
勢兩者有機的結合遥 譬如院中醫學思維的框架主要是
野祛邪冶與野扶正冶兩個方面袁而西醫新近開展的預防
醫學和自然療法的硏究袁 就要借鑒中醫的扶正與祛
邪的經驗和方法袁 因爲中醫學具有某些西醫學不可
取代的優勢遥 如運用人體內外聯繫的系統方法袁充分

發展中醫藥袁走中西醫結合之路

王火成 晉江市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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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動人體氣血尧臟腑尧經穴的內在自我調節功能遥 對
具體病種袁個體辨證袁是祛邪還是扶正袁組方配伍袁靈
活變化袁這就是中醫的特色遥 但是在現代社會進步袁
科技發展袁人民需求的提高袁中醫藥在原來的方式袁
不改革創新袁是適應不了人民的需求遥 同時要在自身
繼承與創新的基礎上袁結合西醫的先進科技手段袁用
微觀的方法硏究人體的細胞結構尧組織器官及功能袁
應用高新設備尧 儀器檢查診斷遥 中西醫兩者融會貫
通袁有機的結合遥

其二袁在融匯中西醫理論基礎上袁尋求中西醫辨
證與辨病的方法袁按病機和病理制定合理的治療袁以
提高對臨術的指導價値遥 首先就要實行中醫藥現代
化袁對中醫藥整個思路及方法進行探討袁建立中醫藥
自我的尧符合科學要求的標準系統袁使中醫藥學更標
準化尧規範化遥 其中包括中藥劑型改革袁也要借鑒中
醫藥的思維袁 將天然生藥改良提純成化學結構物質
爲中心的新式藥品遥 近年來應用現代科技對傳統中

藥製劑袁進行開發硏製袁如清開靈注射液尧參麥注射
液尧丹參注射液尧六味地黃丸濃縮劑尧丹參滴丸等製
劑的問世遥體現了中西醫結合的成果遥但是還需要繼
續努力袁用更科學的方法創制更新型的製劑遥 同時對
疾病的診斷尧治療同樣要用現代科學去認識袁去總結
把中醫的氣血尧臟腑尧經絡以及對疾病的辨證尧辨病尧
對症治療結合起來遥 讓中西醫溶于一體袁這就需要中
西醫結合的有識之士袁勇于探索袁善於實踐袁總結經
驗敎訓袁加強中醫藥現代化建設袁使之成爲更科學尧
更新型的現代的中西醫結合的新體系遥

在新的高科技時代袁社會環境袁人類的需求都在
曰新月異的變化袁爲了適應新形勢的需要袁中西醫結
合要開創新思路袁建立新模式袁採取新療法袁開闢新
領域遥 中西醫結合袁互相取長補短袁溶中西醫于一體袁
創立我國統一的新醫學袁新藥學的偉大理想袁形成新
的醫學體系袁發揮其優勢袁走向世界袁造福人類健康
事業遥

我是從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就開始跟師學西醫袁
最後又主張改變學了中醫袁 所以于一九六六年自學
健康報刋授學院四年了袁 在1972年至1976年分別又
進修于湖北中醫學院和南京中醫學院走上了一生經
營中醫的道路一直到今天遥 所以對中醫的文化袁有了
深奧的感情袁認為現在的科學所謂的西方科學袁從原
子論講袁它一切都從物質出發袁在物質層面袁它是一
個靜止的一個維生命的狀態遥 中國的中醫文化袁它是
由人出發袁 是一個動態的生命袁 它不是以三維的概
念袁人這個生命體袁他是包括意識和時間的袁至少五
維的袁其實中醫比這個維度還高遥

中國傳統的道家文化袁 在探討宇宙的起源問題
時袁將能量由高到低分為了五個層次院道尧虛尧精尧神尧
氣遥 而這個五層的能量皆為無形袁即野我物質狀態冶遥

道生虛子精袁精生神袁神生氣袁氣生形袁最下等的
那個是形遥 科學硏究都有形的東西袁形而下的東西袁
有形的袁器這個層的東西自得且袁摸得着遥 但形以上
還有五層呢钥 通過不同的細化袁不同的階段袁然後產
生不同的作用遥

比如說院野氣冶層面的文化袁氣是什麼東西钥 氣叫
野人無充冶袁人的生命就是一氣體袁就是主持人身體功
能的整個精微袁中國的中醫袁在野氣冶這個層面袁它把

人神作一個形氣神的統一體袁都在形而上袁大家聽氣
都玄乎袁因為都是看不見袁摸不着的東西遥

科學引領我們的意識是朝著物質結構走袁 看得
見尧摸得著的走袁但是袁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形而無上
的袁不能用物質比來認識的東西遥 比如我們的身體袁
就是一個形而上尧形而下的統一體遥 比如解剖你的骨
骼尧肌肉尧細胞尧染色體袁DNA等等袁都能拿出來看遥 但
是你的思維體系呢钥你的意識形態呢钥你的理想噎噎
解剖的出來嗎钥 這些存在不存在呢钥 存在袁這就是形
而上的文化袁 而且這些東西對身體是具有主導作用
的遥 就是指你的意識形態袁你的心裏美不美袁你跟誰
談戀愛尧你愛他渊她冤有多深等袁所以我們的身體就是
一個形面上袁形面下的統一體遥

西方醫學以創新理念的精密的儀器袁 引領人一
步一步走向微觀袁 當細胞與染色體被呈現在眼前的
時候袁西醫牢牢的捕獲了國人的信任遥

西醫是辨病論證醫學袁中醫是辯證論證的醫學遥
病就是病原體袁就是西方硏究的細菌啊尧病毒尧

衣原體尧支原體啊袁然後有一些影響你身體病龜類的
東西袁都屬于野病野的範疇遥 西醫是要發現你身體裏的
病癥狀態袁然後製造出一種科學製劑把它幹掉遥 靶向
性非常清楚袁它是一個對抗醫學模式袁就是徴服袁西

學習中醫文化哲學觀的感悟

環球健康諮詢服務中心 張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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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是徴服嗎钥 所以他的醫學體系形成袁也是一個對
抗性的狀態袁它要徴服你身體裏的病原體袁它就是要
把它幹掉袁幹不掉就把它割除掉袁這是西醫裏的一種
模式遥 它一切都從結構出發袁把人當作一個物體袁當
作一個物質袁一個靜態結構袁象機器一樣袁而且是可
以分離的袁分離成各個單元單獨操作的遥西醫是從物
質的微觀角度袁去探索人的這種物質結構袁感覺西醫
這個醫學體系袁離人尧離生命袁還很遠遥

比如院 現在科學把蛋白質尧 把人的各種組成元
素尧把DNA尧基因等等都清楚了袁但是袁你把這些物都
給它袁讓它合成一個生命袁您覺得合得成嗎钥 所以袁物
質離生命很遠袁您越把人微觀了以後袁離野生命冶就越
來越遠遥

科學觀在已經硏究到誇克了袁 這不是現在的最
小粒子袁現在也開始回頭了袁因為誇克裏頭還有一個
無窮大的世界袁任何小粒渊離冤子袁都擁有一個整體
的袁全部的袁這種宇宙的小宇宙狀態袁就好象佛家所
謂院于小無內袁至大無外袁所以佛學裏面是沒有大小
的遥 更所以袁無窮無盡的硏究下來以後袁祗是對物質
結構的認識袁硏究到誇克的時候袁其他離這個野生命冶
越來越遠了袁就是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袁什麼樣的性
格的噎噎他硏究出來的已經不是人了袁 中醫完完全
全跟這個體系的兩回事尧中醫是整體醫學袁是天人合
一袁是拿整個的人去面對整個自然環境袁自然世界來
硏究的遥 所以中醫的內涵就是朝這三個平衡方向走曰
調整人和自然的平衡關系袁 調整人與社會的平衡關
系袁我們自身的五臟六腑這種機能狀態的平衡關系遥

中醫調整你平衡袁 然後你身體平衡的機能有把
那疾病給治了遥

人體內有一個非常強大的自我調節系統袁 你把
它的平衡跟自然調整平衡了袁 人的身體的調節機能
把那病給治了袁我們人體存在在自然宇宙當中袁自然
給我們這種屬性尧有什麼還能比這個體系更優秀呢钥
人袁是得天地主全氣的生命袁所以袁祗有人能反觀回
來硏究自然尧硏究社會袁任你都沒有這種屬性袁所以
中醫給人看病的時候袁 它四書五經是一個大的宇宙
觀袁宇宙印象在人當中的一種節律狀態袁借寶藏的大
勢袁調整人的小宇宙的相對關系遥

中醫裏面經常講到什麼是什麼呢钥 邪啊袁濕啊尧
毒啊袁這些東西到底指的是什麼呢钥 這是一種比喩的
方式袁凡是對人體不好的影響袁都叫邪遥 除病因素袁你
不用識別邪的屬性袁人體的調控系統能識別是袁所以
中醫要辨陰陽表裏袁寒熱虛實的這種關系袁把這種關
係調整平衡以後袁 人體的哪個機能袁 就能把病治好
了遥

不管怎樣的複雜疾病袁中醫皆可用陰尧陽的偏盛
偏衰來表述尧陰盛則陽衰而寒袁陽盛則陰虛而熱袁陰

陽失調便是致病的根本因素遥 中醫利用五行之間相
生相剋尧相互相乘的關係治病虛則計其母袁實則泄其
子袁以及你克我袁我克你這種相互抑制的狀態袁把人
的這種不平衡的關係給予糾正了袁 這個貫穿中醫治
療的始終袁而且用于各種病人的診治袁都非常得驗遥
中醫的五行不是講一些具體的物質袁 而講得是一種
屬性遥

中醫是藏相學說袁不是臟器學說遥 臟器學說是象
我們看到的西醫的解剖圖袁什麼器官尧在什麼位置等
等遥 中醫是功能系統來描述人的袁 中醫在看人的時
候袁是一個功能狀態的人袁中醫不是沒有解剖袁但是
從來不用解剖的知識來看病遥為什麼呢钥通過司外揣
內袁格物致知的方法去瞭解你的身體袁你的身體內臟
的反應袁無人從外在都表現出來遥 你不如說心尧主神
明尧主統血的主穿上功能系統叫心袁也包括砰砰在跳
的這個心臟袁中醫是得其意望其形的遥 再比如說主持
人生命狀態的一個大系統遥 它通過這種功能改變你
身體的臟器功能的變化袁這是中醫最優秀的地方袁但
是很多人不理解這種東西遥

把人看成一種功能狀態袁 這種看待人的方式比
解剖學更科學袁 現代醫學及任何先進儀器發現都是
已病袁有形的東西出現袁有侵略者出現袁有病龜出現
了袁 而中醫不是遥 中醫最優秀的醫生是 野上工治未
病冶袁根本就不讓疾病發生遥 一個疾病從量變到質變
的過程袁都形成病龜了袁都在病源存在的狀態下袁這
個病最起碼發生到七八十了遥 才能被現代儀器捕捉
發現到遥
我們的祖先很早在兩千多年前用格物致知的方法袁
一看不知道你功能哪方面變化了袁 把你的功能做一
項預判袁調整好尧調整平衡以後袁那個病就不發生袁你
那個病龜就不形成遥

明代醫學家張景岳雲院由於臟腑深藏在體內袁而
能將從外在的現象窺測到她們的狀態袁所以稱為野藏
象冶即通野臟象冶人體這五大功能系統不能各自為政袁
而且陰陽五行的規律相互調節制的袁 它們之間的連
接袁是為中醫的經絡遥

經絡袁中醫叫眞氣的通道袁經袁就是經曰絡就是網
絡遥 現在解剖發現不了經袁因為它是眞氣的通道袁從
物質方面認識不到這種眞正的練家會知道它的存
在遥 經絡的發現都是修成眞人之後袁對整體的一種反
觀袁對藥性的簡潔和歸經走向袁都是這些經絡的方向
和藥性的走向袁 他們身體變得非常敏感袁 非常通透
了袁所以他寫出來的東西有永久性遥 叶黃帝內經曳實驗
兩千六百多年了袁大家還在讀吧浴 你能糾正它裏面的
一句話嗎钥 所以袁知道現在袁西方科學發展那麼強大
的狀態下袁中醫還是無法替代袁有很多很多的疾病袁
現在醫學無法解決的袁中醫解決起來非常容易袁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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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勢很多是現代醫學替代不了的袁 所以中醫的存
在就是由於療效的眞實袁才能使他源遠流長噎噎

中醫因藥而與袁古時候將藥分為上袁中袁下三品袁
上藥養命袁中藥養性袁下藥治病袁又雲院用藥如用兵袁
任醫如任將遥

現在的有些治療袁比如西方的雞尾酒療法袁它是
在仿中醫的辯證論治袁就個體化治療遥 因為西醫所以
操作是群體化治療袁因為它要殺減人體內的病原體袁
在什麼位置殺都一樣的袁它五六樣藥品袁挑着換換給
一個人吃袁遠沒到達中醫辨證論治的高度遥 中醫不是
這樣袁中醫是院你到住在不同的地域袁不同時間的狀
態下袁治療方法都不一樣的遥 中醫因時袁因地袁因人的
去治療疾病袁 所以中醫是一個個性化治療的法則方
案來進行出方法的遥

現在醫學模式又提出到了社會自然心理學模
式袁在倡導這種三維的社會自然心裏學模式袁但是化
學製劑設法事先這種三維觀遥 中醫就是用一個自然
的身體袁跟一個自然的物質袁渊比如植物藥尧動物藥尧
礦物藥冤結合在一起產生的一個體系遥 比如動物藥袁
一種升麻你給吃了袁它不一定產生升提作用袁因為它
的心臟比它的身體還低袁所以很難建立野證冶的模型尧
因為中藥全部都朝著野證冶走袁不朝著病走遥 可是現在
硏究中藥的方式都是在小白鼠的身上製造一種病的
模型袁然後也通過對抗的一種藥物進行攻擊袁看看能
不能出現遥 實現之後袁再挪到兔子身上袁兔子身上事
先了又挪到狗身上去袁這不是西醫模式了嗎钥 這樣出
來的藥其實是西藥袁就不能叫中藥了袁而它的危險性
就太多了遥 因為西藥是純度很高的化學物質袁 很間
接遥 而中醫中藥提取的這些物質袁 化學成分非常複
雜袁然後你用它的化學結構去攻擊的時候袁產生的是
副作用是更難控制的遥

野是藥三分毒冶中醫所講的毒袁不是西醫哪個毒
的概念遥 西醫說講的毒袁比如就是含量金屬的物質有
毒的袁而不含量重金屬的物質都是無毒的遥 中醫不是
這樣袁西醫是用藥物的偏性袁來糾正你身體的屬性袁
如果他哪個藥物沒有糾正成你身體的偏性袁 反而助
長了你身體的偏性袁那就是毒的狀態了遥 就是說袁它
是在你的缺點袁 反而助長了我的缺點袁 那它就是毒
了遥
比如說一杯水袁你通過現在化學分析袁它沒有毒袁但
是你是脾胃虛寒袁冷水喝下去以後胃就痙攣袁它助了
你的缺點了袁從西醫來說袁它沒毒袁從中醫來說袁它就
是毒袁角度不一樣遥 另我袁自然物質對人的影響袁遠遠
比化學物質的影響要大得多袁 化學物質不是自然屬
性的東西袁所以它到我身體哪裏都是強迫吸收的遥 甚
至都是直接輸到你的血管裏遥 但自然物質是讓你身
體自然選擇的袁就是你身體調控系統能否選擇這個袁

自然植物有什麼營養袁有什麼需要的物質遥 它自己去
選擇袁我們的身體是有選擇機能的袁身體有智慧遥

人所謂大腦產生的智慧袁遠遠沒有這個野道冶袁就
是自然的智慧遥 袁實際上我們的身體就是這個道的存
在袁它本事有一個極高的智慧袁它會自己去完成這個
均衡袁 我們人類誤認為我們從事幾百年的硏究所產
生的邏輯袁比身體選擇機能還要優秀袁其實不然袁其
實這是錯誤的遥

人的這種生存狀態和他的思維意識狀態袁 決定
了人的整個的不平衡狀態袁 不是有原生都能幫你完
成的袁治療效果是病人的原生的一個組合才能完成遥
比如說你酒精性引起的肝硬化袁你就天天喝酒袁醫生
天天給你治病袁你說你能好嗎钥 找個診療任何病例當
中袁全部都在用身心醫學治療袁就是它對它的病的愈
後狀態的治療袁是一種什麼狀態的袁你應該用一種什
麼樣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袁才不導致這病的發生袁你要
懂得這方面的知識法則袁這病才能治好袁所以袁這些
病是不治的遥 因為你治不了他的心你就沒法治他的
病袁這個現人你把他的心治了袁你不讓他喝酒袁他同
意了袁他的病才有一個更好的轉歸袁才能徹底治癒遥

其實中醫治療方式最高層次不上昇到哲學 渊辨
證論治冤的一個生存觀的問題遥 你比如說情緒問題是
形而上的吧袁你把產生情緒的這個觀念問題解決了袁
他情緒就不會成積病來了遥 這不是無表的東西對有
形的影響遥 從醫學這個領域來想袁其實這個有形的東
西為無形的東西服務袁而無形的東西要要要意識袁是對
這個身體其主導作用袁所以中醫養生的時候袁為什麼
講野最上層的養生是心尧調整心態平衡冶下層的是養
生才是養身體袁 比如說用什麼營養物質補充自己的
身院而中醫層次的養生是在生氣尧調氣尧讓她們的氣
機調達尧通暢袁讓經絡通暢尧氣血通暢袁而最高級的養
生方法就是修心袁 讓心態平衡袁 讓心裏面沒有塵埃
噎噎遥

著名哲學家任繼愈先生說院 中國哲學史很久以
後就認為中醫哲學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叶黃帝內
徑曳是中國哲學的一章遥 很顯然袁對于著名悠久歷史
的中國而言袁傳統這個東西是異常沉重的袁我們關於
過去的集記憶可謂太多太多噎噎而西方的現代語境
對我們的過去理解的又太少太少噎噎然後袁 我們相
信袁東方的價値系統是經得起現代的挑戰的袁它不會
失去自己存在的依據袁中醫也是如此袁其實無論是東
方尧西方尧只要擁有謙遜和眞正的自我袁都可以擔起
來的責任噎噎

如家的道德方面袁 它在調整人與社會的關係方
面平衡狀態袁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袁孝悌忠信這種人倫
的關係準則袁對於現代和諧袁非常有益噎噎遥

本人雖在中醫藥事業道路上已耕耘了四十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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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与新加坡中西医学

陈鸿能渊新加坡冤

前言

医学维持和增强人类健康袁预防和治疗疾病袁通
过临床活动促使机体安庚遥 医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相结合的科学袁 它不只是一门单纯地在病室和
实验室内谈论的学问袁而是贯穿人类历史袁从民俗生
活中去实现人生存需要的技术曰 它也不只是一门单
靠学科内部完善发展的知识袁 更是一种不断吸收其
他学科知识与技术的综合体系遥

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是一致的袁
都研究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袁并保证人体的健康遥 在新
加坡袁这两种医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不同袁医学
哲学尧文化基础和思维方法各异遥 所以袁这两者在不
同的立足点上袁 从不同的途径去认识人体的生理病
理袁并采取不同的治疗手段和药物袁进而形成了两种
明显差异的医学体系遥

针对新加坡华人医者在中西医学发展中的贡献
作出比较研究袁是考察医史的方式之一遥 这种比较研
究袁 是要对历史上的事物或概念袁 包括人物和思潮
等袁通过多种角度进行比较对照袁以显示其异同袁分
析其缘由袁从而寻求出共同或特殊的发展规律遥 新加
坡华人在医学上的史迹袁往往单独看意义不大袁给人
的印象模糊袁但是比较起来观察袁就有显著的意义遥
此外袁 华人医学史迹中的现象袁 往往单独看是静止
的袁比较起来袁就变为活动的遥 这是由于新加坡中西
医史上的各项史实袁 不仅在时间上以先后连续性相
互联系袁 而且还在空间上以周围事物的依赖性相互
联系遥

在进行新加坡华人医者与中西医学发展的比较
研究时袁本文基于以下的原则处理院一是寻求医史上
同类事物的可比性袁二是把比较当手段袁进行比较研
究的重点在于分析华人对新加坡中西医学发展的特
点袁认识其关联和差别袁在这基础上袁当可寻求这两
者的融合点袁以开拓相结合的道路遥

总之袁 医学史是研究医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
一门学科袁 比较研究华人与新加坡中西医学发展的
目的袁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袁以了解过去袁并从医学

的发展规律去预见本地医学的未来遥
目录

第一章 新加坡开埠前的医疗迹象渊1349-1818冤
第一节 华人南移新加坡与医药的传入
第二节 新加坡医学体系的历史渊源比较
第二章 医疗机构的产生与成长渊1819-1899冤
第一节 十九世纪的新加坡社会结构
第二节 早期西医院和中医社的比较
第三节 中医叶季允与西医林文庆的比较
第四节 推动医学发展的华社领袖
第三章 医学教育与医药团体的初现渊1900-1948冤
每一节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新加坡社会结构
第二节 中西医学教育开展的比较
第三节 西医学院校友会和中医社团的比较
第四节 昭南时期日军政府的医疗管制
第五节 中医吴瑞甫与西医伍连德的比较
第六节 促进医学发展的其他医学人物
第四章 新加坡医学专业教育的进展渊1949-1965冤
第一节 二战后的新加坡社会结构
第二节 专业中西医培训的比较
第三节 中医陈占伟与西医魏雅聆的比较
第四节 推动医学发展的其他杏林人物
第五节 协助推动医学发展的其他华社领袖

作者简介

陈鸿能博士袁新加坡人遥 1945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州遥 先后获得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士尧 中国南京大学文学硕

士尧新加坡中医学院专业文凭尧广州中医药大学硕士尧北京中

国中医研究院医学博士遥 他也是新加坡陈嘉庚高级学位奖学

金两届得奖人遥 临床治疗工作上袁着重于针灸和脾胃研究遥
他历任新加坡中医学院高级讲师及中华医院针灸临床导

师遥现任新加坡中医学研究院高级讲师尧新加坡中华医学会书

刊组主任尧新加坡专科医院脾胃科主任医师尧新加坡宇暄中医

院顾问医师尧新加坡中华医院脾胃专科组组长等职务遥
他主编叶新加坡医学丛刊曳第一尧二辑及叶医学集刊曳遥专著

有叶新加坡中医学先驱人物与医学发展曳尧叶沙斯肺炎曳及叶华人

与新加坡中西医学曳等遥

但是對中醫的學識非常膚淺袁 今雖執筆論文一段可
能缺點還是不少袁不足妥之處敬請同仁加以雅正遥

渊作者簡介院張克球袁男袁漢族袁主任中醫師袁1948年7月出

生遥 1965年11月跟師名醫劉淑芳尧張慶松尧汪其浩尧劉保尙等敎

授袁1966年又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10醫院 渊現更名為武警福

建總醫院冤學習整骨袁2002年至2005年被聘為武警福建總隊機

關門診部中醫科主任袁2008年創辦環球健康諮詢服務中心袁免
費為廣大患者提供諮詢服務袁得到社會好評遥張克球主任中醫

師行醫四十餘載袁曾行醫過新加坡尧文萊尧馬來西亞等國家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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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液氣功一是可以降低人類袁在生病時不必過度依
賴醫生打針尧吃藥尧甚至開不必要的刀遥 而透過自己
修鍊氣功袁達到提升自我免疫力袁活化細胞袁強身健
體遥 亦可將此能量導入醫療之體系袁幫助有需要之病
人遥
一尧氣功何以能強身保健钥

氣功是透過人體的訓練及修鍊袁 而得到所謂
腋氣夜其附帶的能量叫腋磁場夜遥 即所謂外練筋骨皮尧內
鍊精氣神袁隨著氣脈茁壯袁並促使人體經絡之氣的暢
通無阻而腋氣融一體夜遥 而這時作為一個小宇宙的人袁
在施行氣的運轉袁我們謂之院運周天尧行小宇宙袁也成
了地球與宇宙的運動中一個分子遥 地球則以每秒
2000米的速度袁自西向東作圓周運動袁一個物體作圓
周運動就會產生磁場或被地球同化後產生磁場遥 因
為我們人體中尧經絡中具有產生磁場的條件遥 圓周運
動也是產生生物電渊強弱不等冤的來源袁腋經絡之氣夜
作為能量的原始袁在這些條件的作用下袁也使腋氣夜開
始轉化袁質變的開始袁同時對神經尧血管暢通尧擴張尧
舒展尧還原產生直接影響遥 然而正確導引的腋經絡之
氣夜通過膀胱的氣化袁而由下丹田化氣成精轉變磁尧
波尧生物電依周天沿人體脊髓向上運行遥 透過不斷的
修鍊袁也就是腋經絡之氣夜會依此能量轉換渊根據功力
的不同產生程度不同的轉換冤由磁尧波尧生物電達到
出現光子現象的程度遥 光子不但會美容袁延年益壽袁
同時更能治病養生袁延年益壽袁開心益智遥
二尧氣對人體的主要作用
渊一冤尧 預防疾病最好的方法除了看醫生吃藥之外不
二法門就是腋運動夜而最適 合各年齡層的運動就是
液氣功一而液氣功一不僅可提升個人抵抗力遥 還可以益

智尧長壽遥
渊二冤尧還可練就人類先天之能腋潛能開發夜進而可達
到推及己人之精神目的遥

氣功的應用相當廣泛袁可以改變物質分子結構袁
改變動尧植物生態與產能尧在運動方面可以強化戰力
與體能訓練的效果噎 氣功更能發揮在國防軍事上遥
諸如院 統一獅職棒隊為了強化戰力與體能訓練的效
果袁增加了氣功指導來克服心理因素遥 氣功已經成為
海峽兩岸運動好手加強體能與心理素質的秘密武
器遥 而隨隊醫增加氣功的主治調理遥
三尧氣功在科學的佐證

這個世上袁愈來愈多人研習氣功袁重視氣功曰趕
學氣功的潮流已遍及世界各國遥 由於氣功不但能強
身治病袁且能防病於未然袁能開發智力袁調動潛能袁因
此許多著名的氣功師和人體科學家袁共同預言腋廿一
世紀袁將成為第四醫學的世紀夜袁 而第四醫學袁就是
指氣功醫學遥
渊一冤根據醫學的研究氣功袁可以提升自體免疫力尧活
化細胞尧促進氣血循環遥

相傳數千年的氣功袁 經科學儀器驗證下有突破
性發現曰用腋一滴血夜做腋氣功對血液影響夜實驗中發
現袁 經灌入氣功能量後袁 原本串聯的紅血球出現分
離尧活化現象遥 以超高倍活體顯像儀袁觀察受檢驗者
濕血片與乾血片檢驗遥 觀察濕血片中的紅血球尧白血
球尧血小板尧細菌尧黴菌尧尿酸結晶尧壓力線尧血液外
型尧數量和白血球的活動力袁可篩選出患者可能罹患
的潛在疾病袁如心血管尧腸胃系統尧新陳代謝尧癌症尧
免疫性尧感染性疾病等遥 經由此項新科技醫學設備袁
之前做過幾次實驗研究中袁 已發現氣功能量可活化

台灣式按摩之氣功能量調理導引在競技比賽對運動傷害的療效觀察

薛東雲

中華傳統整復推拿師職業工會全國聯合總會 講師
東雲推拿整復養生國術館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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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血球並活動力更延續約五小時袁 該項成果已經是
前所未見袁 打破血液離開人體只存活約半小時的紀
錄遥

氣功對微血管循環的影響袁 針對皮表微循環血
流量尧末梢循環血流量尧微血管管徑尧紅血球流速尧微
血管自律運動頻率尧振幅與 密度等多項指標遥 實驗
證實袁 以人體外表皮膚微血管循環 血流量為指標袁
可以顯示發功時血流量曲線會迅速提高遥

另外把練功人的細胞抽離出一萬兩千個基因置
於排列板上袁這樣可以看出基因庫全方位的變化遥 她
發現取樣者的體內蛋白質降解系統較一般低尧 且殺
死病毒的效力較高遥 蛋白質降解系統在人體內的功
用是消滅病菌遥

練氣功的基因排列
蛋白質降解系統消滅病菌渊註3冤

渊二冤根據科學的研究氣功袁可以改變物質分子結構袁
快速改善患者受損之部位遥

氣功實驗中袁 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研究的研究
是在了解外氣對小分子袁細胞袁生物大分子袁植物種
子袁動物及人體的免疫功能之影響袁以及外氣用來治
療病症的效果遥

生化科學家也嚐試以腋養氣夜及腋殺氣夜來研究對
癌細胞之影響袁 結果發現細胞呼吸速率袁DNA合成
率袁蛋白質合成率及細胞生長數目雖無明顯變化袁但
RNA之合成量就出現了顯著的不同袁 實體腫瘤在接
受十次腋殺氣夜袁每次兩分鐘後袁DNA有斷裂情形袁顯
示外氣的確與細胞內大型生物分子產生交互作用遥
渊三冤氣功的效能是多元性的袁在調理上佔了不可磨
滅地位袁其效益可達速倍之功曰甚至可不碰觸身體既
可改善袁在急性期或不明原因時就可派上用場袁可讓
患者免第二次傷害袁可立即改善遥
四尧氣功在推拿整復之運用
渊一冤何謂氣功推拿整復

利用自己內氣透過雙手袁 根據患者損傷的病徵
對體外及體表的相應部位施行配合鬆筋尧點穴尧整復
的手法袁來快速改善筋骨損傷後病理及結構的改變遥
渊二冤氣功推拿整復調理軟組織損傷的原理

氣功推拿整復在調理傷筋不管是急尧慢性損傷袁
都有其獨到之處曰 以下將氣功推拿整復的調理作用
分述如下院
员 氣功能快速活血化瘀袁消腫止痛

肢體傷筋之後袁 損傷部位的血管破裂而致瘀阻
流注於四肢關節或滯於經絡作腫痛袁 壅塞氣血循行
之道曰而氣功發氣能活血化瘀袁可消除血管痙攣袁促
進血液循環袁加速瘀血之排除袁從而使肢體損傷迅速
消腫止痛遥 從現代研究來看袁氣功能夠加速促使毛細

血管擴張袁能快速增加局部皮膚肌肉的營養供給袁使
肌肉損傷組織很快得到活化遥 同時也可增快血液和
淋巴組織循環袁這種循環過程加速了水腫尧瘀血尧病
變物的吸收和排泄袁 使腫脹攣縮的病理症狀得到良
好調理遥
圆 氣功能加速疏筋活絡袁解除痙攣

氣功既能宣通氣血袁 又能直接對患部之肌肉及肌
腱進行發氣而起了舒展與放鬆肌肉的作用袁 緩解肌
肉的痙攣袁可因此緩解疼痛曰同時也降低了因疼痛而
引起肌肉反射性痙攣的可能性遥 氣功之所以能解除
肌肉痙攣袁 主要是產生了分子結構變化而有了鎮靜
止痛的作用袁如野發氣拔氣冶可放鬆疏導淤塞的筋腱
及肌纖維袁解痙減痛袁消除了引起肌肉痙攣的原因遥
猿 氣功能幫助理順筋絡袁整復錯位

對於因損傷後所致之 野筋出槽冶尧野錯開縫冶袁 氣
功加推拿整復手法能快速使其復位遥 解剖位置的微
細變化是臨床發生變化疾病的原因袁 這類損傷常發
生在關節及其附近的肌肉尧肌腱尧韌帶尧筋膜等組織遥
臨床上常運用於膝踝關節韌帶和關節囊的斷裂袁肱
三頭肌尧腓骨長短肌的肌腱鞘炎袁腰椎間盤纖維環破
裂的突出物還納袁頸椎的輕度骨錯縫等遥 總之袁手法
對軟組織破裂尧腱鞘炎具有理順整復歸位的作用遥 對
於輕度移位如假性脫位尧椎間小關節錯位尧筋出槽尧
椎間盤突出可調理解剖位置以減少壓迫尧發炎尧並消
減疼痛遥
源 氣功的疏導能鬆解黏連

氣功有一種特殊功能它能對患者發出冷尧 熱之
氣來疏導袁所以對無論是何種筋傷或肌肉尧肌腱尧韌
帶尧 關節囊等軟組織裂傷袁 損傷之後皆可因局部出
血尧組織纖維化而產生的黏連袁影響筋骨正常生理活
動範圍袁或疼痛持續不消等後遺症曰氣功加理筋手法
能鬆解損傷所致的黏連袁 如影響關節之伸屈活動者
可用氣功加按摩彈撥手法來撥離其黏連遥 擴大狹窄
部袁解除其彈響症狀袁使肌腱在腱鞘內運轉自如袁恢
復正常滑動的功能曰同時以活絡關節的手法袁以鬆解
黏連袁配合氣功調理恢復功能袁通利關節遥
缘 氣功調理能快速疏通經絡袁調和氣血

氣功除了強調局部外袁也重視循經取穴袁通過對
經絡穴道刺激袁以通鬱閉之氣袁散瘀結之腫遥 對內傷
氣血滯阻所致胸悶腹脹袁經氣功來調理氣血袁往往能
較快的緩解症狀遥 應用強而快的平衡的失調與機體
功能的紊亂都得到調整遥
远 氣功的調理能快速保健袪風散寒袁觸痺除濕

風寒濕痺症也屬於氣功推拿整復的適應症袁中
醫認為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袁風盛為行痺袁寒盛
為痛痺袁濕盛為著痺袁痺在骨則體重袁痺在脈則血塞袁
痺在筋則痙攣袁痺在肉則不仁袁痺在皮則寒袁而氣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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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舒筋活絡尧 利關節尧 和血脈而除痺痛的綜合作
用袁 對風寒濕所致腰痛及各部關節疼痛有一定的功
能袁但對經久不癒且容易反覆的痺症袁則應結合氣功
調氣往往能較迅速獲益遥
渊三冤氣功能加強調理組織損傷的範圍

氣功有立即改變物質分子結構尧活化細胞袁可以
快速促時軟組織活化遥 而軟組織損傷又稱之為 野傷
筋冶袁是骨傷科中最多見的疾患袁在勞動尧運動及日常
生活中經常發生遥 人體骨骼周圍均有軟組織環繞袁這
些軟組織包括院皮膚尧皮下組織尧肌肉尧肌腱尧筋膜尧韌
帶尧關節囊尧骨膜尧神經和血管等遥 這些軟組織因暴力
撞擊尧強力扭轉尧牽拉壓迫尧不慎跌扑閃挫尧因勞累過
度以及持續活動經久勞損等原因而引起的損傷袁而
無骨折尧脫位的均稱為軟組織損傷袁另外關節部位的
微小錯縫袁也包括在軟組織損傷的範圍內遥
渊四冤氣功對軟組織損傷與其他創傷的關係

氣功袁另一功能就是沒有障礙物可以阻擋袁而氣
場可以穿透深曾達你想要調理的部位遥 比如說院在較
大的暴力作用下袁除了軟組織嚴重受損外袁不同的受
力部位袁 有時也可合併骨折尧 脫位及內臟器官的損
傷遥 同樣的袁在骨折與脫位時袁也必然地引起周圍軟
組織的損傷遥 可以利用氣功灌氣尧導氣來做調理遥
员 軟組織損傷與骨折的關係

氣功袁另一功能就是沒有障礙物可以阻擋袁而氣
場可以穿透深曾達你想要治療的部位遥 根據骨骼的
周圍有肌肉尧肌腱尧血管及神經圍繞遥 這些軟組織與
骨骼之間有著密切不可分的關係袁 骨骼的損傷必然
引起周圍軟組織的損傷遥 骨折時袁骨折的兩端可引起
周圍肌肉尧肌腱尧血管或神經的鈍挫傷袁表現為受傷
部位軟組織的腫脹出血袁 甚至可出現骨折遠端由於
血管或神經受傷而引起的肢體遠端缺血性肌攣縮或
肢體肌力消失的現象遥 而在一些韌帶的撕裂傷中袁常
可見肌腱尧韌帶附著點的撕脫性骨折袁外踝骨折引起
的外側副韌帶損傷等遥 在治療時必須充分地給於注
意袁貫徹筋骨並重的原則遥 可以利用氣功灌氣尧導氣
來做調理遥 使其打通受損閉塞之經絡達到暢流無礙遥
圆 軟組織損傷與脫位的關係

利用氣功透過雙手袁 根據患者損傷的病情可在
體外渊不碰觸身體冤袁即可進行調理遥 可避免會引起軟
組織的不必要損傷遥 因為人體關節的穩定性是由骨
骼尧關節囊尧韌帶和肌肉共同維護的袁關節的活動依
賴著軟組織的支持遥 在關節脫位中袁就不可避免地會
引起軟組織的損傷袁其中主要涉及的有院關節囊的撕
裂尧周圍肌肉與肌腱的鈍挫傷尧韌帶的撕裂傷遥 在治
療關節脫位時袁如果不注意對軟組織的治療和保護曰
就會使肌肉尧肌腱因滲出或血腫纖維化發生攣縮袁在
關節內尧關節外形成黏連袁引起關節的僵直尧活動受

限遥 例如院在關節脫位後不注意加強肩關節的功能鍛
鍊袁可引起肩周炎曰肘關節脫位尧粗暴不合理的按摩袁
可引起肘關節骨化性肌炎遥
猿 軟組織損傷與內臟損傷的關係

氣功有立即改變物質分子結構袁 可以快速促時
軟組織活化的功能遥 原因一般的軟組織損傷不會引
起內臟的損傷袁 但是在腹部軟組織鈍挫傷及由其他
原因引起的較大範圍軟組織損傷中袁 必須注意是否
有出現腹部內臟器官損傷的可能性遥 一般輕微的腹
壁損傷不會出現腹腔內臟器官損傷的症狀袁 但如合
併有肋骨骨折及腹腔內出血或腹膜炎的表現時袁則
必須考慮到腹腔實質器官的破裂或空腔器官的穿
孔袁可以及時予以救治袁達到送醫前的搶救延緩惡化
之遥
渊五冤尧氣功針對軟組織損傷的分類

氣功對處治軟組織損傷的分類方法很多袁 目前
臨床上常用的分類方式主要有三種院
员 按損傷的原因分類

扭傷院氣功對任何關節渊包括可動和微動關節冤袁
因間接暴力使其突然發生超出生理活動範圍袁 引起
的筋膜尧肌肉尧韌帶過度扭曲牽拉而造成損傷或撕裂
傷遥 如踝關節因行走或奔跑於不平的道路尧由高處跌
下尧踏入凹陷處袁足底被頂住使足掌突然內翻或外翻
而引起的損傷遥 透過氣功雙手袁根據患者損傷的病情
可在體外渊不碰觸身體冤袁即可進行調理袁減少壓迫尧
發炎尧並緩解疼痛遥

挫傷院氣功對因直接暴力打擊尧撞擊或重物擠壓
等原因直接作用於肢體局部袁引起該處皮下尧肌肉尧
肌腱等損傷遥 如車禍直接撞擊尧棍棒直接打擊或受到
重物的擠壓而造成的肢體軟組織的損傷遥 透過雙手
氣功發氣袁根據患者損傷的病情可在體外渊不碰觸身
體冤即可進行調理袁減少壓迫尧發炎尧並緩解疼痛遥
圆 按損傷的程度分類

斷裂傷尧撕裂傷院氣功對由於受到較大的暴力而
致韌帶尧關節囊尧肌肉尧肌腱尧筋膜尧軟骨盤等軟組織
的完全斷裂的處治遥 透過雙手氣功發氣袁根據患者損
傷的病情在體外渊可以不碰觸身體冤袁即可進行調理袁
減少發炎尧 並打通受損閉塞之經絡達到暢流無礙緩
解疼痛遥
猿尧按軟組織損傷的病程分類

急性損傷院 氣功對由於突然暴力而引起的軟組
織損傷遥 透過氣功雙手袁根據患者損傷的病情在體外
渊不碰觸身體冤即可進行處治袁減少發炎尧並打通受損
閉塞之經絡達到暢流無礙緩解疼痛遥

慢性損傷院氣功對於慢性損傷曰或由於慢性勞損
而造成某一部位的慢性損傷遥 透過氣功雙手袁根據患
者損傷的病情在體外渊可以不碰觸身體冤施加以輕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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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至熱感袁 既打通受損閉塞之經絡達到暢流無礙緩
解疼痛遥
渊六冤氣功在病因的幫助

氣功對暴力損傷院 主要是指外來的突發暴力造
成的損傷遥 根據外力的原因可分為直接暴力和間接
暴力遥 直接暴力所致傷筋袁 發生在外力直接接觸部
位袁如棍棒打擊尧車禍撞擊或碾壓造成的挫傷等遥 間
接暴力所致傷筋袁發生在遠離暴力作用部位袁如腰部
的扭傷袁踝關節扭傷等都屬於間接暴力遥 因此直接對
患部施以氣功透過雙手袁在體外渊不碰觸身體冤即可
進行處治遥 既打通受損閉塞之經絡達到暢流無礙緩
解疼痛遥 可避免會引起軟組織的不必要損傷遥

氣功對慢性勞損院 對於慢性勞損多因長期坐立
或不正當姿勢的勞動袁 使筋骨某一部位長時間的過
度用力積累成傷袁 如長時間腰部工作所致的腰肌勞
損袁打電腦所引發的腕隧道症候群等袁皆屬之遥 叶素
問援宣明五氣論曳中說院久視傷血袁久臥傷氣袁久坐傷
肉袁久立傷骨袁久行傷筋袁即是所謂液五勞一之傷遥 指出
了慢性勞損也可以引起傷筋的道理遥 利用氣功透過
雙手袁施加以輕摩擦至熱感袁既打通受損閉塞之經絡
達到暢流無礙緩解疼痛遥

氣功對風寒濕侵襲院 單純因風寒侵襲所致的傷
筋袁臨床上比較少見曰多數常見於關節炎尧暴力損傷
後遺症或是慢性勞損者遥 患處常因感風尧寒尧濕邪誘
發酸尧痛尧漲尧麻等症袁如一般因下雨或寒冷而使得關
節酸痛加重皆屬之遥 利用氣功透過雙手灌氣尧導氣及
拔除風尧寒尧濕尧熱之病氣遥 使其能打通受損閉塞之經
絡達到暢流無礙遥

氣功對年齡院氣功對年齡是沒有限制袁適合各年
齡層遥

氣功對體質院適合各種體質不管你是風尧寒尧熱尧
濕尧火尧躁等六淫加上邪尧虛等症皆可袁利用氣功來做
補洩及排除病氣之作用遥 讓身體達到陰陽平衡遥
圆 整體損傷病機.而氣功是不可獲缺

氣功對筋骨傷多合併氣血不足袁 有立即補氣調
氣之功能遥 而氣血又是維持人體正常生命活動的物
質基礎袁通過經絡聯繫送達臟腑袁構成複雜的生命活
動袁過度的損傷或耗損將導置氣血生理功能失常袁並
影響到經絡及臟腑的正常功能曰 損傷雖僅及於皮肉
筋骨袁但可以使臟腑機能減弱袁日久誘發胸悶氣短尧
精神躁鬱尧食欲減退尧面色蒼白尧倦怠無力等症狀遥 因
此袁 損傷的部位及傷後復原程度的發展都與經絡臟
腑的功能有關聯遥 總之袁人體的損傷袁雖有內外之分袁
但外傷與內損袁 局部與整體是相互作用尧 互相影響
的遥 因此袁氣功在此一階段是不可或缺的袁它可以整
體性尧亦可單獨性袁所以在辨症施治的過程中袁成為
不可忽略的一種調理方式遥 所以除了局部軟組織損

傷的症狀外袁仍應從整體觀點討論袁是否對氣血尧經
絡尧臟腑損傷袁已達到全面性的調理遥
渊七冤氣功治療原則
员 氣功與生理並重

肌肉與骨骼在生理功能上有著密切的關係袁肢
體關節的運動是靠二者共同合作來完成的遥 外力的
牽拉除了造成肌肉尧肌腱的損傷袁同時也可能牽拉關
節引起韌帶滑囊的錯縫或出血曰反之袁關節損傷錯縫
也可改變筋的正常生理位置使筋損傷遥 如急性腰扭
傷袁 因搬重物時姿勢不良或用力過猛袁 除了可致肌
肉尧韌帶尧筋膜等軟組織損傷袁同時也可能使椎間小
關節過度牽拉或扭轉而致骨縫錯位產生疼痛遥 在臨
床上袁透過雙手氣功發氣袁根據患者損傷的病情在體
外渊不碰觸身體冤即可進行處治袁減少發炎尧並打通受
損閉塞之經絡達到暢流無礙緩解疼痛遥
圆 重氣血暢通

筋骨損傷後袁首先重視氣血的辨症遥 利用氣功來
做風尧寒尧熱尧濕尧火尧躁等六淫加上邪尧虛等症之辨
症袁 可以了解到不論是傷及在外之皮肉筋骨或在內
之經絡臟腑袁 主要的病機多由於氣血運行紊亂所造
成的遥 所以氣傷則痛袁其特點為外無腫形袁以脹痛為
主症曰形傷則腫袁局部腫脹疼痛袁痛有定處袁按瘀血輕
重的不同尧時間長短的不同袁其症狀也表現複雜遥 可
由局部涉及全身袁 如滯於肌表可青紫腫脹遥 雖有傷
氣尧傷血之區別袁其根本的病理變化就是氣滯血瘀尧
氣血兩傷尧腫痛並見遥 氣功調理的關鍵方法是強化調
和氣血袁最終目的在強壯筋骨遥
猿 加上氣功袁能加強標本兼調理

任何症狀的手法調理袁 只要加上氣功絕對有景
上添花之效能遥 可以不貼外敷藥物或醫師之內服藥袁
既可達到異曲同工之妙遥 然而任何症狀只是疾病的
外在表現袁不一定能反應疾病的本質遥 症狀為標袁疾
病為本袁只有充分地了解疾病的症狀和本質袁通過全
盤分析袁區分標本主次袁找出病之根源袁才能正確的
加以調理遥 以手指麻為例袁臨床上常見的手麻袁需鑑
別診斷是因為氣血阻滯或來自神經受到壓迫袁 若是
因壓迫引起袁 尚須區分其是哪一條神經及哪一區受
損袁找出病變部位袁作最好的處置遥 只有通過全面的
綜合分析袁找出最基本的病理變化袁才能取得滿意的
結果遥 但在某些情況下標症甚急袁給患者帶來的痛苦
更大遥 在此時氣功就可當機立下袁發揮效能的時候遥
這時我們就應該貫徹腋急則治其標夜的原則袁先治其
標後治其本曰若標本並重則應標本兼顧袁標本同治遥
治標只是在應急情況下或是為治本創造必要條件的
權宜之計袁而治本才是治病的根本遥
4 氣功的鍛鍊

所謂腋三分病七分養夜袁說明了受傷後居家體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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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復健鍛鍊比門診當中的治療還要重要遥 而如能修
練氣功運動來強化身體袁 可以在受傷期間加強推動
氣血流通袁 加快袪瘀生新袁 促進肢體腫脹吸收的作
用袁並能防止肌肉萎縮尧關節僵硬袁減少後遺症的產
生遥
五尧臨床與實務之氣功成效觀察

有鑒於前人辛苦研究成果之得來不易袁 及十多
年運動比賽場臨床氣功實戰醫護保健經驗在此與大
家分享氣功整復精華袁以利整復推拿技術之提升遥 因
此這次的研究報告袁是如何利用腋氣功夜配合腋推拿整
復夜在競技比賽場對運動傷害的成效觀察院
臨床資料
資料是取自太極拳運動比賽
渊一冤2008年的第二屆世界杯經過醫務組統計資料顯
示如下院
不分國籍袁分套路及推手袁總共服務144人次
新傷院12人皆為推手賽員
頭撞到院1人 腕指院5人 腿肌肉痠院6人
舊傷院132人渊199部位冤皆為套路賽員
頸肩院55人 肘院13人 腕指院10人 胸腰髖院56人
膝踝趾院64人
他症院1人
渊二冤2009尧2010青年盃全國中等學校太極拳錦標賽
經過醫務組統計資料顯示如下院
分套路及推手總共服務111人次
新傷院91人次皆為推手賽員
頸肩院18人 臂手肌肉痠院7人 肘院9人 腕指院24人
胸腰髖院9人
膝踝趾院8人 腿肌肉痠院6人
舊傷院20人次渊13人推手尧7人大會工作人員冤
頸肩院8人 肘院1人 腕指院2人 胸腰髖院3人 膝踝
趾院1人
他症院 5人
合計院255人次渊新傷原103人次冤渊舊傷原152人次冤
練太極拳運動的結構分析院
(1) 年輕人 (學校學生為主) 除了愛好互相肢體搏擊
互推之外袁有成績升學可加分袁且快學易懂袁短時間
內可派上場遥
優點院(a) 較單純年輕人年齡層一致袁受訓容易遥

(b) 身體好尧舊疾少遥
(c) 好紮根練基礎遥

缺點院(a) 功利主義重遥
(b) 容易斷層袁往往升學無去處遥
(c) 升學壓力大遥
(d) 無經濟基礎遥

(2) 中年人(社會人士)
優點院(a) 自主能力強遥

(b) 有經濟基礎遥
缺點院(a) 較複雜受訓年齡層不一致遥

(b) 身體好壞不一袁舊疾多遥
(c) 工作忙袁不易紮根練基礎遥

(3) 老年人(退休人士)較複雜
優點院(a) 自主能力強遥

(b) 經濟無慮遥
(c) 時間多可充分學習遥

缺點院(a) 身體鈍尧領悟力差袁不好教遥
(b) 身體好壞不一袁舊疾多遥
(c) 年紀大袁不易紮根練基礎遥

渊一冤尧調理方法院
1-1常規手法原肌肉痠痛首先施行藥洗表面撫摸及藥
膏搓熱按摩袁以鬆弛緊張攣的肌肉尧韌帶遥 利用分散
疼痛原理院將肌肉使用之力量分散袁減輕痛點瞬間壓
力遥
1-2整復手法原在檢查了解後袁如為各關節骨錯位袁遂
以各種不同手法調理保健遥
1-3氣功調理原
1 慢性症院對肩部尧胸尧腰及背部受到氣滯產生寒症
致痠痛者袁可利用氣功排除寒氣袁在排除寒氣後隨即
同時進行補氣尧導氣袁補溫熱之氣5原10分鐘袁以利調
理陰陽及疏通氣滯遥
2 急性症院疼痛明顯者袁可用手掌發氣10-30分鐘遥進
行疏導尧 打通淤塞之氣滯袁 並利用氣功具有活化細
胞尧提升免疫力袁加速受損部位活化遥
3 如患者元氣不足時袁可做大範圍的調氣5-10分鐘袁
促進血液循環及打通瘀塞之俞穴及經絡遥
4 他症院運用氣功導引渊時間不定冤袁直接將患者困住
之氣袁直接排除帶出體外遥
5 局部噴灑藥洗袁再調氣排氣袁連續數次袁直到大有
改善遥
6 囑咐飲食忌諱之配合院忌食有糯米尧竹筍尧香蕉尧橘
子尧冰過的食物遥
7 氣功調理情況院
渊二冤尧成效觀察
2-1 成效標準原
不 痛院疼痛完全消失袁活動自如遥
不很痛院疼痛明顯大幅減輕或基本消失袁活動很明顯
改善遥
還很痛院症狀體徵無改善遥
2-2 保健完成率原
新傷原
不痛者院29例 完成率達渊28.16豫冤
不很痛院73例 完成率達渊70.87豫冤
還很痛院1例 不完成率達渊0.97豫冤
總有效率能上場比賽達99.03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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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傷原
不痛者院98例 完成率達渊64.47豫冤
不很痛院54例 完成率達 渊35.53豫冤
還很痛院0
總有效率能上場比賽達100豫
由以上之資料分析兩種太極拳比賽的受傷年齡層分
為院
一是中年以上的社會人士曰 二是年輕人以學校學生
為主的遥 受傷也皆為不一樣遥
新傷皆分佈在年輕的推手賽員身上袁 我們簡易的分
析歸類院
渊1冤 推手是互相肢體的碰觸尧推擠袁產生新傷是在所
難免的遥
渊2冤 選手有時是一時之選袁難免訓練不足袁導致受傷
也不奇怪遥
那套路的賽員呢钥 因舊傷並不引響賽況袁所以比較不
會求醫保護自己遥
舊傷皆分佈在中年人以上的社會人士袁 的套路賽員
身上袁我們簡易的分析歸類如下院
渊1冤 他是在練太極拳運動之前就受傷的遥
渊2冤 他的傷是在練太極拳運動時誘發出來的遥

渊3冤 他是在練太極拳運動時受傷的 遥
渊三冤尧觀察目的院
1 此研究不是為了一次的治癒力袁而是讓賽員能不
痛上場比賽袁在短時間內袁發揮所長袁贏得勝利遥
2. 不以包紮尧貼藥膏為主袁讓賽員無束縛之感遥
3. 讓賽員無後顧之憂袁不怕受傷袁減少心理壓力遥
4. 預防運動傷害袁降低受傷率遥
5. 囑咐賽後的後續治療遥
渊四冤尧總論院

醫療的最終目的是在養生保健尧防病治病袁而氣
功的養生和防病尧 調理病的實踐與人的日常生活融
為一體袁液氣功一歷經數千年的不斷探索袁形成了綜合
的維護健康尧防治疾病的有效措施與方法袁而除使用
藥物之外袁還有手術尧針法尧推拿尧整復尧食療等非藥
物性的自然療法袁 在此氣功充分展現具有很強的實
用性遥 但腋氣功夜卻是一種無形尧無體之物袁相信的人
言之鑿鑿並勤加研習袁 卻無法讓科技昌明的21世紀
現代人所理解與接受袁 其長久來仍蒙上一層神秘面
紗袁也是研習氣功之各界人士的最痛遥 為此袁如何讓
腋氣功夜現形尧提供數據資料佐證服人袁仍是氣功界最
迫切目標遥

本文中袁 我们课题组集40年临床与研究创造性
的提出了中医痴呆新理论要野三焦气化失司导致痴
呆冶的病机学说遥 中医证候学调查研究发现袁老年期
痴呆病人普遍存在不同程度三焦证候袁 其中上焦证
候主要有肺气耗伤袁心气虚袁心阴不足尧心火暴张等
表现曰中焦证候主要有脾气郁结尧痰浊阻滞等表现曰
下焦证候主要有肝肾亏损表现遥 因此袁痴呆具有多因
素兼夹致病尧多脏器同时受累的特点袁皆与三焦气化
异常密不可分袁 而绝非某种单一因素导致某单一脏
器的病变遥

我们认为袁三焦是气尧血尧津液尧精的生化之所和运
行通道袁通过其气化将五脏六腑联系在一起袁是生命
活动之本遥 三焦为气化之总司袁总领五脏六腑功能活
动袁只有三焦气化正常袁气尧血尧津液尧精升降出入运
行通畅袁人体方能健康无病遥 三焦有一个气化相生的
过程院中焦脾胃在下焦肝肾的气化温煦作用下袁转运
五谷精微并化生气血袁 上输于上焦心肺并得以宣发

四肢百骸曰同时袁通过上焦之肃降脏腑尧下焦之升发
元气袁升降出入相因相系袁维持人体气尧血尧津液尧精
的动态平衡袁得以生生不息遥 在人体老化进程中袁伴
随着脏腑功能日益低下袁其气化功能也逐渐减退袁每
易致三焦气化失司袁一方面气尧血尧津液尧精化源不足
且运行不畅袁清阳不升袁另一方面浊阴不降袁常变生
痰瘀浊毒尧 上扰清窍袁 结果导致了衰老及老年期痴
呆曰随着衰老的进一步发展袁又导致脏腑气化功能更
加失常尧三焦气化失司亦加重袁形成恶性循环遥 因此袁
野三焦气化失司冶涵盖了衰老与老年期痴呆的全部病
理机制袁是该病的病机关键之所在袁是诸种痴呆理论
的汇集点袁是对衰老与老年期痴呆病机的全新诠释遥
经查古典文献袁以野三焦气化失司冶作为病机理论袁尚
无记载遥 基于野三焦气化冶理论袁我们创立了野三焦针
法冶渊原野益气调血尧扶本培元冶针法冤及中药组方野黄
地散冶袁旨在调理三焦气化功能袁临床用治老年期痴
呆袁取得较好疗效遥

老年期痴呆与三焦气化

韩景献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天津市名中医韩景献教授工作室 天津市针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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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针法主穴取膻中尧中脘尧气海尧外关尧足三
里尧血海遥 膻中为气会尧上气海袁又为心包募穴袁主调
上焦之气曰中脘为胃经募穴尧八会穴之腑会袁主调中
焦之气曰气海为肓之原穴袁又名丹田穴尧气泽穴袁有生
发元气及升阳之功袁主调下焦之气遥 此三穴分调上中
下三焦袁又在三焦经之络穴尧八脉交会穴渊通于阳维
脉冤外关的相佐作用下袁通调整体三焦之气遥 足三里
为足阳明经合穴及胃之下合穴袁主后天之本袁为强壮
要穴袁有养助先天之功曰血海属脾经袁又名血郄袁有行
血生血尧引血归经之功袁主血分诸病遥 此二穴同理中
焦枢机尧斡旋内外袁可调一身之气血遥 诸穴合用袁既可
理三焦之气尧调三焦之血袁又能扶后天之本尧培先天
之元遥

观既往治呆之法袁多以固本为主袁但因三焦通道
闭塞袁未及病所袁故难以速效遥 今野三焦针法冶意在疏
调三焦尧行气活血袁蠲化痰浊尧畅达通道曰三焦既通袁
诸气生化得其所袁升降畅达至其位遥 野本冶在三焦气
化袁气化如常袁则阴阳调和袁一划开天袁人贵阳气畅
达曰野元冶为元气尧元神袁培补先后天之本袁则充养元
气袁元气笃实袁则上可养元神袁故该针法实为野以通为
补冶之法遥

在前期应用取得确切疗效基础上袁 我们进行了
大量的临床研究及系统的基础研究遥 临床研究方面袁
遵照循证医学基本原则袁以简易智能状态检查量表尧
长谷川痴呆量表修订版尧ADAS-cog尧 日常生活能力
量表等为指标袁观察了针刺治疗VD及AD的疗效遥

VD临床研究结果院 治疗前袁VD三焦针法针刺组
和西药喜得镇对照组MMSE评分无明显差异曰治疗后
渊12周冤袁针刺组MMSE评分较基线变化为 4.13依2.96袁
对照组MMSE评分较基线变化为 2.44依1.19袁 随访时
渊24周冤针刺组MMSE评分较基线变化为3.21依1.28袁对
照组MMSE评分较基线变化为1.95依0.93袁皆有显著差
异遥 该针法可显著改善VD患者的记忆力尧定向力尧计
算力袁尤其是对定向力的改善具有特别显著的效果袁
明显优于对照组遥 针刺组有效率为80.4%渊轻度为
84.9%袁中度为71.8%冤袁对照组的有效率为47.3%渊轻
度为51.4%袁中度为40.5%冤曰6个月后随访袁针刺有效
率维持在74.1%渊轻度为79.5%袁中度为64.1%冤袁对照
组有效率为35.7%渊轻度为37.1%袁中度为33.3%冤遥 三
焦针法的近远期疗效均明显优于喜得镇袁 其智能状
态和生活能力渊ADL冤显著提高袁并且能维持在一个
良好的状态遥 该针法治疗轻度VD疗效更佳袁疗效更
持久遥

AD临床研究结果院治疗12周后袁三焦针法针刺
组的有效率为68.4%渊轻度为73.5%袁中度为56.7%冤袁
西药安理申对照组的有效率为64.95% 渊轻度为
66.2%袁中度为62.5%冤袁两组比较无明显差异渊P >

0.05冤曰随访渊24周后冤针刺组的有效率维持在44.9%
渊轻度为52.9%袁中度为26.7%冤袁而对照组渊安理申冤的
有效率维持在26.7%渊轻度为30.8%袁 中度为18.8%冤袁
针刺组明显优于对照组渊P约0.01冤袁说明三焦针法与
安理申近期疗效相当袁但远期疗效优于安理申遥 三焦
针法可显著改善AD患者的记忆力尧定向力尧日常生
活能力袁远期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曰对轻度患者的改
善作用更明显尧疗效更持久遥

典型病例1院刘某袁男袁75岁袁大专学历袁2007年10
月1日首诊遥 主诉渊代诉冤院记忆力减退尧痴呆袁渐进加
重半年余曰既往脑梗死尧高血压病史遥 检查院MMSE院0
分袁HIS院7分遥 诊断院血管性痴呆遥 治疗院三焦针法袁随
证配穴遥 每周针刺2次遥 疗效观察院首诊时MMSE0分袁
患者记忆力袁计算力袁定向力和执行力完全丧失袁精
神行为无异常遥 需搀扶行走袁家属述患者只认识自己
的女儿和老伴袁在家中无法自理袁出门需有人陪同袁
无法正常交流遥 治疗3个月后MMSE7分袁患者即刻记
忆力部分恢复袁可以自己行走遥 6个月后MMSE11分袁
患者的人物定向力袁计算力袁记忆力都有不同程度的
恢复袁已能认识老朋友遥11个月后MMSE17分袁患者记
忆力袁理解力袁定向力袁计算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袁
能够自行在家中生活遥17个月后袁MMSE18分袁患者记
忆力袁计算力袁空间定向力和人物定向力有很大程度
的恢复遥 能够自行在家中生活遥 可以出门买菜袁自己
坐公交车去拜访老友袁后自行返回遥 患者及其家属终
止治疗遥3年后渊停止治疗2年后冤随访袁MMSE18分袁患
者近3年以来记忆力改善且保持稳定袁计算力尧空间
定向力及人物定向力较好袁可独立在家中生活袁并做
家务袁 能独立出门乘坐公交尧 拜访老友及买菜做饭
等袁能自行返回遥

典型病例2院陈某袁女袁72岁袁小学学历袁2009年6
月27日首诊遥 主诉渊代诉冤院近事记忆力减退袁理解力尧
定向力尧计算力差袁烦躁易怒袁渐进加重一年曰既往无
中风尧高血压病史遥检查院MMSE院9分袁HIS院3分遥诊断院
老年性痴呆渊AD冤治疗院三焦针法袁随证配穴遥 疗效观
察院首诊MMSE院9分遥 患者记忆力减退尧近事遗忘突
出袁情绪烦躁易怒袁计算力尧理解力及定向力差袁无法
独自出门及买菜尧做饭袁与他人交流困难袁生活自理
能力差遥治疗3个月后 MMSE10分袁患者近事遗忘袁烦
躁情绪稍有减轻袁计算力尧理解力尧定向力差遥 6个月
后 MMSE12分袁患者近事记忆力部分恢复袁偶有烦躁
易怒袁计算力尧理解力尧定向力均好转袁可与人交流遥 9
个月后 MMSE14分袁患者近事记忆力尧计算力尧定向
力尧理解力均增强袁情绪好转袁可与人交流袁生活自理
能力部分恢复遥 15个月后患者MMSE16分袁其近事记
忆力明显提高袁计算力尧定向力尧理解力均增强袁可独
自乘坐短途公交尧买菜做饭等曰情绪平稳遥 生活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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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理遥
三焦针法治疗VD的葡萄糖代谢机制研究院
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VD患者及正常老年人各

10例袁 各分为三焦针法针刺组及非穴对照各5例袁以
18F-FDG为标记物袁 采用PET/CT检测针刺对葡萄糖
代谢的影响遥 针刺前尧针刺即刻尧针刺8周后袁所有受
试者均接受3次PET/CT检测袁观察针刺即刻效应与累
积效应遥

结果院 和正常老年人相比袁VD患者患侧丘脑和
尾状核葡萄糖代谢减低较为明显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遥 正常老年人脑葡萄糖代谢分布均匀对称曰VD患
者的葡萄糖代谢分布不对称袁 部分区域呈现放射性
分布缺损袁低代谢分布与受损血管部位一致遥 VD针
刺组针刺即刻双侧额叶尧 丘脑袁 健侧颞叶葡萄糖代
谢袁较针刺前明显增强遥 VD非穴组针刺即刻患侧扣
带回葡萄糖代谢较针刺前减低袁差异显著曰其它各认
知相关脑区葡萄糖代谢无明显变化遥 正常人针刺组
扣带回较针刺前显著减低袁 正常非穴组针刺前后无
明显差异遥 VD穴位组针刺累积效应院 双侧额叶尧丘
脑尧尾状核曰健侧颞叶尧海马尧扣带回葡萄糖代谢较针
刺前明显增强袁差异显著遥 VD非穴组针刺累积效应院
患侧额叶尧 颞叶葡萄糖代谢减低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遥 正常人穴位组针刺累积效应院额叶尧海马葡萄糖
代谢较针刺前明显增强遥 正常非穴组针刺累积效应院
正常非穴组针刺8周后袁较针刺前各感兴趣区葡萄糖
代谢变化无显著性差异遥 对于VD患者袁无论是针刺
即刻效应还是累积效应皆表现出腧穴特异性袁 而正
常人未观察到腧穴特异性表现遥

同时观察针刺对这些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院针
刺穴位治疗8周后袁VD穴位组MMSE得分较针刺前明
显增高袁非穴未见此作用袁其余各组针刺前后无明显
差异袁说明VD针刺效应具有腧穴特异性袁正常人无
此特点遥

基础研究院
针刺延寿作用研究院以快速老化的SAMP10和同

源正常对照SAMR1为研究对象袁 观察其寿命其三焦
针法的影响袁发现三焦针法能有效延长SAMP10的平
均寿命和最大寿命袁但两组食量无显著性差异尧针刺
亦无明显的调节作用袁 说明针刺的延寿作用不是通
过使其限食实现的遥

应用水迷宫测试评价动物神经行为学袁 结果表
明SAMP8及SAMP10的学习记忆能力皆出现明显障
碍袁三焦针法具显著改善作用袁具有腧穴特异性遥

针刺对痴呆鼠神经病理学的实验研究院
海马CA1和CA3神经细胞层数尧细胞形态尧大小尧

数量及排列袁P8明显异常曰更重要的是CA1区的轴突
亦明显损伤曰皮层神经细胞疏少袁着色潜袁形态异常曰

而针刺对上述海马和皮层的异常具有明显的改善作
用遥

抗氧化应激损伤研究院针刺可使SAMP10脑组织
SOD尧CAT和GSH-Px的活性提高袁MDA含量降低袁自
由基代谢产物减少袁从而起到抵抗和减轻氧化损伤尧
进而延缓脑老化的作用遥 这种抗氧化功能具有一定
的腧穴相关特异性遥

神经递质研究院针刺渊或加中药冤可上调SAMP8
脑内过低的乙酰胆碱含量袁 下调SAMP8脑内天冬氨
酸尧天冬酰胺及谷氨酸含量遥

基因组学研究表明袁伴老化和痴呆袁基因表达以
下调为主曰可分为12类不同的功能群袁涉及应激反应
蛋白尧DNA 合成尧重组尧修复相关基因尧神经营养因
子及受体尧凋亡相关基因尧突触相关蛋白尧细胞信号
传导相关基因尧细胞骨架蛋白尧转录调节因子尧周期
蛋白等等遥 针刺可良性调节基因表达袁具有多途径尧
多层次尧多靶点的整体调整的特点遥

蛋白质组学研究表明袁伴衰老袁56个蛋白发生异
常表达袁 而针刺对部分功能蛋白具有良好的调节作
用袁并具有腧穴特异性袁这些蛋白涉及细胞骨架尧能
量代谢尧细胞周期尧信号转导等相关功能遥

中药研究院以血管性痴呆患者为研究对象袁以具
调理三焦之功的中药制剂野黄地散冶口服袁并以西药
喜得镇为对照袁 以简易智能状态检查量表渊MMSE冤尧
长谷川痴呆量表修订版渊HDS-R冤尧日常生活能力量
表渊ADL冤等为指标袁观察治疗VD的临床疗效遥 结果院
治疗12周后袁野黄地散冶 可显著改善病人的学习记忆
能力袁其疗效优于喜得镇曰治疗12周后袁野黄地散冶可
显著改善病人的日常生活能力袁其疗效优于喜得镇遥

基础研究
渊野黄地散冶延寿作用的研究冤院以快速老化小鼠

SAMP10为研究对象袁 以食品和西药安理申为对照袁
观察中药对寿命的影响遥 结果表明袁黄地散可显著延
长SAMP10鼠的寿命袁与西药安理申及食品对照相比
具有显著性差异遥 同时改善并恢复尧增强生殖能力遥
Morris水迷宫测试结果则表明袁在延寿的同时袁野黄地
散冶 可显著改善快速老化痴呆鼠学习记忆能力研究
病理学实验研究表明袁 针刺可明显改善神经元的可
塑性袁包括形态结构和功能袁增加神经元数量袁促进
脑细胞增殖袁抑制神经胶质细胞的增殖袁维持神经元
和神经胶质细胞的平衡曰 同时良性调节衰老相关基
因和蛋白的表达袁减少氧化损伤袁良性调节乙酰胆碱
等神经递质的含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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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 前言
人體架構的基礎在於脊椎袁 它是用來維持穩定

身體袁調整與地心平衡袁骨架構的基礎袁建立在水平
時袁身體健康可保持耐久性袁和使用年限遥 骨架構基
礎若有稍微挫位傾斜袁 都會造成身體和生理上很大
的影響袁如神經被壓迫袁供輸營養管道變窄小袁若時
間上持續太長袁身體就會發生營養供需的不協調袁繼
而產生諸多的慢性病症狀遥
二尧 簡述概念及症候
脊椎挫位院C1~C7椎

脊椎的挫位可能會造成影響袁使身體不適袁如院
頭痛尧頭暈尧偏頭痛尧高血壓尧低血壓尧斜視尧三叉神經
痛尧情緒失調尧鼻子過敏尧氣喘尧呼吸困難尧癲癇尧失
眠尧頸部僵硬尧手麻尧磨牙等遥
胸椎挫位院

胸椎挫位的影響袁T1~T4胸椎會影響心肺功能袁
再呼吸時胸椎會痛曰T5~T8胸椎會影響肝尧胃功能袁在
呼吸與吐氣時袁胸椎都會痛曰T9~T12胸椎會影響消化
系統和代謝系統渊大腸尧膀胱冤袁在吐氣時胸椎會不
適遥
三尧 治療方法如下
頸椎挫位院

先讓患者訴說不適症狀袁了解原因袁觀察X光片
和分析椎體偏位置與角度是否吻合袁 在用按摩鬆筋
手法操作之後袁再調整挫位使之復位遥
胸椎挫位院

須聽患者訴說症狀袁在哪邊椎體不適袁讓患者自
己指出痛點處袁再觀察X光片及分析椎體位置尧角度
及症狀是否符合袁在做按摩鬆筋袁調整復位遥
四尧 病例
病例渊一冤

筆者的先生袁在一次的不小心中袁從高處跌落袁
雖然沒有直接撞到頭頸袁但這一摔袁摔出了大問題遥
起先知道腳痛袁醫生檢查結果告知腳跟骨破裂袁需要
開刀治療和復健袁但是經過一個半月後袁某天袁傷患
突然暈倒袁送醫急救後袁腦波檢查袁醫生告知患者腦
部不停放電袁對患者很不利袁當天就發作了三次遥 經
醫生檢查判斷袁斷定疑似中風又類似癲癇袁需要看內
神經科長期吃藥遥

雖然長期服用藥物袁但其他症狀依然很多袁如經

常頭痛尧頭暈尧打噴嚏尧流鼻水尧腸胃不舒服等症狀遥
這些症狀一直持續袁無法改善遥 後來改變醫療方向袁
往中醫去求診袁遇見一位整療師袁他告知患者袁為何
有這些症狀且為什麼一直無法根治袁 原來是因為患
者從高處摔下時袁頸椎尧胸椎和腰椎有挫位袁因壓迫
其神經而造成身體病變遥 而後因用挫位復位術調整
後袁現在已經完全恢復健康袁也不必在服藥袁現今也
過了七年多袁 不曾有過如中風尧 癲癇之類之症狀發
生遥
病例渊二冤年齡13歲

一位國小六年級的小男生袁從小就是藥罐子袁常
常三天兩頭就得到小兒科就診袁 媽媽總是以小朋友
感冒為理由去醫治其病袁小孩鼻子有過敏袁很常喊說
呼吸不順袁吸不太到空氣袁所以經常需要鼻子擴張劑
來幫助吸取空氣遥 從小袁孩子的母親不停的找醫生來
醫治小男孩袁 直到小男孩升到六年級都還只能治標
不治本遥 經筆者調整挫位之後袁小男孩立刻發現袁可
以順利呼吸到空氣了袁 他說他已經很久沒有這麼呼
吸順暢袁他很高興袁感覺太神奇了浴 小男生詢問袁以後
骨頭會不會在挫位遥 其實如果平時坐姿不正的話袁挫
位的情形一定會再發生袁 我這樣回答他遥 經這次檢
查袁經調整後袁目前已經復原袁再次見他時袁他已經是
國中生了袁而身體已無不適或有在吃藥的情形了遥
病例渊三冤大學四年級青少年

筆者在一次和朋友泡茶閒聊中提到袁 骨架正對
身體健康是多麼重要的事袁 若是骨架挫位而壓迫到
神經袁恐會導致其病變或引起一些慢性病噎等袁讓人
料想不到的狀況袁若沒有調整歸位袁胸椎壓迫到心臟
神經袁也有可能會引起心絞痛尧心悸等症狀遥 朋友聽
到後嚇一跳袁 告知筆者自己的孩子有鼻子過敏之症
狀袁當筆者檢查青少年時袁發現他不只頸椎挫位袁胸
椎也有嚴重多節挫位袁詢問之下袁的確有心悸的問題
發生袁且發作時會手抖不停遥 經調整後袁再次拜訪時袁
了解那天後孩子鼻子連續打了三天噴嚏袁 之後就不
曾在打過袁手抖的情況也消失遥
病例渊四冤大學二年級少女

少女小時候常因鼻子過敏尧 打噴嚏尧 流鼻水所
擾袁嚴重時還需使用鼻子噴劑袁到中醫門診時袁診所
之推拿師告知袁少女胸椎有挫位袁如果不快醫治袁未
來恐會有心臟病發生袁 可惜推拿師當下沒有法幫忙

談頸椎尧胸椎挫位

連來春渊台灣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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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位袁日子一天天過去袁少女在高中時袁常因為胸痛袁
心臟不舒服而請假休息袁看了醫生吃了藥袁都不見起
色遥 少女母親帶去的大醫院檢查袁卻檢查不出原因袁
對於胸痛始終束手無策袁直到遇到筆者袁了解和檢查
後袁發現少女頸椎挫位袁胸椎也挫位袁經筆者調整復
位後袁鼻子過敏症狀減緩袁胸痛也改善了遥
病例渊五冤磨牙

一位年約五十歲的先生和他的太太上門袁 太太
訴說著先生有磨牙的習慣袁晚上常常嘎嘎作響袁先生
本人雖無太大影響袁可是太太卻常常在半夜被吵醒袁
久久不能入眠遥 筆者聽完訴說後袁檢查了頸椎袁發現
頸椎輕微挫位袁調整後袁再次拜訪時袁了解在那天後袁
磨牙狀況漸漸消失袁 先生目前已經沒有在半夜磨牙

了遥
五尧結論

我們人體的骨頭很奧妙袁緊緊的連結在一起袁除
非受到外力強大的撞擊或長期不良姿勢影響袁 才有
可能會發生挫位袁若是哪節骨頭挫位袁雖然已復位袁
但是身體太虛或姿勢再度不良時袁 則又很容易在挫
位過的地方再度挫位袁或許有人認為那樣調整無效袁
似乎聽起來有理袁但是實際上若是置之不理袁不讓挫
位復位袁挫位骨頭長期壓迫神經袁影響到輸送營養通
道袁就有極大可能會引起許多慢性病袁所以骨頭挫位
時不要忍耐酸痛袁而延誤黃金恢復時期袁要趕快就醫
治遥

叶養氣湯方曳摩崖石刻袁位于廣西桂林南溪山劉
仙岩袁該崖刻高0.5米袁寬0.65米袁字徑0.035米袁小字
0.01米袁楷書豎排袁共16行遥 年深月久袁風雨剝蝕袁個
別字迹斑駁模糊難於辨清袁 石刻最後署名是晉江呂
渭遥

石刻內容爲院野按廣南攝生論載養氣湯方院阴附
子袁圓實者去盡黑皮微炒稱四兩袁甘草阴秤壹兩曰阴
阴黃袁湯洗浸壹宿用水淘去灰以盅爲度焙干秤貳兩遥
右三味同搗羅成細末袁每服壹大錢入鹽點袁空心服遥
皇祐至和間袁劉君錫以事竄岺南袁至桂州遇劉仲遠先
生口授此方袁仲遠是時已百餘歲袁君錫服此湯袁關問
岺表數年袁竟免嵐瘴之患遥後還襄陽袁壽至九旬遥嘗雲
聞之仲遠曰袁凌晨盥櫛訖袁未得議飲食袁且先服此湯袁
可保一日無事袁旦旦如此即終身無阴病矣遥 宣和四年
上巳日袁 朝請郞提舉廣南西路常平等事尧 晉江呂渭

記遥 冶據我所知袁現存世的中醫藥摩崖石刻除此之外袁
還有山西大同袁河南龍門尧甘肅莫高窟袁麥積山石窟
等遥

叶廣南攝生論曳原書尙未見到袁徵諸宋人筆記袁缺
字應爲野香冶與野姜冶叶志雅堂雜抄曳卷八記載袁香附子
四兩袁去黑皮微炒袁片子薑黃湯浸一宿袁洗凈一兩袁甘
草一兩袁各炒細末袁入鹽點袁避嵐瘴之氣袁極妙遥 叶是齋
百一方曳將載時改名爲野不老湯冶遥 叶廣南攝生論曳即
叶廣南四時攝生論曳野養氣湯方冶應是此方佚方遥 但亦
有人認爲缺字爲野生冶與野大冶者遥

呂渭袁在石刻中自報家門爲晉江籍遥 幾年前袁余
曾請敎過已故的地方史專家陳泗東和傅金星先生及
中醫藥專家趙正山老敎授袁對其晉江籍沒有異議遥 但
晉江何方人氏尙不知袁查閲歷代編纂的叶泉州府志曳尧
叶晉江縣誌曳尧叶呂氏族譜曳均未見其傳略袁呂渭可能不
是專職郞中袁對醫藥有興趣袁懷惻穩濟世之心而傳揚
劉眞人方袁呂之身份已點明野提舉廣南西路平等事冶遥
去歲袁余參加第四屆世界呂氏族人懇親會時袁據族賢
呂榮哲先生介紹袁 唐末至清乾隆間袁 泉南呂氏有兩
派袁一派爲呂競茂後裔袁一派爲呂蒙正後裔袁是南宋
時徙居晉江的袁宋代出過位著名政治改革家呂惠卿袁
力挺名相王安石變法袁 生於晉江開建鄉修仁里西垵
村袁一生歷事五朝袁爲官三十八任袁生有七子袁名爲
淵尧汴尧游尧濰尧淮尧河尧漢遥 兩宋期間袁惠卿一家野族大
家肥尧舄奕蟬聯尧孫之曾勝尧衣冠者數十人冶袁而呂渭
推崇劉眞人袁宣揚老莊學説袁與惠卿之家學吻合遥 宣
和是北宋徵宗趙佶年號渊1101-1125年冤四年系公元

宋代晉江呂渭養氣湯方摩崖石刻考

洪榮銓 福建晉江市中醫藥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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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年袁在呂氏族譜中來見過呂渭此名遥
石刻中提到二位劉氏人物袁即劉君錫和劉仲遠袁

劉君錫生平不詳袁仲遠口授君錫方藥袁時在皇佑至和
間渊公元1049-1055年冤即宋仁宗趙禎年間遥據清康煕
住山道人張本眞叶劉眞人傳迹曳載院劉仲遠羽化時在
元豐八年渊公元1085年冤壽年118歲遥 以此推算袁呂氏
是在劉仲遠羽化35年後才刻叶養氣湯方曳的袁呂渭可
能未見過劉仲遠其人遥

呂渭石刻中載院野皇祐至和間劉君錫以事竄岑南
至桂州遇劉仲遠先生口授此方仲遠是時已百餘歲遥 冶
渊桂州即臨桂尧唐宋爲桂管徑略使廣南西路治所冤野皇
祐至和間噎噎已百餘歲遥 冶此話不確袁劉羽化時在元
豐八年遥 劉在皇祐至和間的實際年齡應是82耀88歲袁
怎可能言至野已百餘歲冶呢钥

劉仲遠渊即劉眞人冤袁初爲屠次爲商袁後學道袁劉
的醫技不凡袁野有疾病吿者施以藥隨愈遥 冶劉入道後袁
深諳道祖之學遥 能野瞑目誦莊老周易冶遥 在道學中袁都
曾提得野按摩與導引冶袁道家追求長生袁其修煉分爲內
丹尧外丹袁主要是煉精氣神三寶袁所謂三千功袁八百
果遥天長日久而收到長生之效遥宋代的野按摩導引冶療
法袁在民間是廣泛應用的袁宋政和年間渊公元1111耀
1117年冤編纂的醫學巨著叶聖濟總録曳中還曾提到野轉
肋舒足袁捏目四皆袁摩手浴目袁拭摩神庭冶等等按摩導
引功法袁這都是具有養生保健作用的遥 雖然叶養氣湯
方曳在當時有野數年競免嵐瘴之患冶野保一日無事冶野旦
旦如此即終身無疾病冶之效驗遥 但此説有些野玄神冶袁
劉眞人身爲道家遥 其長壽之秘袁除服叶養氣湯方曳外袁
可能與道家的煉功有關袁這僅是揆度推測袁不能簡單
草率地對方藥下肯定或否定之結論遥

養氣湯方摩崖石刻袁是889年前宋代呂江人呂渭
在西南邊陲關心民間疾苦袁施仁行善袁進行醫事活動
的實物見證袁是硏究晉江中醫藥史的珍貴文物遥

咱附記暂院1988年筆者參加地方史志修篡袁到過廣
西袁承蒙桂林市衛生局尧中醫院尧文史館尧圖書館等單
位領導和朋友的關照袁 派人派車陪同到呂氏石刻實
地考察 袁並提供材料袁特此誌謝遥

附録院桂林劉眞人專迹
仙翁姓劉名景字仲遠桂林人也初尙氣節初爲屠

次爲商常販私鉛遇方士與劉的諭以法禁之嚴翁吿以
貧而不能矣方士大笑取所荷鉛一塊藥之即爲銀以授
之達旦失方士所在於是大悟乃習醫卜遍歷名山至京
師館于賈承丞相昌朝家二十年好奕飲或終日不食冬
夏一裘瞑目誦莊老周易皇祐間還鄉容色不衰父老異
之知其得道者也乃棲于所居南溪山之陽石室中妻奴
時欲省之至山下輒見毒蛇猛獸不得進公性嗜酒每出
市人爭見之欣然應接樵歌而歸或有問者即指眞心眞
心即可學也人以憂虞求者無不應驗有疾病吿者施以
藥隨愈遠近皆愛敬之公自號大空子人點化之術即笑
而不答天合張平叔眞人贈以長歌叙以神仙造化之紗
公警悟即與平叔施眉吾從遊人莫知其契也元豐八年
九月吿其子曰此形不可恃吾亡日當以火化一夕無恙
而逝其子依遺言將舉火發棺視之憔存布袍縧履而巳
後百餘日廉州合浦還珠驛密授東山道遙子金玄秘要
訣並至家書于桂林知公屍解化矣壽年一百一十八歲
後游山士夫惟見張眞人歌而劉仙翁歌訣今獲此恐久
而濛沒余遂勒以石存仙迹是垂不朽雲康煕歲在庚辰
蒲月吉旦佳山道人張本眞重刻

辛卯仲秋

壹尧前言
現代有些人表面上看起來很健康袁 但老是覺得

身體不舒服袁 到醫院做身體全身健康檢查也檢查不
出所以然來袁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钥 現代人身處在科技
發達尧生活富裕的今天袁平均壽命延長袁每天快快樂
樂的過日子袁照理說應該個個都是健康的人才對袁實
際上則不然袁表面上快樂的並不代表身體一定健康遥
貳尧造成現代人類疾病的生命鎖鏈

現在不僅中老年者身體嚴重老化袁 連小孩子也
頗受衝擊遥 現代的小學生也可能罹患高血壓尧動脈硬
化尧糖病尧心臟病尧癌症等成人病遥

根據台灣衛生署於88年11月22日公佈國內最新
罹患癌症的統計資料顯示袁國人一年平均有源萬圆800
人罹患癌症袁就時間的頻率來說袁平均每12分15秒就
有一人罹患癌症遥

根據曾獲頒諾貝爾醫學獎尧 生理學獎的澳洲免
疫學者法蘭克巴尼特等人的研究發現袁 人體在一天
內會產生3000個癌細胞袁 而正常人體內大約有60兆
個細胞袁在一天內會製造出10的12次方尧1000億個細
胞袁 其中就有3000至6000個是癌細胞袁 亦即在人體
內袁瞬間就會產生癌細胞遥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钥

人類不是到二十歲才算成人嗎钥 在漫長的二十

人類健康學研究要要要現代人的健康警訊討論

中華傳統整復推拿師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 溫杰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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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長歲月裏袁 細胞由最初一個受精卵分裂成六十
兆個細胞遥

過了二十歲袁生產細胞的核酸開始不足袁於是細
胞的腋品質夜開始低落袁這也就是老化的開始遥 小學生
應該是核酸含量豐富袁細胞不斷分裂的時期袁為何會
出現老化的現象呢钥 為什麼小孩的健康細胞會遭到
破壞钥 身體細胞變得像老人一樣钥

這就是過酸化脂質造成的現象遥 我們成人的身
體約由六十兆個細胞組合而成袁 並且有細胞膜保護
細胞遥 細胞膜的主要成份是營養素不飽和脂肪酸袁營
養素酸化後即成為過酸化脂質遥 換言之袁過酸化脂質
和細胞膜一旦出問題袁 細胞全體的正常活動便遭到
破壞遥 過酸化脂質是細胞老化的元兇袁在細胞分裂的
過程當中不僅會破壞正常細胞還會傷害到細胞膜遥

醫學窑哈曼博士曾指摘出院腋過酸化脂質是細胞
提早老化的主因袁也是一切疾病的根源遥 夜傷害細胞
即促使免疫機能的戰士白血球細胞提早老化袁 於是
身體不再有抵抗力袁人們就開始生病了遥 造成人體過
酸化脂質及免疫抵抗力衰弱的主要原因院

日常生活飲食攝取不均衡造成人體所需營養素
供應不足院任何一種營養素袁都有其最低需要量袁整
體的生命鎖鏈就會變弱袁 生命活力也會隨之降低遥
渊人體內有四十多種不可或缺的營養物質袁而這四十
多種營養素袁包括八種必需胺基酸渊蛋白質的構成要
素冤及近二十種的維他命及礦物質遥 冤

現代人飲食攝取不均衡的缺點院
1.動物性食品渊尤其肉類及奶油類冤攝取過剩袁是

造成人體過酸化脂質的主因遥
2.穀類尧蔬菜尧水果等植物性食品攝取汪足袁造成

人體所需維他命尧礦物質和纖維營養素攝取不均衡遥
3.食品加工精製過度袁造成人體所需營養素常期

缺乏袁現代食品加工三白院白砂糖尧白麵包及白米遥
4.攝取過多摻加食品添加劑尧人工色素尧防腐劑

等的人體有害食物袁會破壞人體所需的維他命遥
5.服用過多人工萃取化學合成藥物袁在藥物醫學

構成現代醫學主體的時代中袁藥物將會越來越多袁藥
害日益嚴重袁身體也會越來越差遥

6.偏食尧食物攝取不均衡袁三餐不定食尧吃宵夜袁
造成體內致癌毒素滋生遥

據美國國钥 癌症研究所渊NCI冤報告袁常服用阿斯
匹靈藥物袁使百分之七十的用藥者產生胃出血現象袁
還很容易導致可怕的癌症遥 無論如何袁苯巴比妥安等
催眠尧鎮靜藥劑袁在動物實驗中會引起動物的肝臟肥
大袁而且袁肝臟肥大會導致體內荷爾蒙內分泌失去平
衡袁並影響性能力遥 同樣地袁安神藥物Trauguilizer和
被使用為安眠藥的Benzodiazepine系統的Triazolam
等袁都由實驗得知袁長期服用足以破壞人體五臟六腑

與性能力遥
由於現代人工合成藥物本來的型態是屬於身體

的外物袁所以身體為了和藥物戰鬥袁必然會消耗掉體
內的維他命或礦物質等重要的營養素袁 這即表示藥
物會破壞體內重要營養素遥

根據美國醫學研究調查袁 現代醫學普通使用的
藥物袁會如下列表格一所示般袁妨礙許多營養物質的
吸收袁並對人體內五臟六腑造成副作用的危害遥
參尧基因食品對健康並無幫助

各種號稱補充核酸的野基因食品冶成了21世紀人
們送禮的新寵遥 這些"基因食品寓以保健品的面貌上
市袁號稱能及時修復受損基因袁迅速消除疾病袁因而
價格不菲遥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袁 對此中國 野人類基因組計
劃冶重大項目秘書長楊煥明教授指出袁人體不需要額
外補充核酸袁 所謂的基因食品寓 對人體健康並無幫
助遥 同時袁對有人利用他的名義宣傳核酸食品的保健
療效表示憤慨袁 他已經以不公開的方式對某些公司
提出抗議遥 楊煥明說袁許多人是看到廣告上權威科學
家對核酸食品的肯定後才購買的袁實際上袁他們受到
了誤導遥

楊煥明表示袁基因與健康的密切關系毋庸置疑遥
他在很多場合說過袁野人類所有的疾病都直接或間接
與基因受損有關冶袁而且一些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有類
似的表述遥 但是無論是諾貝爾獎獲得者還是他本人袁
都沒有說過吃下基因就會祛除疾病和延年益壽遥
脫氧核糖核酸渊DNA冤和核糖核酸渊RNA冤對生命重
要袁但直接服用核酸對于改善健康並沒有用處遥

據報道袁專家指出袁正常人並不存在核酸缺乏的
問題袁人每天都會從飲食中攝取大量的核酸袁但它們
並不是人體必須的營養物質遥 目前的科學研究也沒
有發現袁服用外源的核酸對人體健康有什麽幫助遥 而
且袁 有關老年人利用核酸合成基因的能力降低的說
法也是不成立的遥 所謂的核酸食品在營養價值上和
米粉沒有太大的差別遥 如果為了補充營養袁他建議人
們平衡膳食袁選擇自己喜愛的食物袁沒有必要購買高
價的所謂野營養品冶遥
肆尧天然活氧氣攝取不足

我們的身體是由無數個細胞組合而成袁 而細胞
卻是靠人體所吸收的營養素及大自然新鮮活氧氣製
造出來的袁 如果活氧氣攝取不足就阻撓了免疫細胞
的生產袁免疫細胞生產供應不足袁人體免疫抵抗力就
會低弱袁身體就會經常呈現疲勞倦怠無力袁容易感冒
生病袁 長期下來因身體虛弱無法抵抗外來病毒的侵
入袁很容易產生疾病得到癌症遥
造成活氧氣不足的原因有二種院
1尧 地球森林樹木大量被人類砍伐袁而世界人口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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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增加渊全球人口數已超過60億人冤袁再加上現代
工業尧汽車廢氣二氧化碳大量排放袁造成大氣臭氣層
破壞袁大環境空氣活氧量嚴重不足渊尤以大都市居民
受害更為嚴重冤遥
2尧 現代人長期居住在通風不良的大都市裏袁而且缺
乏戶外運動袁日常夜生活增加晝伏夜出袁睡眠晨昏陰
陽顛倒袁天然活氧攝取嚴重不足袁身體免疫細胞生產
不足袁抵抗力低弱自然百病叢生遥 渊以下將陸續為大
家介紹袁 如何利用中國人的新氣功去吸取大自然的
活氧營養素袁增強身體免疫系統袁不但能治病強身袁
而且能克制癌症袁因為癌細胞是懼怕天然活氧的遥 冤
伍尧現代科技產物所造成的人體危害院

現代科技產物危害人體有電視尧電腦尧微波爐的
輻射線照射袁電話尧手機大哥大電磁波照射袁醫院身
體斷層掃瞄檢查X光照射袁 核能幅射高壓電磁場影
響袁冷氣機尧汽機車排放廢氣所產生的都市叢林溫室
效應袁飛機尧火車尧汽車尧音響擴音器所造成的噪音袁
塑膠保麗龍釋出有毒的有害物質袁 電冰箱所製造出
的寒涼冰品袁危害體質等袁如果人體長期暴露在此輻
射線尧電磁波尧高壓磁場等惡劣環境中袁就會將人體
原有缘豫的致癌因數提升到怨缘豫袁而更會造成頭痛袁頭
暈袁嘔吐袁眼睛灼熱袁皮膚疹袁身體虛弱袁關節疼痛袁肌
肉疼痛袁耳鳴袁麻痺袁臉腫脹袁疲勞袁下腹收縮痛袁心律
不整袁心臟跳動不規則袁呼吸困難等症狀袁另外更嚴
重可能會引起癌症袁中風袁神經病袁不孕症袁老年癡呆
症袁沮喪袁慌張袁精神集中袁神經衰弱袁平衡感失調袁抽
筋袁記憶力減退袁淺眠等症狀遥

免疫力降低身體容易生病而導致癌症遥 我們的
身體每天都被無數個癌細胞包圍著遥 生活上的致癌
食品與環境污染等惡劣條件真是不勝其數袁例如院燒
烤焦的魚肉尧人工色素尧蔬果農藥殘留物尧含防腐劑
的食物尧火腿尧臘腸尧醬油尧空氣污染袁甚至飲用自來
水內也含有致癌物質袁綜合起來袁我們似乎沒有一樣
東西是可以吃的遥 照理產每天吃這麼多的致癌食品
應該會導致癌症袁但事實上沒罹患癌症的人多的是袁
這就是腋身體免疫力夜的功效遥

身體免疫機能若能正常運作袁 即使致癌細胞進
入體內也不會輕易地變成癌細胞袁 因為免疫機能的
戰士可以殲滅毒菌強敵遥 前任美國紐約癌症中心所
長要卡馬斯博士很早就提過免疫細胞可以監視抑制
癌細胞的滋長袁只要鞏固體內的免疫細胞袁人就不會
輕易的生病遥 免疫機能對身體健康是很重要的一環遥
我們會不會生病完全視免疫機能健全的情形來決
定袁當腋監視夜細胞發現情況有異時袁身體也會跟著不
舒服遥 也就是說營養素不均或新鮮活氧吸收不足袁都
是身體腋不健康夜的原因遥

換言之袁 我們每天的飲食與運動活氧吸收都與

免疫力渊抵抗力冤的強弱有密切的關係遥 免疫力與營
養度跟活氧度成對比袁對現代人而言袁這並不是一件
令人驚訝的事實遥 根據醫學研究袁人體每秒鐘約可產
生二十萬個新免疫細胞和千個新抗體袁 要使這麼多
個細胞正常活動當然要有充沛的精力袁 而營養與活
氧就是精力的來源袁所以要飲食均衡與戶外運動遥 不
攝取足夠均衡的食物或不做戶外運動吸取大自然活
氧就無法造出強而有力的免疫細胞遥
陸尧 現代社會中同伴動物對於人類健康與幸福的重
要性

1990年世界各國相關團體正式組成了 腋人與動
物互動關係組織夜渊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Hunam-
Animal Interaction Organizations 簡稱 IAHAIO冤袁以
致力於耶促進人們瞭解與尊重人與動物的互動關係爷
為宗旨遥 這個組織在二十一年前即開始注意到人與
動物間的和諧互動袁 對人類尧 動物和環境有莫大益
處遥 隨著時間的腳步袁越來越多證據顯示袁地球上雖
有不同的文化尧社群和不同的物種種類袁而人與動物
的關係袁 卻深深影響著人類的健康尧 環境與生活品
質遥 關懷生命協會希望帶動國內各界對腋人與動物互
動關係夜議題的討論與重視遥

今年講座邀請到瑞士動物行為與動物心理學者
Dr.Sc.Dennis C.Turner袁他所領導的兩個組織袁配合著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渊WHO冤與聯合國糧食暨農業組
織渊FAO冤的獸醫公共衛生計畫袁致力於推動有關人尧
動物與環境間之互動關係的教育工作遥

阅r. 阅ennis 栽urner專業於動物行為與心理學曰其
在人類健康與醫學上的應用袁 更受到聯合國世界衛
生組織渊WHO冤袁及糧食與農業組織渊FAO冤的重視遥主
要是談人類與動物的互動袁 對於人類健康的幫助有
哪些是已獲得證實遥 另外袁尚有負責任的寵物飼養袁
此問題對於有飼養野生動物和流浪動物的國家及都
市來說袁尤其重要遥栽urner教授特別指出院我們對於同
伴動物在人類生活裡所扮演的角色已較為瞭解袁可
是若我們想繼續從人與動物的緊密關係中受益袁就
還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袁特別是負責任的寵物飼養遥
因 人類和犬貓關係的簡史

人類與動物共同生活可追溯到一萬年前袁 狼是
第一種被人類馴養的動物袁 一般學理認為人類之所
以選擇狼的主要理由有四院

一尧作為食物來源渊但有更多專家推翻此說法袁
認為不太可能袁 因為當時飼養肉食動物作為食物來
源並不經濟冤曰

二尧作為警衛渊亦被認為不太可能袁因為狼絕少
吠叫袁 而狗吠叫是經由人類幾千年來的刻意培育與
訓練冤曰

三尧早期人類狩獵的助手渊較有可能袁也是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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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受的說法冤曰
四尧最新理論是要為了作伴袁由原先的共生漸漸

發展出持久的夥伴關係袁雙方越來越互相依賴遥
人與貓的關係雖僅四千餘年袁 其性質也與人犬

關係不同袁但在西方社會中袁並不比人犬關係遜色遥
因 同伴動物在應用上的演變

幾千年來袁人與犬尧貓關係皆有改變袁起初利用
牠們的狩獵能力袁後來則發展出新的用途遥 今日我們
認為袁人類對其他動物產生社會感情的能力袁與培育
照顧其他物種的能力袁 在最早馴養狗的過程裡也發
生過作用遥 在現代社會中袁人與寵物的社會關係越見
重要袁 可由西方社會中約有50%的家庭至少飼養一
隻同伴動物中看出遥
因 關於人們對犬尧貓的幾點質疑院
一尧是身份的象徵钥

對某些個人來說也許是的袁 在國際犬或貓展中
見到冠軍種的天價袁我們的確有此感受及印象遥 但別
忘了袁絕大多數的寵物皆不是純種袁就算是袁多數都
僅被當作同伴飼養袁從未上場展覽過遥
二尧是自然的代替品钥

諾貝爾得主勞倫茲曾說院人類愈都市化袁離開自
然愈遠袁寵物在人類生活裡的重要性也愈增加遥

養隻貓尧狗尧鸚鵡尧或魚袁當然也就給自己的空間
帶來些許自然袁 這些小動物會加強人類與自然的接
觸遥 研究顯示袁尤其是犬貓的飼主袁對於自然以及環
保議題有較強的意識袁 對於野生動物物種和生態概
念袁也比不養寵物的人所知更多遥 此時反對者或許會
反唇相譏院 那麼飼主對於自然與其他人類應更為尊
重要的確袁在西方這對大多數飼主而言是事實袁但仍
有例外袁這也是我們在談負責任的動物飼養時袁必須
要加強教育的一點遥
三尧是人際關係的代替品钥

在西方社會中袁有許多飼主寧可與動物互動袁而
不願與人類交往遥 但事實上袁在科學控制下進行的研
究顯示袁動物促進人類之間的接觸遥 維也納大學心理
系的古特曼教授做了許多研究院 家中有飼養同伴動
物的兒童袁在了解他人非語的溝通訊號時袁比起社經
背景相同但家中未養動物的兒童要高明許多遥 此外袁
他們也是其他同學選擇的玩伴和討論事務的夥伴袁
亦即他們在教室的社會結構裡適應較好遥
因 對人類健康與疾病治療上的幫助

人與動物關係的研究在25年前開始袁 先是根據
故事或經驗做為證據遥 過去10年間靠科學控制下的
研究收穫甚多袁截至目前為止袁發現並證實同伴動物
為社會互動所帶來的裨益袁遠超過科學家的的想像遥
1960年代後期與1970年代初期袁 美國心理學家和精
神科醫師袁如院Boris Levinson與Sam和Elizabeth Cor鄄

son提出了一些觀察院
1.在老人院尧老人病院尧精神病院裡袁若有動物在

場袁治療人員較容易與病人建立關係遥
2.退縮自閉和拒絕溝通的人會先與動物說話袁然

後是與照顧他們的人袁最後才跟其他人溝通遥 有一位
病人兩年來未和他人說過一個字袁 然而當他與院裡
新養的動物建立關係之後袁一切都為之改觀遥

以下是已獲科學家證明袁 有關同伴動物在人类
疾病治疗上的貢獻院
因 改善心臟病的癒後情況

1970年代後期袁Erika Friedman和同僚以纽約某
冠状動脈加護病房病人急診後袁 一年內存活的情況
作研究袁 結果發現院 飼養動物者可將存活率提高
2.5%袁即使將養狗者從樣本中去除渊因養狗者可能因
蹓狗而在過去一年內運動較多冤袁飼養動物的影響依
然可觀遥
因 脈搏與血壓的降低

一些研究人員注意到袁 人在對自己的狗或貓说
話袁或撫摸牠們之時袁臉部和聲音會有情緒舒緩的典
型變化遥 Katcher與Friedman證明袁撫摸動物確實會減
緩人們的脈搏尧降低血壓袁效果較朗读文章還大遥 後
来Mara Baun也證明袁如果人們與所撫摸的動物有感
情袁此種平靜效果會更大遥
因 減少身心不適的抱怨袁增加生活品質

四年前袁 James Serpell 作了十個月的研究院觀
察三組人一對照組無飼養任何寵物尧 另一組則分別
飼養狗和貓遥 最後 Serpell發現袁養狗者一直到十個
月結束袁養貓者在前六個月期間袁身體上的次要?適
均顯著減少曰而無飼養者在開始養狗之後袁生活品質
也同時改善袁且同樣持續了十個月遥
因 降低膽固醇袁減少就醫次数

三年前袁 澳洲貝克研究所的Warwick Anderson
發現院男性犬貓飼主比不養動物的人袁三酸甘油酯與
膽固醇的含量都較低袁 雖然七千位志願参加計畫者
的其他健康影響因数都一樣遥 因此袁 我們有理由推
斷要在現代社會中袁與動物互動時減輕壓力的效果袁
給人帶来心理與生理两方面的效益遥

該研究所的Gary Jennings 教授延續此調查袁在
1995年IAHAIO日內瓦會議上提出報告院寵物飼主因
為心臟病尧高血壓尧膽固醇尧及失眠問題而就診的次
数較少袁藥物治疗的情況也較低遥 比起非飼主袁養狗
的人看醫生的次数少8%袁養貓的人少12%遥
因 心理上的益處

晚近的一些研究指出袁 同伴動物對於減輕寂寞
和沮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袁 且已證實同伴動物可以
提高問題學童的自我評價袁在人們情緒緊張時袁發揮
緩衝的作用袁且有助於人們安排一天的時間袁如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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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餵食的時間到了要要要這對於獨居老人尤其重要遥
此外袁牠們令我們感到被需要袁而牠們也確實需要我
們院需要負責任的照料和棲身環境袁這會使我們活動
量增加袁從而改善我們自己的健康遥

向来富有盛名但趨於保守的美國國家衛生院甚
至斷言院

1.未来有關人类健康的研究袁應該將居處是否飼
養同伴動物袁 以及與該同伴動物的關係屬於何種性
質袁列為重要的變相遥

2.服人的證據業已提出袁並足以斷言院陪伴動物
對於某些人的健康有醫學的效益遥
柒尧二十一世紀人类健康憂患

人类已跨入二十一世紀袁我們將要迎接的是一個
機會與挑戰並存袁風險危機此起彼伏的時代遥 展望未
来袁我們的確來不得半點樂觀袁因為盡管我們在經濟
上尧技術上取得越來越多的成就和進步袁然而在生態
學上袁我們卻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失敗袁我們正面臨著
全球範圍的嚴重危機袁諸如土地沙漠化越來越嚴重袁
可以使用的淡水資源越來越匱乏袁空氣污染尧酸雨以
及食物中農藥殘留已經到達我們無法忍受的程度
等遥

僅就健康而言袁 我們將要遭遇的正是魯迅先生
形容的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窘境浴 據英國科學
家報告袁現代人類與自己的先輩們相比袁正呈現出體
質越來越虛弱的趨勢袁 尤其是以下四大憂患值得我
們高度警惕袁亟待找出有效措施擺脫其困擾遥
憂患一院

身體虛弱袁素質下降袁適應能力越來越差遥 這一
是因為現代人類通過科學技術使自己的生活條件大
大改善袁譬如冬有暖氣取暖袁夏有冷氣降溫袁出門遠
行有飛機尧汽車代步袁與此同時袁我們的鍛練機會卻
越來越少遥

我們因為食物過于豐富越來越多地陷入肥胖尧
動脈硬化和心腦血管病的陷阱曰我們稍有風吹草動尧
日曬雨淋偈會出現頭昏尧發燒尧鼻塞等等不適遥 一句
話袁我們的免疫力和抗病能力明顯減退遥

由於人類生活條件和醫療條件明顯改善袁 面臨
的自然選擇的壓力已經大大減輕袁 不可能再像野生
動物那樣靠自然選擇和適者生存的過程淘汰有害基
因袁那些攜帶有害突變基因尧體質虛弱的人也可以生
存和繁衍後代袁 使人類整個種族群體的有害基因積
累日漸增加袁體質日益衰弱遥
憂患二院

過分講究衛生袁 講究舒適袁 生活中過度自我保
護袁使機體接觸病原體的機會減少袁抵抗力下降遥 我
們都知道袁 外界環境中各種病原體是人體免疫系統
產生相應抗體的刺激源袁 正是因為需要對付生存環

境中各種致病微生物的襲擊袁 我們身體中的兩大免
疫系統渊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冤才進化到今天如此精
細尧如此複雜的程度遥

如果我們讓自己生活在一個過于清潔尧 一塵不
染尧細菌病毒幾乎不存在的野優越環境冶中袁的確可以
減少患病可能遥 但從另一角度看袁機體免疫抗病系統
卻會因為缺乏相應刺激而出現野用進廢退冶的情況袁
一旦你進入另外一個條件稍稍惡劣袁 病原微生物較
多的環境中袁你便會動輒患病袁弱不禁風遥 新聞媒體
曾經報道袁日本尧新加坡遊客在其他東南亞國家?遊
時特別好發腹瀉尧發燒和感冒袁這與他們平時的居住
工作環境過于清潔袁抗病能力下降不無關系遥
憂患三院

環境污染袁生態失衡袁已經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
繁衍遥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袁人類目前正面臨著比歷史
上任何時期所曾遇到的更具全球性和毀滅性的危
機遥

在許多地區袁由於人類的過度采礦尧過度砍伐袁
全球普遍存在水土流失尧 江河淤塞尧 洪澇與旱災頻
發尧土地沙漠化的現象曰由於工業污水和各種有毒廢
料亂排亂放袁由於各種殺蟲劑尧化肥和除草劑的大面
積噴灑袁許多昆蟲被殺死袁許多動物趨向滅絕袁大自
然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態平衡被破壞袁 生物多樣性不
斷縮小袁生物基因庫遭到重創曰通過食物鏈不斷積累
最終進入人體的各種毒素還毫留不情地毀壞了人體
衛護袁阻礙軀體藉以獲得能量的氧化過程袁妨礙各部
分器官正常功能的發揮袁 導致生理過程的致命惡變
噎噎目前人類基因畸形惡變的比率和速度都在不斷
擴增袁 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各種癌症發病率的急升
和人類精子數量的銳減尧 畸形比例增加及其活力的
明顯衰弱遥 如果聽任這種局面長此以往不斷惡化袁說
人類有一天將瀕臨種族滅絕尧徹底消亡並不為過遥
憂患四院

交通便捷袁 來往頻繁袁 使疾病擴散機會明顯增
大袁新的病原體不斷野脫穎而出冶遥 一方面袁由於人類
過分貪婪地向大自然索取袁無節制地生育繁衍袁大肆
砍伐原始森林袁食用各種野生動物袁一些原本只是存
在於動物身上的疾病得以傳播到人類並迅速擴散開
來遥

如艾滋病病毒原來只存在於非洲黑猩猩身上袁
並不致病袁但當人類進食猩猩肉後袁病毒便紮根於其
體內袁並引起艾滋玻其他第四級病毒如埃博拉尧拉沙
熱尧克裏來亞剛果出血熱的野誕生冶袁也與艾滋病大同
小異遥 另一方面袁環境破壞袁抗生素的濫用使得病原
微生物面臨的生存壓力增加袁 它們不得不通過改頭
換面基因突變適應這種變化以使自己生存下來袁與
此同時它們的毒力卻更強袁致病性更大袁且更難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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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浴
交通便捷袁來往頻繁袁使病原體從此地傳播到彼

地的機會更多袁速度更快袁由於彼處人群往往缺乏特
異免疫力袁它們傳播得也格外迅猛和容易遥 另外袁僅
近二十年來就有像軍團並各型肝炎尧第四級病毒尧大
腸桿菌O求157等三十餘種新疾病出現袁 對其中許多
新成員人類迄今為止尚無有效治療手段袁 這不能不
說是人類面臨的又一巨大威脅浴
捌尧 結論

顯然袁我們要想從以上憂患困境中解脫出來袁單
靠發展醫藥科技無濟於事遥 人類從現在起必須摒棄
輕視自然尧以征服者姿態對付自然的惡劣態度曰必須

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曰 必須心平氣和地與
其他生物和平相處曰必須改變目前過分奢華尧過於貪
婪的生活方式和享樂態度袁 痛下決心認真節制消費
和生育曰必須扭轉亂扔垃圾尧浪費資源尧只顧自己尧只
顧他人的自私做法袁 大家齊心合力攜手一致醫治地
球母親的累累傷痕遥

假如我們對於未來的危險依然無動於衷袁 假如
我們一心沈湎於自己的官能刺激和物質享受袁 假如
我們在設計未來計劃時仍然短視尧鼠目寸光袁那麽人
類步其他滅絕動物後塵的時候就真的已經為期不遠
了遥

大面積帶狀疱疹袁皮膚損傷面積大袁全身症狀反
應較重袁皮損處呈燒灼樣劇烈疼痛遥 疱疹多而且密集
融合成片袁疱疹內漿液混濁袁容易破潰袁疱疹周圍可
見侵潤性紅暈遥 個體可見高熱頭疼尧食慾不振尧精神
抑鬱尧神疲乏力尧煩躁尧胸肋脹痛袁合併腦炎尧心衰等遥
特別是老年體虛袁久病袁免疫力低下袁延誤治療或治
法不當袁治療不徹底而留下長期神經疼痛袁再治療起
來比較棘手遥

筆者從2004-2009年5月袁 用中藥配合針刺治療
大面積帶狀疱疹7例,收到較好效果袁現報吿如下院
1 臨床資料與方法曰 本病7例均屬我院門診患者袁其
中男性4例袁女性3例袁最大年齡76歲袁最小年齡54歲袁
平均年齡65歲院病程最長10天袁最短4天袁平均7天院患
病部位在左側腰部尧下腹部外陰尧會陰處3例袁在右側
腰部尧臀部尧肛門及會陰處,右大腿後側3例袁在右側背
胸部尧腋下尧頸部尧耳後1例.
1.1 用龍膽瀉肝湯加減院龍膽草15g尧栀子12g尧黃芩
12g尧柴胡10g尧澤瀉10g尧木通10g尧當歸12g尧甘草8g遥病
在初期加大靑葉尧板蘭根尧雙花尧連翹遥 病位在上加川
芎尧白芷遥 病位在腰腹部加烏藥尧木香尧延胡索遥 晩期
遺留神經痛加全蝎尧蜈蚣尧丹參活血化於,通絡止痛遥
1.2 王氏疱疹凈成份院雄黃尧黃連尧五倍子制尧乳香
制尧沒藥制尧冰片等8味天然藥物組成遥 西藥袁維生素
B1100mg 袁維生素B12袁0.3mg, 每日1次肌射遥
1.3 製作方法

上藥除冰片外袁全部藥物共硏細末袁過180目篩遥
再把冰片硏細末袁加入藥粉中袁混合均匀袁裝瓶備用遥
1.4 治療方法

渊1冤截法院在皮損四周邊緣外側袁用2寸毫針先橫刺袁
再向內平刺1.5寸袁用瀉法快速出針遥渊2冤挑法院把所有
的水疱袁紅色丘疹全部挑破遥 渊3冤拔罐法院在挑破處連
拔罐2次袁排出毒液淤血袁隔日拔一次罐遥 渊4冤發病日
久可取血海尧足三里尧曲池尧合谷尧太冲穴等針刺袁每
日1次遥
1.5 王氏疱疹凈加陳醋調稀糊狀袁塗在創面上袁每日
3次遥
1.6 評判標準院
渊1冤痊癒院皮損全部消退袁水疱乾涸袁無新疹出袁自覺
症狀全部消失遥 渊2冤顯效曰疼痛消失袁創面全部結痂袁
症狀基本消失遥 渊3冤有效院疱疹部分結痂袁疼痛症狀減
輕遥 渊4冤無效院疼痛不減袁水疱繼續出袁症狀不減遥
2 結果院 7例患者應用上述方法袁全部治愈遥 見效最
快的7天袁見效最慢的14天袁平均爲10.5天遥 觀察還發
現袁經過一次治療後疼痛減輕袁水疱漸消袁經過兩次
治療後疼痛基本消失袁水疱乾癟遥 3-4次治療後疼痛
消失袁水疱基底紅暈消退袁結痂形成袁部份結痂脫落袁
無新疹出現袁自覺症狀全部消失遥
3 結論

帶狀疱疹中醫認爲袁是由肝膽實火袁脾濕內藴袁
不得疏瀉遥 阻截經絡袁氣血運行不暢袁或瘀滯不通所
致遥 根據發病的特點又稱院纏腰火丹尧蛇串瘡尧蜘蛛瘡
等等遥西醫認爲袁本病因水痘-帶狀疱疹病毒袁在侵犯
皮膚的深淺有別袁有人認爲曰病毒侵犯神經干和神經
節內大量生長繁殖等之説袁大多數是神經未稍受損袁
使之發生急性炎症袁出血尧壞死袁得不到抑制袁病毒稽
留不去袁濕熱餘毒未盡袁日久化熱生毒袁淤阻絡脈袁而

中藥配合針刺治療大面積帶狀疱疹7例的療效觀察

內蒙古科右中旗人民醫院中醫科 王玉渊0294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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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俯組織代謝廢物又不能通過絡脈排除袁 病毒積蓄
更加損傷絡脈袁這就加重了對孫絡渊神經細胞冤的損
害袁故而疼痛持久難愈遥 究其原因有內因和外因兩個
方面袁其病理基礎袁是濕熱邪氣之毒引發袁五臟六腑
之中袁以肝膽損傷最爲顯著遥

通過對7例大面積帶狀疱疹臨床治療袁 筆者認
爲曰本病應內清肝利濕袁解郁除濕袁活血化瘀袁止痛爲
主遥 野實踐發現與本病氣血運行不暢袁局部病變組織
壓力有關遥 針刺療法以瀉實尧熱尧瘀尧止痛袁解除局部
壓力袁氣血運行通暢袁故疼痛消失冶遥 外敷王氏疱疹
凈袁消炎止痛袁收斂生肌袁有利于損傷組織修復遥 三法
相合袁能有效的控制感染和皮損面擴大袁加快損傷組
織和神經損傷功能恢復袁顯著的緩解疼痛等症狀遥 縮
短療程袁提高療效袁不留後遺症遥 金元時期張子和認

爲曰野針刺放血袁功毒最捷冶遥 此法用于熱證袁實證袁痛
證遥 而帶狀疱疹屬實症尧熱症尧痛症遥 故用截法袁以防
損傷面擴大遥 挑法尧拔罐袁瀉其實症尧熱症尧瘀症尧痛
症袁使瘀血毒液快速排出袁治療後疼痛減輕袁疱疹水
疱漸消遥 特別是針刺法在整個療程中非常重要袁對後
期遺留神經痛可以活血化瘀袁止痛袁加快損傷組織和
神經功能的恢復起重要作用遥

方中雄黃尧全蝎尧蜈蚣尧雙花尧連翹尧現代醫學證
明袁具有消炎鎮痛袁抗病毒作用袁能增強機體免疫力袁
促進呑噬細胞的呑噬能力袁降低血管的通透性遥 促進
新陳代謝袁故對帶狀疱疹有良好的作用遥 黃連清熱解
毒袁乳香尧沒藥尧冰片尧活血化瘀袁消腫止痛遥 枯礬尧五
倍子等收斂生肌作用較強袁能減少組織細胞滲出袁促
進損傷面癒合遥

妊娠劇吐是妊娠早期常見病袁 多見于年輕初孕
婦袁其發生率爲0.35耀0.47%遥 其病因至今不明確袁可
能與孕婦血HCG水平升高有關遥 若治療不當或不及
時袁可引起Wernigcke綜合徵等多種並發症袁甚則危
及母嬰生命袁故應予充分重視遥 妊娠劇吐患者行雙側
內關穴注射維生素B1袁並配合補液等治療袁是我科目
前普遍用于抗早産的有效藥物袁 本文就其療效進行
了回顧性分析袁現將結果報道如下院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自2008年10月至2009年12月袁本院
共收治妊娠劇吐患者30例袁初産婦22例袁經産婦8例袁
年齡2O耀39歲袁平均渊28.28依5.30冤歲袁孕周6-12周出
現頻繁噁心嘔吐袁不能進食等症狀袁平均渊6.62依2.59冤
周遥 其中尿酮體9例渊+冤袁15例渊++冤袁6例渊+++冤遥 診斷
標準參照樂杰主編的叶婦産科學曳第7版遥 所有病例均
爲單胎妊娠袁排除消化系潰瘍尧慢性胃炎尧病毒性肝
炎尧急性闌尾炎尧膽道感染袁及陰道大出血尧心臟病尧
高血壓病等其他不能繼續妊娠的合併症遥
1.2 方法 常規肌試陰性後袁開始注射治療遥 患者
平臥于床上袁取雙側內關穴袁常規消毒後用2ml注射
器抽取維生素B1注射液100mg袁用5號針頭分別垂直
刺入雙側內關穴袁 待局部有酸脹感後稍回抽無回血
再緩慢推進藥液袁每穴50mg袁推完藥液後隨即拔針遥
每日注射1次袁連續3d爲1個療程袁治療1個療程評定
療效遥 無效或復發者1d後再進行第2個療程治療遥 因

患者不能進食袁同時配合補液尧調整水電解質及酸碱
失衡等
1.3 療效標準院臨床治愈院經連續3d治療後噁心嘔吐
停止袁能正常進食袁尿酮體陰性者曰顯效院2個療程後
噁心嘔吐停止袁能少許進食袁尿酮體減少或陰性曰好
轉院4個療程後袁 噁心嘔吐有所好轉袁 可稍進流質飲
食袁尿酮體減少曰無效院症狀無改善袁尿酮體試驗持續
陽性者遥
2 結果
2.1 臨床療效 30例患者治愈19例袁 佔63.33%曰顯
效8例袁佔26.67%曰好轉3例袁佔10%曰無效0例遥 治療總
有效率爲100%遥
2.2 藥物不良反應 肌注維生素B1不良反應主要
爲過過敏袁臨床表現爲呑咽困難尧皮膚瘙癢袁面尧唇尧
眼瞼浮腫袁 喘鳴等遥 本次臨床觀察中無不良反應病
例遥
3 討論

中醫認爲妊娠與冲任二脈有關袁妊娠之後袁經血
藏而不瀉袁血海之血下聚冲任養胎袁血分不足袁氣分
有餘袁致氣血不調袁冲氣上逆犯胃袁胃失和降袁故見噁
心嘔吐等症遥 內關穴具屬手厥陰心包經袁手厥陰心包
經與手少陽三焦經相表面袁且下膈絡三焦袁通過陰維
脈爲陰維交會穴袁三焦之中脾胃屬中焦袁通過刺激內
關穴而激發中焦之氣袁 使上逆之胃氣平降達到止嘔
目的曰陰維脈與任脈交會袁故刺激內關穴可達到調理

內關穴注射維生素B1治療妊娠劇吐的臨床觀察

黃健妹1 陳敏1 劉秋蘭1尧2

渊1.泉州市中醫院婦科2.泉州市醫藥硏究所 3620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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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任袁使冲脈之氣下降之作用遥 此外袁內關穴具有通
經尧止吐尧安神的功效袁針刺內關能養心益志袁使七情
合順袁氣和則血和袁血和則胎氣和袁歷來是止嘔要穴遥
維生素B1參與機體糖代謝過程袁維持神經尧心臟尧消
化系統的正常功能遥 妊娠婦女維生素B1需求量高於
非孕期袁一般成人需1mg 辕 d遥孕婦需1.2耀1.8mg/d遥機體
缺乏維生素B1袁則糖代謝發生障礙袁致中間産物丙酮
酸尧乳酸在體內堆積袁從而影響神經的正常功能袁造
成胃電節律紊亂而引起妊娠嘔吐遥 採用維生素Bl 穴

位注射袁通過維生素Bl持續性對內關穴位的滲透袁一
方面刺激經絡袁發揮止吐尧安神的作用曰另一方面通
過穴位的吸收袁補充維生素B1的缺乏遥運用內關穴注
射維生素B1治療妊娠劇吐袁 通過刺激穴位而疏通經
絡尧運行氣血袁與維生素B1共同起協同作用袁從而達
到調節神經系統和消化系統功能袁 使嘔吐停止或減
少而達到治療的目的遥 臨床觀察表明內關穴注射維
生素B1疼痛刺激小袁療效顯著袁患者易於接受袁値得
臨床推廣應用遥

腰椎管狹窄症 渊lumbar spinal stenosis LSS冤是
由於多種原因造成椎管或側隱窩狹窄而引起的一組
綜合徵袁其發病率在不斷上昇袁嚴重影響了人們的工
作和生活質量袁手術治療雖療效肯定袁但有一定危險
和並發症袁而且費用昂貴袁臨床實踐證實針灸治療對
此病療效肯定袁筆者自2008年9月以來袁採用溫通針
法治療本病154例袁療效滿意袁現總結報吿如下遥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腰椎管狹窄症154例,男65例,女89例曰年齡
18耀75歲,平均65歲,其中18耀40歲12例, 41耀60歲的47
例, 61耀75歲95例曰病程1月耀11年遥 採用隨機數字表
法分治療組渊77例冤和對照組渊77例冤遥
1.2 診斷依據

本組病例均採用中醫病症診斷療效標準 渊1冤有
慢性腰痛史袁部分病人有外傷史遥 渊2冤多發生於40歲
以上的體力勞動者遥 渊3冤長期反復的腰腿痛或間歇性
跛行袁腰痛在前屈時減輕袁在後伸時加重袁腿痛多爲
雙側袁可交替出現袁站立或行走時出現腰腿痛或麻木
無力袁疼痛和跛行逐漸加重袁休息後好轉遥 嚴重者可
引起尿頻或排尿困難遥 渊4冤下肢肌萎縮袁腱反射減弱袁
腰過伸試驗陽性遥渊5冤腰椎X線攝片檢查有助于診斷袁
脊髓造影尧CT和核磁共振檢查有重要的診斷意義遥
1援3 病例選擇標準
1援3援1 病例納入標準淤符合診斷標準的LSS患者曰于
中醫辨證分型爲血瘀型尧寒濕型曰盂年齡18耀75歲袁性
別不限曰榆自願加入本試驗袁並簽定"知情同意書"
者遥

1援3援2 病例排除標準淤不不符合上述診斷標準
和納入標準者曰 于同時應用可能影響結果判定的藥
物者曰盂合併有心腦血管尧肝尧腎和造血系統等嚴重
危及生命的原發性疾病以及精神病患者曰 榆18歲以
下或75歲以上的患者尧妊娠或哺乳期患者等遥
1.4 治療方法
1.4.1 選穴及療程

選穴院主穴院大椎尧命門尧夾脊渊壓痛點對應冤尧陽
陵泉尧懸鍾遥 辨證配穴院淤腎虛勞損型加腎兪尧太溪曰
于寒凝濕阻型加陰陵泉尧脾兪遥 療程院每日1次袁10次
爲1療程袁療程間隔休息3天袁共治2個療程評判療效遥
1.4.2 針刺治療

渊1冤治療組渊N=90冤院採用野溫通針法冶治療遥 溫通
針法的操作方法院左手拇指或食指切按穴位袁右手將
針刺入穴內, 候氣至袁左手加重壓力袁右手拇指用力
向前捻按袁使針下沉緊袁推弩守氣袁同時押手施以關
閉法渊即左手拇指按壓于穴位某方經絡袁防止針感傳
向另一端冤袁以促使針感傳至病所袁守氣1分鐘袁留針
後袁緩慢出針袁按壓針孔遥 留針30min袁每10min行針一
次遥渊2冤對照組渊N=90冤院採用普通針刺袁不實行針刺手
法治療袁針刺入穴位得氣後留針30min遥
1.5 療效評定標準

根據症狀尧體徵尧脊髓功能狀態判斷評分渊參照
日本骨科學會制定了對頸腰脊髓病患者的脊髓功能
評定標準冤尧生活質量評分渊採用世界衛生組織生存
質量量表簡表渊WHOQOL-BREF冤冤等, 並根據治療
前後症狀等級差値進行綜合評估遥 治愈院症狀消失袁
或治療前後症狀等級差値=3曰顯效院主要症狀基本消

溫通針法治療腰椎管狹窄症154例臨床硏究

口鎖堂1 吳耀持2 汪崇淼2 蔡秀水1 陳晰1 劉順超1 張俊峰2 唐新1

孟巍巍1 唐銀娟1 陸偉3 倪菁琳3

1 上海市天山中醫醫院中醫傷骨外科渊上海 200051冤曰2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六人民醫院針推傷科曰
3上海市長寧區天山路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531



第十屆中國泉州-東南亞中醫藥學術研討會

失袁或治療前後症狀等級差値=2曰好轉院治療前後症
狀等極差=1曰無效院治療前後症狀等極差=0遥
2.結果
2.1 兩組腰腿疼痛的VAS評分結果

表1 兩組腰腿疼痛的VAS評分結果比較渊冤

組間經X2檢驗袁與對照組比較袁治療組隨訪3個
月尧隨訪6個月組內比較P<0.05袁治療後p>0.05袁説明
治療組遠期療效優于對照組袁即溫通針法對LSS疼痛
緩解優于普通針刺遥 組內經t檢驗袁與治療後比較袁隨
訪3個月尧 隨訪6個月袁 治療組P>0.05袁 而對照組P<
0.05袁 即治療組在隨訪3個月尧6個月LSS腰腿痛沒有
出現明顯加重或復發袁而對照組出現加重或復發遥 説
明溫通針法治療LSS對其疼痛緩解遠期療效優于普
通針刺遥
2.2 兩組症狀尧體徵治療前後尧隨訪3個月尧隨訪6個
月綜合評分結果

表2 兩組綜合評分結果比較渊冤

組間經X2檢驗袁兩組治療前組內比較P>0.05袁説
明治療前兩組LSS症狀和體徵的評分沒有顯著性差
異袁即2組治療前症狀和體徵無差異性曰2組治療前與
治療後尧隨訪3個月尧隨訪6個月組比較P<0.05袁即治
療後尧 隨訪3個月尧 隨訪6個月與其治療前比較兩組
LSS症狀和體徵的評分有顯著性差異袁説明針刺能改
善LSS患者的症狀和體徵曰組內經t檢驗袁治療後尧隨
訪3個月尧隨訪6個月組內比較P<0.05袁即兩種方法治
療LSS治療後尧隨訪3個月尧隨訪6個月症狀和體徵評
分有顯著性差異袁説明溫通針法改善LSS患者的症狀
和體徵療效優于普通針刺遥
2.3 兩組治療前後尧隨訪3個月尧隨訪6個月脊髓功能
評分結果

脊髓功能評分組間經X2檢驗袁與對照組比較袁治
療前P>0.05袁説明兩組治療前LSS患者的脊髓功能沒
有差異性曰治療後及隨訪3個月尧隨訪6個月P<0.05袁

説明溫通針法在改善LSS患者的脊髓功能方面的療
效優于普通針刺遥 組內經t檢驗袁與治療前比較袁治療
組三個不同時期P<0.05袁而對照組隨訪6個月P>0.05袁
治療後尧隨訪3個月P<0.05袁説明針刺在改善LSS患者
的脊髓功能方面都有療效袁 而溫通針法的遠期療效
好于普通針刺遥
2.4 兩組症狀尧體徵治療前後尧隨訪3個月尧隨訪6個
月生活質量評分結果

表4 兩組生活質量評分比較渊冤

組間經X2檢驗袁 與對照組比較袁 治療前比較P>
0.05袁説明治療前兩組LSS患者的生活質量評分沒有
顯著性差異袁即兩組治療前生活質量無差異性曰治療
後尧隨訪3個月尧隨訪6個月比較P<0.05袁即兩種方法
治療LSS患者的生活質量評分有顯著性差異袁説明溫
通針法在改善LSS患者的生活質量方面的近尧遠療效
均優于普通針刺遥 組內經t檢驗袁與治療前比較袁治療
後尧隨訪3個月尧隨訪6個月比較P<0.05袁即兩種方法
治療前後LSS的生活質量評分有顯著性差異袁説明兩
種方法都可以改善LSS患者的生活質量遥
2.5 療效結果

表5 兩組療效結果比較渊n冤

經Ridit分析得到治療組院 越04536袁對照組 =0
5464袁u=0.036渊P<0.05冤袁差別有統計學意義袁即兩種
方法治療LSS的療效有差異袁 説明溫通針法治療LSS
患者的療效均優于普通針刺遥
3 討論

组别 治疗后
随 访

3个月 6个月

治疗组 4.30依1.39吟 4.40依1.55殷银 4.48依1.殷银

对照组 4.75依1.42 5.50依1.70音 5.88依1.98音

注院吟与对照组比较P>0.05, 殷与对照组比较P <0.05袁音各组
与治疗前比较P<0.05袁银各组与治疗前比较P>0.05遥

治疗后
随 访

3个月 6个月

4.85依2.07银▽ 5.37依1.93银▽ 5.80依2.22银▽

6.77依2.58银 7.33依2.49银 7.43依2.18银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前

12.00依1.32吟

11.53依2.35
注院银各组与治疗前比较P<0.05袁吟与对照组比较P>0.05袁▽与
对照组比较P<0.05遥

治疗后
随 访

3个月 6个月

7.02依0.97▽银 6.48依1.02▽银 5.90依1.39▽银

6.13依1.37银 5.73依1.22银 5.35依1.44翌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前

5.00依1.46殷

5.18依1.57

表3 两组脊髓功能评分比较渊冤

注院 ▽与对照组比较P<0.05袁殷与对照组比较P>0.05袁 银各组
与治疗前比较P<0.05袁翌各组与治疗后比较P>0.05遥

治疗后
随 访

3个月 6个月

55.13依4.80殷银 57.07依6.08殷银 59.48依6.92殷银

62.60依10.18银 61.80依8.44银 64.43依7.40银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前

79.43依6.36吟

78.28依6.40
注院吟与对照组比较P>0.05, 殷与对照组比较P<0.05袁银各

组与治疗前比较P<0.05遥

分组 n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治疗组 77 15 31 24 7
对照组 77 10 23 32 12
合计 154 25 54 56 19

532



Verbiest于1954年提出腰椎管狹窄症這一概念袁
稱之爲野椎管狹窄冶袁它是由於多種原因造成椎管或
側隱窩狹窄而引起的一組綜合徵袁 這種病多見于中
老年人,約80%發生於40耀60歲的中老年人,男性較女
性多見,體力勞動者多見遥 文獻報道發病率爲1.7豫耀
10.0豫袁發病率僅次于腰椎間盤突出症袁佔椎管內疾
病的第2位遥

腰椎椎管狹窄症是導致腰痛及腰腿痛等常見腰
椎病的病因之一袁安靜或休息時常無症狀袁行走一段
距離後出現下肢痛尧麻木尧無力等症狀袁需蹲下或坐
下休息一段時間後緩解袁 方能繼續行走遥 隨病情加
重袁行走的距離越來越短袁需休息的時間越來越長遥
腰椎管需狹窄至一定程度並壓迫椎管內組織袁 才會
引起感覺尧運動障礙袁因此影像學上的狹窄與臨床症
狀關係不大遥

叶素問(骨空論曳曰院野督脈者袁起于少腹袁其絡循
陰器袁合纂間袁繞纂後袁別繞臀袁至少陰袁與巨陽中絡
者合遥 冶説明督脈在前後二陰附近與足太陽經脈有分
支相互會合遥 叶靈樞(經脈曳曰院野督脈之別袁名曰長強袁
挾膂上項袁散頭上袁下當肩胛左右袁別走太陽袁入貫
膂遥冶可見袁督脈與足太陽經脈之氣是相互貫通遥故督
脈經氣的運行直接關係到腰背及下肢的功能活動遥
此外袁足太陽與足少陰腎經相表里袁腰爲腎之府袁腰
部功能取于腎氣的盛衰袁而腎氣之運行袁則與督脈經
氣的轉輸息息相關遥 因此督脈痹阻或虛損則腎氣運
行不暢袁足少陰尧足太陽經氣不相順接袁經絡痹阻袁不
痛則痛袁不榮則木袁故見諸症遥

野溫通針法冶是已故著名針灸專家鄭魁山敎授繼
承歷經四代傳播下來的寶貴針灸醫療經驗,結合他本
人60餘年來臨床實踐中,獨創的治療各種疑難雜症的
特色針刺手法遥 精湛之手法配以精當之選穴,臨證治
療各種疑難病症力專而效宏遥 該手法補瀉兼施,能激
發經氣並通過推弩守氣,推動氣血運行,使氣至病所,
具有溫經通絡袁化痰除濁尧祛風散寒尧行氣活血尧扶正
驅邪的作用遥

手足三陽經與督脈在大椎交會袁 督脈主幹行于
背部正中袁入屬於腦袁而腦爲元神之府遥 頭爲諸陽之

會袁背部屬陽袁所以督脈是野陽脈之海冶袁能統領諸陽
經遥 此外袁督脈通過其分支與腎相連袁腎主元陰元陽袁
爲生命之根袁督脈可以對全身之臟腑器官尧四肢百骸
起到溫煦作用遥 叶素問(生氣通天論曳曰院野陽氣者袁精
則養神袁柔則養筋遥 冶若督脈痹阻或虛損袁脈氣失調袁
經脈陽氣不足袁不達四肢袁氣血津液運行不暢遥 督脈
脈氣失調則元陰元陽不達臟腑器官袁臟腑功能低下袁
氣血津液精髓生成不足袁 都可導致肌肉骨節筋脈失
養袁則四肢痿軟無力遥 因此督脈通過總領諸筋在維持
人體正常的體位姿勢和運動功能方面有着重要作
用遥 督脈失調則經筋失養袁表現爲四肢痿軟不用袁不
能維持正常姿勢和活動遥 故叶難經渊二十九難冤曳曰院
野督之爲病袁脊強而厥遥 冶許多現代科學實驗證明督脈
可促進大腦原脊髓的功能恢復遥如針督脈電針可減輕
脊髓損傷後的繼發性損傷袁 促進脊髓下行纖維再生
和脊髓功能恢復遥

大椎位于項部袁 爲督脈和手足三陽經交會穴袁
叶類經圖翼曳曰院野大椎袁主治五勞七傷袁乏力袁風勞食
氣袁咳症久不愈冶遥 現在硏究表明大椎穴可調節和增
強免疫力遥 命門位于腰部袁藏眞陰眞陽袁可補腎益精袁
兩穴合用袁上下貫通袁通調督脈袁調整一身之陽遥 許多
現代科學實驗證明督脈可促進大腦原脊髓的功能恢
復遥 如針督脈電針可減輕脊髓損傷後的繼發性損傷袁
促進脊髓下行纖維再生和脊髓功能恢復夾脊穴和督
脈關係密切遥 針刺夾脊穴也可以通調督脈袁 調理筋
經袁 調整臟腑氣血功能活動袁 治療下肢肌肉麻木無
力遥 針對四肢痛麻就近選擇懸鍾穴袁懸鍾穴爲八會穴
之髓會袁具有行氣血尧通經絡尧塡精益髓之功效曰再配
筋會陽陵泉等治療遥 陽陵泉位居膝下袁膝爲筋之府袁
穴屬筋會遥 故叶銅人曳雲院陽陵泉野治膝伸不得屈袁冷痹
腳不仁袁偏風半身不遂袁腳冷無血色冶遥 如現代硏究陽
陵泉等穴可增強重症肌無力大鼠神經原肌肉接頭傳
遞的功能遥 所以袁本課題組選取主穴院大椎尧命門尧夾
脊渊壓痛點對應冤尧陽陵泉尧懸鍾等穴袁採用溫通針法
治療袁能夠通調督脈尧溫經通絡尧祛風散寒尧行氣活
血尧扶正驅邪的作用遥

三千年前人類發生了腫瘤袁 不但人類和動物有
腫瘤袁而且植物也患腫瘤遥 近一百年來科學發展和新
技術的應用袁對腫瘤硏究有了進展遥 腫瘤是細胞的異

常增生袁可分良性和惡性袁上皮性和惡性腫瘤成爲癌
渊約佔惡性腫瘤的90%以上冤遥 癌症是一組疾病袁這異
常細胞失控生長並轉移侵害臟器袁危害健康袁全世界

論中西醫治癌的思路

香港中醫診療院 中醫主任醫師 蘇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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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七百萬人死于癌症袁我國約佔一百萬人左右袁
按死亡原因分析統計袁排上第一或第二位遥

在我國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就有腫瘤袁 殷墟出土
的甲骨文中袁有野瘤冶字遥 秦漢時期叶皇帝內經曳記載
野癥瘕冶尧野積聚冶尧野乳岩冶等遥 宋代東軒居士的叶衛濟寶
書曳有野癌爷字最早出現袁當時不一定指惡性腫瘤遥 用
野癌冶代表惡性腫瘤是一百年前渊19世紀末冤袁當時將
野cancer冶譯成野癌冶袁野cancer冶來源于crab渊蟹冤渊形容轉
移浸潤爲蟹的橫行冤遥 根據中醫理論袁我們認爲院癌瘤
的形成是野氣尧血尧痰尧瘀尧虛冶五者相互作用袁聚結所
致袁表現出邪實正虛尧虛實夾雜的特點遥 按本病機爲院
氣滯血瘀尧瘀痰結聚袁正氣虧虛袁正不勝邪袁形成癌
瘤袁故應扶正祛邪爲大法袁以行氣化瘀袁燥濕化痰尧軟
堅散結袁邪去正安袁調理臟腑袁疾病康復遥 患者應配合
醫療袁樹立抗病信心袁堅持服藥袁延長生存期袁直至痊
癒遥 香港中醫診療院治癌專科對癌症病人採取中醫
中藥和中西醫結合療法取得較好效果袁 爲了探討中
西醫治癌方法袁我們的思路如下袁僅供交流和討論袁
不當之處袁希指正遥
1 治癌應從病因硏究開始

一個世紀以來袁從鮮爲人知袁到人人皆知的野癌
症冶袁 對癌威脅人類健康的問題造成社會性大問題遥
我們認爲院爲什么癌症防治問題至今尙未解決袁就是
腫瘤病因尧 早期診斷及治療手段等三方面問題未能
理想解決袁尤以病因硏究未突破遥 在西醫硏究病因袁
有1889年在大鼠體內誘發出腫瘤曰1902年發現因放
射學醫生手誘發皮膚癌曰1911年發現Rous肉癌病毒曰
1914年提出染色體異常尧 慢性機械或化學刺激可致
癌袁1952年發現兩種DNA腫瘤病毒曰1964年發現鼻咽
癌與EB病毒有關袁1969年發現RNA腫瘤病毒的癌基
因是發生腫瘤的重要因素袁1976年發現癌基因順序袁
80年代的多種基因硏究曰90年代基礎硏究某些腫瘤
基因被剋隆袁對基因激活及失活都有進展遥 多數學者
和我們一致認爲院癌症起因是多因素尧多步驟的複雜
過程袁涉及免疫遺傳尧環境尧營養等多方位袁外界致癌
因素有生物尧物理尧化學等廣泛內容遥 在癌細胞本質
硏究袁近年來深入到生物學尧生物化學尧分子生物學
等方面袁還有免疫學方面硏究遥

中醫對癌病因硏究袁重視了體質因素作用袁因爲
體質不同袁 對癌的易感性差異提出體質因素起着重
要作用遥 如渊叶內經曳記載野壯人無積袁虛則有之冶遥 冤中
醫認爲院憂鬱傷肝袁思慮傷脾袁積想在心袁所願不得志
者袁致經絡痞澀遥 聚集成核遥 噎噎遥 觀察到性格憂鬱
者易患癌腫遥 中醫學從溫尧熱尧風尧毒等都是腫瘤發生
因素遥 渊如叶諸病源侯論曳載院野惡核噎噎此風邪挾毒所
生冶尧野黑痣者袁風邪搏于血氣變化生也遥 冶冤又從飲食
失宜袁過度煎炒袁嗜食肥甘厚味而發生腫瘤遥 渊如叶外

科正宗曳記載院繭唇野因食煎炒袁過餐炙*袁又兼思慮暴
急袁痰隨火行留注于唇野所致遥 又如叶濟生方曳載院野過
多五味魚腥乳酪袁強食生冷果菜袁停蓄胃脘袁噎噎久
則積結爲癥瘕遥 冶冤通過中醫對病因認識袁再結合現代
醫學知識袁 將中西醫結合硏究袁 去探索病因的突破
口袁旣重視外界致癌的生物尧物理尧化學等因素袁又重
視機體體質尧生理特點尧精神渊心理冤尧情緒和性格等
特點袁多因素袁比較全面探索袁走出一條中西醫結合
之道遥
2 治癌要重視病機硏究

現代醫學病機是側重硏究疾病的發病機理袁中
醫學的病機是指疾病發生尧發展尧演變尧轉歸的機理袁
中醫側重於硏究癌症形成之後機體所表現的一系列
病理狀態袁至於癌症的發病機理方面袁因爲中醫受歷
史條件所限不可能深入闡明其機制遥 要想防治癌症袁
必須重視病機硏究袁才能早期診斷尧早期治療尧達到
徹底根治遥 疾病發病機理十分複雜袁細胞從正常轉爲
異常渊惡性冤有一個過程袁關鍵是基因發生變化袁至今
理解爲基因突變和基因調控失常兩種學説遥 根據遺
傳學的理論推算袁人只需要55000個基因袁只有10%
以下數量DNA是由於編碼蛋白質的基因袁 在眞核細
胞 渊其染色體中DNA量很大冤 的一個基因轉録單位
中袁與原核細胞的基因組相似袁只有少許DNA是提供
RNA編碼的袁 其他只起到維持結構穩定性以及調節
作用遥 許多致癌因子袁常會引起染色體畸變袁這與染
色質DNA的變異而發生癌變有關袁 這些染色質結構
改變而擾亂基因的正常活動遥 具有遺傳信息的病毒
DNA進入宿主細胞核是病毒致癌的發生機制袁 病毒
癌基因的侵入及原癌基因的活化成爲細胞惡變時
DNA變化的中心遥 近年來對染色質非組蛋白與癌症
發生關係密切袁在細胞惡性時發生質與量的變化遥 現
知Jun尧rcl等五種基因的蛋白産物都直接與DNA結合
而參與基因表達的調控袁通過整套的基因變化袁使細
胞發生了失控制的增殖袁最終導致癌變遥 這些惡變的
細胞與增生尧不典型增生尧間變尧分化尧轉化等有密切
關係遥 惡變也叫癌變袁通過外界或內在的多種因素尧
多種機理綜合作用而影響細胞的內基因尧 或激活癌
基因袁或抑制抑癌基因均會形成癌變袁或這些多因素
影響調控細胞生長尧分化的基因變化的結果遥 一般經
過三個階段院即癌前變化階段尧成癌細胞階段尧惡變
鞏固階段遥 癌細胞可來源于原位的細胞和組織野胚胎
殘留冶細胞尧化生的組織渊多數情况下化生並不發生
癌變冤曰或來自癌前期變化尧先天性發育異常曰或來自
修復性增生和某些病理性增生曰 或良性腫瘤轉變爲
癌遥 總之來説院 異常病理性增生的細胞才會變爲腫
瘤遥

中醫對癌的病機論述很難找到非常確切理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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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闡發袁但歷代中醫醫家大多數責其野痰冶尧野瘀冶兩方
面作祟遥 如叶金匱翼曳記載院野氣滯成積也冶遥 叶古今醫
統曳記載院對噎嗝病機認爲院野凡食下有礙覺屈曲而下
微作痛袁此必有死血遥 冶叶醫林改錯曳記載院野肚腹結塊
必有形之血遥 冶這些論述指出了院氣滯血瘀爲重要病
機遥 叶丹溪心法曳載院凡人身上中下有塊者多是痰遥 又
如叶金匱翼.積聚統論曳載院野積聚之病非獨痰食氣血即
外感風寒亦能成之遥 然痰食氣血非得風寒未必成積袁
風寒之邪不遇痰食氣血亦未必成積冶遥 道出了院氣滯尧
血瘀尧 痰凝三者與外邪共同作用才會致癌遥 我們認
爲院學習和探索中醫理論的院野正氣存內尧邪不可干冶曰
野邪之所湊袁其氣必虛遥 冶之後袁必須把癌的發生尧發
展袁歸結于野正冶尧野邪冶交爭袁野邪冶有內外袁外界來的爲
外邪袁機體內産生爲內邪渊內賊冤袁邪有痰尧濕尧瘀尧滯尧
熱毒等搏結日久袁積滯而成袁要在機體正虛情况下才
可發生癌變遥 正氣包括先天渊遺傳等冤和後天渊哺養尧
食養尧精神尧鍛煉冤等因素袁包括陰陽尧氣血等方面袁正
氣虛包括陰陽氣血虛尧或五臟六腑的虛袁可能是整體
虛袁也可能是某臟腑虛袁皆構成癌症的形成和發展的
先決條件按野邪正相爭冶的臨證情况看袁隨着邪的深
入發展袁 以氣而言尧 癌前期和癌早期爲氣虛寅氣滯
渊到癌中期冤寅血瘀寅正氣衰弱極度 渊晩期癌症冤袁此
時可危及生命遥

在硏究癌症發病機理袁古老中醫學指出野正邪相
爭冶是疾病發生尧發展尧轉歸的關鍵所在遥 我們認爲院
癌症病機也可以走中西醫結合之道去硏究袁 中醫的
正氣已包括先後天因素袁 西醫硏究染色質各組成部
分在腫瘤發生中的調控作用袁 實質上染色質的結構
和裝配對基因的轉録活性有很大的影響袁 癌基因的
活化最直接影響到癌症發生與發展遥 這里的染色質尧
基因等問題可以認爲是屬中醫野正氣冶範圍遥 至於野邪
氣冶 論述也可以認爲是西醫硏究癌症外界因素及機
體內因渊內邪方面冤相一致性袁再探討其統一性和相
異性之後袁探索其規律性遥
3 治療需硏究辨病與辯證相結合

五十年來我國中醫藥治癌袁臨證中 以野辨證論
治冶治癌主要方法袁已取得一定成績和經驗袁採取臟
腑定位和病情定性袁 前者按臨證表現部位的經絡循
行及所屬臟腑功能尧體徵等特點來定位曰後者病情定
性是區別陰陽尧表里尧氣血尧虛實的屬性遥 辨脈象野弦尧
滑尧大尧數冶多數氣瘀滯尧濕熱鴟張尧痰熱壅盛尧毒火亢
盛尧癌症疼痛等表現院脈野細尧澀尧緩尧弱冶者多屬氣虛尧
血少尧夾濕尧精傷等反應曰體虛而脈盛袁見于癌症迅速
發展的惡化袁預後不良遥 舌象見院舌紅袁或靑袁或紫袁或
有瘀斑袁爲有瘀血曰舌淡袁舌體胖大袁邊有齒印袁舌中
有裂紋袁爲虛證曰舌紅絳爲內有火毒曰苔白爲寒尧苔黃
爲熱袁苔膩爲痰濕遥 癌症乃本虛標實袁正虛爲本袁標症

如痰結尧濕聚尧氣滯尧血瘀尧鬱熱等皆爲標遥 在治癌過
程僅用辨證論治是不夠全面袁要辯證與辨病相結合袁
臨陣才能得心應手遥 辨病內容有辨中醫之病袁也需辨
西醫之病袁兩者也需相結合袁如西醫診爲野食道癌冶相
當中醫野噎嗝冶袁野肝癌冶屬野癥瘕冶尧野積聚冶袁野肺癌冶屬
野肺積冶袁野乳癌冶屬野乳岩冶遥 今後要特病名統一起來袁
並進行辨西醫之病袁融中醫之論尧揚中醫之長尧辨中
醫之野證冶旣重視整體失調的調整袁又要注重癌症局
部治療曰如臨證對胃癌的辯證治療的同時袁針對胃癌
特點口服野胃癌粉渊由烏蛇尧螃蟹尧鹿角霜等藥組成冤冶
加強療效曰又如直腸癌除辨證論治之外袁加用治癌肛
門栓渊蟾酥尧雄黃尧白芨等製成栓劑冤療效增高遥 我們
主張院今後以辨病爲中心袁結合辯證袁發揚中醫藥優
勢袁走中西醫結合之道遥
4 治癌要開展實驗硏究

治癌的藥物不論中藥尧西藥都要開展實驗硏究袁
尤其是新藥均需通過反復動物實驗試驗及臨床重複
驗證袁經國家藥審袁才能推廣應用袁説明試驗很必要袁
不可缺少遥 我國在60-70年代就進行大量的中草藥抗
癌臨床與試驗硏究工作遥 近十餘年來在中醫理論指
導下對抗癌中藥的硏究製品有不少袁 諸如院 鴉膽製
劑尧靛玉紅尧蟾酥類尧斑蝥類製劑尧漢防己尧石蒜尧靈芝
系列製品在臨床應用獲得良好效果遥

抗癌中藥篩選取得一定成效袁 如新西蘭皇家科
學院首席高級硏究員尧天然藥物硏究所所長尧梅西大
學敎授尧高益槐敎授系國際著名眞菌硏究專家袁開展
靈芝及其孢子粉系列硏究袁他説院野新近硏究表明院癌
細胞含有一種牢固的端粒酶袁 保護端粒在細胞分裂
時不受損耗袁 因而有了無窮的分裂能力來破壞人的
機體遥 靈芝和孢子粉提取液能破壞癌細胞端粒酶袁使
該酶分子拉長尧改變尧破壞其活性袁於是癌細胞中的
DNA失去端粒酶的保護袁 這樣每分裂一次就縮短一
次袁隨着DNA耗盡袁癌細胞也停止分裂而衰亡遥 冶又
説院野靈芝及其孢子粉還可通過直接刺激淋巴細胞增
殖袁刺激白介素-z(II-Z)産生袁刺激腫瘤壞死因子産
生尧促進巨噬細胞呑噬能力尧促進殺傷細胞渊NK冤活
力袁增強網狀內皮系統功能袁增強免疫功能等作用遥 冶
又如院從單味中藥篩選抗癌有院欖香烯渊莪術冤尧華蟾
素渊蟾酥冤尧康萊特渊薏米仁冤等曰有的從復方硏究有院
當歸龍薈丸治療白血病有效袁經分析關鍵是靑黛袁後
來又在靑黛中提取抗癌活性成分靛玉紅遥 在復方硏
究規律一般先有臨床療效 渊或文獻記載冤 爲篩選對
象袁接着開展體內外抑癌試驗袁再劑型硏究及臨床驗
證遥 近年臨證有效的袁爲復方天仙丸尧參蓮膠囊尧大黃
蟄蟲丸等等遥

在開展治癌實驗硏究中成績不少袁 但具體存在
問題也有袁硏究中藥的單味渊包括草藥單味冤不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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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歷代以來復方袁因爲療效相異遥 另一方面發現在抗
癌篩選渊實驗硏究冤有效藥物袁臨床應用往往效果欠
佳袁甚至無效遥 因此抗癌療效是通過人機體中介作用
下産生的袁有的中藥抗癌機理十分複雜袁目前篩選的
方法不可能全部闡明其機理袁 故抗癌硏究今後仍需
深入尧廣泛尧精密設計出實驗硏究方案及措施遥
5 治癌關鍵是在臨床中西醫結合

大量的臨床實踐證明院 中醫藥能改善癌症患者
症狀袁改善生存質量袁延長生存袁並能縮小腫物或穩
定腫物袁減少放療尧化療的不良反應袁有規劃與手術尧
放療尧化療相配合袁開展中西醫結合可使遠期療效提
高遥 兹分述如下院
渊1冤 中醫藥與手術結合院 患癌症若能早期診斷可以
採取手術曰若到中期癌症手術就不徹底袁術後可能復
發尧或轉移曰晩期癌症就不是手術適應症遥 我們認爲院
手術前應用中藥治療來改善患者體質尧 提高肝功能
和心腎功能曰 手術後服中藥可減輕某些手術後不良
反應渊如出汗尧發熱尧食減尧腹脹尧便秘或腹瀉等等冤袁
若長期用藥可提高體質袁提高遠期療效遥
渊2冤 中醫藥與化療結合院 患癌症後應用化療常發生
消化道的不良反應袁 化療期間血象中以白細胞減少
最爲突出袁應用中藥有助于改善這兩方面的反應曰有
的化療藥物對心腎功能影響袁 中藥也可改善心腎功
能曰通過辨病辯證中藥可改善體質袁尤其在化療間歇
期服藥爲完成療程準備條件和提高遠期療效遥
渊3冤 中醫藥與放療結合院 根據不同放療部位可引起
不同的放療反應渊腹部放療院腹痛尧脹尧瀉曰胸部放療院
咳嗽尧胸痛曰頭部放療院口干尧咽痛等冤應用中藥可改
善這些反應曰放療對某些癌症可出現後遺症渊宮頸癌
放療引起遠期直腸膀胱反應曰 肺癌放射引起遠期的
放射性肺炎或放射性脊髓炎等冤中藥可防治曰放射後

常服中藥可減少復發袁減少轉移袁並提高遠期療效遥
渊4冤 中醫藥與免疫治療結合院 過去主張單一免疫製
劑治療袁近年以多種免疫治療在臨證取得較好療效遥
中藥可提高免疫功能袁如黃芪尧小柴胡湯等在實驗中
能增強LAK細胞活性的作用遥 故有可能中藥增強其
效果遥

在臨床中西醫藥綜合多種治療渊手術尧放療尧化
療尧免疫製劑尧中藥尧草藥等冤對某些癌症已取得遠期
效果袁並減少副作用和增強體質袁這是我門應該進一
步探討的關鍵問題遥 我們認爲院渊1冤對中藥輔助治療
應從機理上袁要闡明野增其效尧減其毒尧增體質尧扶其
正冶的道理曰渊2冤按中醫理論辨別癌症患者屬虛尧屬實
渊或虛實夾雜證侯冤揖如對院氣虛尧氣滯尧陰虛尧陽虛尧血
瘀尧痰凝尧痰熱尧濕熱尧濕聚尧熱毒渊毒火冤等铱深入硏究
其證尧治尧方尧藥遥 我們臨證中運用補氣尧行氣尧補陰尧
補陽尧活血尧化痰尧化濕尧清熱解毒等治療袁有時療效
欠佳袁甚至臨證辯證細詳人不能取效袁原因在于以上
野證冶表現僅是癌症過程癌狀和體徵袁不是癌症的病
機本質袁故要進一步硏究其本質袁我們暫取名爲野癌
毒冶曰渊3冤要開展攻克野癌毒冶袁抓住主攻方向袁把中藥尧
草藥等能針對性強的對野癌毒冶治療袁如斑蝥治肝癌袁
冬凌草治食道癌袁三尖杉治療白血病袁將癌毒清除袁
癌瘤縮小袁這也是辨病施治硏究內容曰渊4冤要發揚中
醫特色袁揚長避短袁辨病辯證相結合袁開展多方位的
綜合治療袁諸如院除中醫中藥尧草藥尧單驗方尧秘方等
之外袁運用藥膳食療尧氣功鍛煉尧中醫情志療法等等遥
渊關於藥膳尧氣功尧情感這三方面輔助治癌療法袁因限
篇幅袁另文闡述遥 冤

渊蘇晉南資歷簡介院香港中醫診療院尧中醫主任醫師尧福建

中醫藥大學香港校友會創會會長尧 福建中醫學院香港中醫藥

硏究院敎授尧美國中華醫藥協會高級顧問遥 冤

八十年代中期袁 從各種渠道聽説有一種新療法
叫野小針刀療法冶袁很好奇袁一直想知道個究竟袁但10
年間一直沒有機會遥 1997年初終如願到北京昌平野長
城醫院冶跟隨朱漢章老師學習遥 下面談談與小針刀相
關的幾個問題遥

一尧朱漢章敎授與小針刀療法
朱漢章出生在江蘇省沐陽縣農村的一個貧窮的

農民家庭里袁早年喪父遥 一九六八年當上赤腳醫生遥
由於認眞鑽硏醫學袁虛心學習袁治愈不少疑難雜症袁

在蘇北尧魯南一帶被稱野小神仙冶遥 有一次袁木匠黃志
伯在幹活時不愼被斧頭砸傷了右手袁手掌腫脹袁拍片
沒傷着骨頭遥 經治療一段時間後袁腫消了袁手卻只能
屈着袁不能伸直袁幾經周折找上朱漢章袁朱漢章開始
用針灸針爲其針灸袁但無明顯改善遥 善用腦子的朱漢
章一直在想院要是有一種比針灸針粗袁又帶刃的刀就
好了袁他找來了8號注射針頭爲其鏟切袁並將病人的
手掌用力拉平袁雖然病人連連呼痛袁但手掌終于能夠
活動了遥 這件事給朱漢章一個啓示院如果有一種比8

談小針刀療法

泉州市中醫院 蘇稼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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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針更粗袁刀口更寬袁完全可以解決一些因各種原因
造成軟組織粘連的疾病遥 經過幾年不斷的摸索尧改
進袁終于發明瞭比針灸針粗袁下端成刀狀袁上端按上
個扁平的柄袁 他把這個自己發明的將針灸針和手術
刀融爲一體的小器械袁稱之爲野小針刀冶遥

由於治療範圍的不斷擴大袁 許多稱之爲疑難病
的一些軟組織病經他治療袁療效大大提高袁影響不斷
擴大袁從偏遠的蘇北袁魯南一直到南京袁求診的病人
越來越多袁 小小的醫療所供不應求袁 這一年是1976
年遥 之後爲了提高專業知識袁朱漢章到北京中醫硏究
院骨傷科硏究所進修遥 1978年通過了全國的中醫師
考試取中醫師執業資格遥 1984年小針刀被江蘇省評
爲科硏成果袁1989年獲37屆尤里卡世界發明奬袁並授
以野軍官勛章冶金牌奬遥 之後朱漢章從山村被調入南
京創辦野金陵骨傷科醫院冶任院長遥 1994年中國中醫
硏究院在北京昌平成立野長城醫院冶床位250張袁朱漢
章任院長遥 在20多年里儘管風風雨雨袁曲曲折折袁經
過朱漢章團隊的不斷創新袁理論不斷開拓袁已形成旣
有理論基礎袁又有技術規範和確實療效的新學科野針
刀醫學冶遥

二尧小針刀療法的理論基礎
小針刀療法是應用生物力學袁運動解剖學尧中醫

的經絡學説和軟組織外科理論來解釋慢性軟組織損
傷的主要機制要要要動態平衡失調遥 其三大病理改變
爲粘連尧疤痕和攣縮遥 同時也闡明瞭引起骨質增生的
根本原因是人體渊骨關節冤力學的動態平衡失調遥 其
病理改變實質是肌腱或韌帶的附着點骨化而形成骨
質增生渊骨刺冤袁採用針刀閉合性手術來切割或剝離
這些粘連尧疤痕和攣縮的變性軟組織袁鏟除骨刺渊實
質是鏟削肌腱或韌帶的附著點冤遥

三尧針刀的作用和機理
1 針刀的形狀院

針刀的形狀象中醫針刺療法的野針冶袁針身亦很
細袁玉形針刀身爲1毫米直徑的圓柱體袁而針尖端爲
0.8毫米的刀刃袁所以在刺入機體時袁是比較容易避開
神經血管等重要組織器官的袁對皮膚也近乎無損傷袁
出針後袁只留下一個微小的針孔遥

針刀的刀刃有一定的鋼度袁比較鋒利袁所以在體
內能很快地切開和剝離變性的軟組織而又不至於卷
刃遥

針刀的針身又有一定的彈性袁 可確保安全地將
刀鋒刺到病竈部位袁並在體內進行滑動袁旋轉袁小距
離移動等操作動作而不會折斷遥

由於針刀旣有針灸的性能袁 又有外科手術刀的
作用袁這種特殊的結構和性能袁能夠確保閉合性手術
的順利而安全實施袁因而袁它具備了以下兩個本方面
的作用院

2 針刀的作用院
渊1冤松解作用院切割或鏟剝粘連尧疤痕尧攣縮或鈣

化等變性組織袁以疏通阻滯遥 順暢氣血袁減輕或解除
壓迫袁消除過于緊張的肌張力等遥

渊2冤刺激作用院如同傳統的針刺方法一樣袁可疏
通經絡袁調節陰陽袁達到鎮痛消腫等目的遥
3 治療的原理

應用針刀在慢性軟組織損傷的病竈渊疤痕尧粘連
或無菌性炎症部位冤處進行松解袁其原理是恢復理化
平衡袁即院解除壓迫或肌漲力袁恢復力學的動態平衡
關係曰改善病變組織局部的血液循環袁恢復局部組織
細胞的代謝平衡關係袁 其生物尧 物理和化學變化如
下院

渊1冤生物物理方面的變化院
松解手術時的機械力寅通過生物電及壓電學原

理寅機械能轉換成熱能寅渊小血管擴張寅血液營養
向松解處滲灌刺激局部末梢神經寅血液尧 淋巴循環
加快冤寅病變組織的營養加強寅病變組織局部的新
陳代謝和免疫能力提高寅松解剝離開來的殘存疤痕
組織被吸收軟化寅渊對周圍神經血管的壓迫解除冤寅
生物物理方面的力恢復平衡遥

渊2冤生物化學方面的變化
松解手術時的機械刺激寅分解局部的組織蛋

白寅末梢神經介質積極增加寅産生血管神經的活性
物質袁降低致痛物質緩激肽袁5-輕色胺在血清中的含
量寅使作用于游離神經末梢感受器的大量陽離子被
陰離子置換寅活躍局部組織的功能寅調整神經機
能寅鎮靜並使疼痛減輕或消失寅生化方面平衡恢
復遥

四尧針刀的操作要要要閉合性手術
針刀閉合性手術方法應是在嚴格無菌操作規範

前提下進行
四個步驟院
1尧渊1冤體位的選定曰渊2冤治療點的確定曰渊3冤刀口

線的選擇曰渊4冤刺入前的加壓分離袁使附近的血管神
經分開遥

2尧手術八法院渊1冤橫行剝離法曰渊2冤縱行剝離法曰
渊3冤通透剝離法曰渊4冤切開剝離法曰渊5冤鏟起剝離法曰
渊6冤切割剝離法曰渊7冤鏟削骨刺法曰渊8冤鑿骨法

五尧小針刀適應症的選擇
小針刀療法的適應範圍很廣袁 但目前已經比較

規範或定型的袁 主要是慢性軟組織損傷以及繼發于
軟組織損傷的一些疾患袁至於其它內容袁有待不斷充
實和完善之後袁再廣泛用于臨床遥

軟組織袁主要指的是肌膜袁肌腱袁腱鞘袁滑束尧韌
帶尧關節束尧滑膜尧椎間盤纖維環袁以及關節軟骨等組
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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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組織損傷袁常見有挫傷袁扭傷袁肌腱撕脫袁腱鞘
滑脫尧韌帶破裂尧關節束破裂袁關節微小移位袁肌腱或
腱鞘水腫等遥

渊一冤適用針刀療法治療的疾患主要有院
1.外傷性滑束炎院引起滑束炎的原因袁主要有外

傷尧感染尧化學刺激以及類風濕性關節炎等遥 常見的
有喙突下外傷性滑束炎袁橈骨粗隆滑束炎等遥

2.腱鞘炎院以出現彈響或交銷症狀時最適宜遥 損
傷初期袁由於腱鞘內有炎症滲出袁以封閉治療效果較
好袁其後袁發展到局部疼痛與患指活動不利袁但尙無
彈響和交銷時袁運用手法袁針刺及藥物外刺激都有明
顯療效遥 常見的有手指屈肌腱鞘炎袁橈骨莖突狹窄性
腱鞘炎等遥

3.肌肉筋膜炎院肌肉或肌肉的膜損傷後袁在修復
的過程中袁由於治療或者本身的原因袁使它們之間或
它們與周圍的韌帶尧肌肉尧骨質粘連或變性增厚袁壓
迫血管袁神經出現疼痛等症狀遥 針刀法對松解粘連和
變性軟組織袁繼而清除對血管袁神經的壓迫有較好的
療效遥 常見的有三角肌下緣肱三頭肌中段的肌筋膜
炎袁頸夾肌的肌筋膜等遥

4.未端病院指肌腱或韌帶附着處的骨膜或肌腱的
點狀鈣化或粘連袁以及骨膜變性增厚袁並出現疼痛和
功能性障礙等症狀和體徵的一種疾患遥 應視具體損
傷組織袁分別在骨膜上或肌肉與韌帶上病竈處袁施以
針刀治療遥 常見有斜方肌起止點尧喙肱韌帶起止點尧
膝內外側副韌帶起止點尧胸銷乳突肌起止點尧腰三橫
突末端病等遥

5.陳舊性外傷性骨膜炎袁外傷致使骨膜及膜下出
血袁在修復過程中與周圍軟組織粘連出現體徵遥 針刀
可有效松解粘連遥

6.骨骺炎院又稱作軟骨炎或骨發育障礙病袁是發
生於靑少年袁尤其是靑少年運動員的特有疾患遥 外傷
以及性成熟期骨骼迅速生長牽拉肌腱尧 韌帶造成骨
骼血液供應障礙袁繼而引發組織細胞脆變性袁壞死以
及骨骼生長髮育不良等病理改變遥 主要的臨床表現
爲院局部疼痛袁腫痛袁壓痛袁活動時疼痛加劇袁以及活
動受限遥 常見的有脛骨粗隆或跟骨等的骨骺炎遥

7.增生性關節院也稱骨質增生袁對源于牽拉應力
型骨質增生袁針刀療法最有顯效遥 而對源于應力或漲
應力所致的壓力型與漲力型骨質增生袁 則因位置較
深及恢復壓應力與漲應力的正常平衡狀態較難袁所
以針刀療法僅對症狀緩解有效袁如足底的跟骨骨刺遥

六尧禁忌症
小針刀法作爲一種閉合性手術方式袁 有與各種

手術相同的一些原則的禁忌症遥 例如院
渊一冤全身發熱遥
渊二冤嚴重內臟疾患的發作期遥

渊三冤施術部位明顯紅尧腫尧熱以及有皮膚疾患遥
渊四冤施術部位壞死或有深部膿腫遥
渊五冤凝血機制不健全者遥
除原則性的禁忌症之外袁 針刀療法還有其特定

的禁忌症袁主要有院
渊一冤針刀施術部位有重要的神經或主要臟器袁

進刀時無法避開袁有可能造成損傷者遥
渊二冤腦源性疾患所致的運動系統症狀遥
渊三冤急性軟組織損傷渊需要放血袁以及慢性軟組

織以外傷爲誘因的急性發作袁不在此範圍冤遥
渊四冤風濕性肌炎尧關節炎以及類風濕關節炎的

化驗爲陽性結果的活動期遥 但在靜止期內針刀療法
可以緩解局部症狀和恢復部分功能遥

渊五冤因內臟臟器器質性病變袁反射到體表的牽
涉或放射性疼痛袁針刀療法不宜遥

渊六冤診斷不清或損傷部位不能確定時袁不能進
行針刀治療遥

渊七冤疼痛部位觸不到軟組織異常改變或不能用
解剖學袁運動學袁生物力學予以解釋者袁應進一步明
確以後再判定能否用針刀療法治療遥

七尧注意事項
儘管針刀療法是相對安全的療法袁 我們仍需按

各項要求袁規範地進行治療遥 尤其一些注意事項袁是
在大量臨床實踐的基礎上袁 從經驗和敎訓總結出來
的袁對我們很有指導意義袁必須時時重視遥

注意事項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渊一冤清晰針刀點局部神經尧動靜脈尧肌肉組織的

走行及分布袁以及如何才能避開不損傷它們遥
渊二冤逐層體會針刀下的感覺袁鑒別是病變軟組

織還是正常軟組織袁在不超過病竈範圍袁不超過病竈
層次的要求下進行松解治療遥

渊三冤密切注意患者在治療中的感覺及變化
1.沿神經走行路線的放射性袁擊電樣疼痛或麻木

或不自主彈起尧 抬動是刀刃觸到神經根或神經干的
感覺袁應稍提起並略改變方向遥

2. 患者疼痛甚袁 可能是刺中血管或神經末稍之
故袁應立即稍提並改變方向避開遥

渊四冤提示何種情况應配合何種其它治療爲輔助
治療袁向病人吿知再次進行針刀的間隔時間袁做何種
主動活動等功能鍛煉方法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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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中医院简介

晋江市中医院是一所中医特色浓厚尧中西医结合优势突出尧融医疗尧教学尧科研尧康复尧预防和保健为一体
的非营利性国家二级甲等中医院袁福建省中医学院临床实习医院遥 福建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院遥

医院基本情况

医院设有门诊部尧急诊医学部尧住院部袁编制床位520张袁职工总数741人遥 开设20多个临床科室袁7个医技
和保障科室袁同时设立15个独具特色的中医专科专病门诊遥 配备了进口1.5T磁共振尧16排CT尧单螺旋CT尧数字
胃肠机尧DR尧CR尧各類電子內窺鏡尧生化儀等大型设备袁固定资产超亿元遥 2010年袁医院门诊量540233人次袁出

院病人16942人次袁业务总收入达1.0269亿
元袁手术台数4636袁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
比例24.25豫袁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同步提高遥

基础设施配套
医院占地面积约48亩袁 业务用房

36757平方米袁门诊大楼面积9860平方米袁
病房大楼建设面积26897平方米袁 地下一
层袁地上12层袁设置病区8个袁床位450张袁

ICU13床遥 配套有中央空调尧中心供氧尧中心吸引尧中央热水和智能化的综合布线袁是一座现代化的住院综合
楼遥大楼还包括中心供应室尧静脉输液配置中心尧影像检查尧病區檢驗室尧层流手术室尧产房尧体检中心等科室遥
其中袁中心供应室尧净化层流手术室尧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的建设和功能配置在医疗行业属领先水平遥

坚持中医特色
多年来我院把中医药的核心文化渊包括仁尧和尧精尧诚冤融入我院的办院方向和远景目标袁在工作实践中袁

我们尤其注重内涵袁多措并举袁以求实效遥 从医院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尧行为规范体系建设尧环境形象体系三
个层面袁不断丰富中医药文化元素袁努力构建以廉洁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医院文化遥 我院制定野推进医院科学
发展袁 加快中医药文化特色浓厚的园林医院建设为主
题冶工作方案袁通过我院文化的创新和建设袁内强素质袁
外塑形象袁增强凝聚力袁提高竞争力袁实现医院文化与医
院发展战略的和谐统一遥 2010年我院推荐位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第二批中医药文化建设试点单位遥 医院的中药的
使用量位居泉州所有医院前列遥

几年来袁在晋江市委尧市政府和各级各主管部门的
关心指导下袁 我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不断加强袁医
院规模尧 学科建设和服务份额等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遥
特别是近几年来袁我院积极构筑中西医结合工作平台袁融现代经营管理理念遥 对外提供人性化服务袁对内实
行以人为本的人文管理遥 发挥自己优势袁打破思维定势袁整合医疗资源袁拓宽医疗市场袁创新内部管理袁激发
活力遥 医院根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求袁通过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的改革袁进行管理流程再造袁围绕野急
诊急尧门诊快尧病区质尧检查准尧取药便尧疗效佳冶的医疗服务目标袁规划设置医院行政管理机构袁创新管理模
式袁致力于医院信息系统建设袁优化医疗服务流程袁贴近社区民众的需求袁打造服务品牌袁探索社区民众的诉
求袁努力形成自己的服务特色袁冲出了制约发展的瓶颈袁步入良性发展轨道遥 医院把追求单位自身发展与实
现社会责任相协调作为工作目标袁实现公立医院的社会责任袁注重公益袁关注公平袁体现可及性遥 以提供服务
的可及性和适宜性袁保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来凸显公益和公平袁得到社区群众的认可和业界的高度评价袁树
立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力遥

晋江市中医院地址院晋江市泉安中路1105号 聯系電話院0595-85674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