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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继续办好本版面,现将版面安排和设置栏目介绍
如下,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现 有 栏 目

岐黄论坛 内容包括对中医基本概念、传统理论、
各种学说的探讨与争鸣,对中医文献、中医科研思路方
法的研究,以及中医学术发展、中医经验传承等问题的
探讨。

经典探微 针对《内经》、《难经》、《伤寒论》、《本草
经》以及温病经典、中医古籍,阐发其内涵之微妙,运用
之心得。

诊疗心悟 临床诊治各种疾病过程中的各种辨证
经验、用药体会等。

名医名方 面向首届国医大师,第一、二、三、四、五
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名中医;正高职称的高年资
中医药临床工作者。征集他们的毕生心血、临床验之有
效的方剂,包括方剂组成、功能、用法、方解、加减等。

医门传薪 全国及各省名老中医临证经验、诊病思
路的总结,以及学生弟子们的跟师体会和实际应用。

验案赏析 特殊医案、疑难病医案的讲解与分析。

新 开 设 栏 目

经方论坛 有关经方的理论研究、条文训诂、各家经
方学说、临床诠释,及临床各科运用经验等。欢迎分享学
习运用经方的心得体会,更欢迎探讨在研究、临床中遇到
的挫折和待解难题。

临证切磋 各位医师在个人网页上发表的危急、有
趣案例,文后附网友有理有据的点评或与网友间的问答
交流。意在开拓、启发临床思维,通过病案讨论加深对某
病、某方、某药的理解。

投稿：请登录中国中医药报首页，点击“社外人员投稿”
栏目进入。原投稿邮箱cntcm@263.net.cn在过渡期内仍可
使用，之后将全面使用在线投稿平台。详情请致电 010-
84249009转6304咨询。（本版稿件请在标题中标明4版）

投稿版权说明
来稿需为本人原创作品，不得一稿多投,作者依法

享受所投稿件的著作权,稿件一经使用，即表明作者已
同意将该作品的专有使用权授予中国中医药报社，本
报社享有专有使用权的范围为世界范围及网络。作者
一经投送作品，即视为已同意并接受上述全部条款。

征稿启事

本版所载方药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水蛭与生大黄

朱良春常取水蛭 100克，生大黄
50克，共研细末，装0号胶囊，每服
5~8 粒，每日 2 次用于肾病综合征的
治疗。有活血散瘀、涤痰泄浊之功
效，可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加用此
两药，改善患者血液流变学和脂质
代谢异常，消退水肿，对改善肾功
能颇有帮助，显著提高疗效。

乌药与金钱草

二者配伍可解痉排石，用于治
疗肾及膀胱结石绞痛。二者用量均
较常规量大，一般乌药 30 克，金钱

草 90 克。《本草从新》 云：“乌药上
入脾肺，下通膀胱与肾。”朱良春认
为大剂量乌药有止痛作用，以之配
伍金钱草，可解痉排石，治疗肾及
膀胱结石绞痛，屡收显效。

鸡内金与金钱草

一以化石，一以排石。金钱草
清热利尿、消肿排石、破积止血，大
剂量使用，对泌尿系结石的排除尤有
殊效。他自拟“通淋化石汤”（鸡内
金、金钱草、海金砂、石见穿、石韦、冬
葵子、芒硝、六一散、桂枝、茯苓）疗效
可靠。

生地榆与生槐角

生地榆、生槐角为治淋药对，生
地榆凉血清热力专，直入下焦凉血泄

热；生槐角入肝经血分，清泄血分之
湿热。淋乃前阴之疾，足厥阴肝经
循阴器，绕腹里，肝经湿热循经下
行，导致小便淋漓涩痛，生槐角泻
肝凉血利湿，每建奇功。二者配伍
治淋，能迅速缓解尿频、急、痛等
尿道刺激症状，并有明显的解毒、
抑菌、消炎作用。

白槿花与白花蛇舌草

白槿花轻清解毒、利湿凉血，且
甘补淡渗，气血两清。白花蛇舌草甘
寒微苦，清热利湿解毒通淋为治淋要
药。朱良春以生地榆、生槐角、白槿
花、白花蛇舌草四药为主，自拟清淋
合剂（生地榆、生槐角、大青叶、半枝
莲、蛇舌草、白槿花、飞滑石、甘草）治
疗淋证效果颇佳。

朱良春治肾病对药（下）

全身肌肉跳痛者中医称为“动”，
以如有虫伏肌肤间，肌肉皮肤跳动为症
状，其病机复杂多样。重庆市名中医、第
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
作指导老师曾定伦主任中医师勘彻病
机，治疗此病常应手而效。举例述之。

谭某，53岁，女性，2012年 9月 4日初
诊。

刻诊：感全身肌肉游走性跳动及眼睑
跳动，头昏纳呆，稍感腹胀，眠差，易惊醒，
入睡困难；舌淡红，苔薄白稍滑，脉弦。

治法：清热化痰，通络祛风。
方药：半夏泻心汤加减。
组方：法半夏 12克，陈皮 6克，黄连 6

克，茯苓 20克，胆南星 10克，枳实 6克，竹
茹12克，天麻12克，蔓荆子15克，钩藤15

克，地龙 6 克，砂仁 6 克（后下），僵蚕 10
克，蜈蚣 2 条，全蝎 6 克，白芷 12 克，鸡内
金30克，白术20克，甘草6克。

6剂，水煎服，每日1剂。
10月9日二诊：服药后全身肌肉游走

性及眼睑跳动症状消失，感右口角跳动，
时有抽搐感，怕风，遇冷风则流清涕，打
喷嚏；舌淡红，苔薄白，脉细弦。

治法：固表实卫，调和营卫，祛风通
络。

方药：桂枝汤、玉屏风散合苍耳子散
加减。

组方：桂枝 12克，白芍 12克，白芷 10
克，大枣 12 克，黄芪 30 克，茯苓 15 克，白
术 30 克，防风 6 克，苍耳子 12 克，辛夷花
12克，蝉蜕6克，乌梅12克，柯子10克，五
味子 10克，细辛 6克，干姜 10克，天麻 12
克，钩藤30克，僵蚕15克。

6剂，水煎服，每日1剂。
10月24日三诊：服药后怕风，遇冷风

则流清涕，打喷嚏症状明显好转，口角跳
动，抽搐感减轻，精神状态转佳，稍感腰
膝酸软；舌淡红，苔薄白，脉细软。

治法：固表实卫，健脾益气，补益肝
肾。

方药：玉屏风散合桑膝地黄汤加减。
组方：黄芪 30克，茯苓 12克，白术 20

克，防风 15 克，山药 30 克，山茱萸 20 克，
枸杞子 25克，桑寄生 30克，熟地黄 30克，
淫羊藿 30克，牛膝 30克，续断 20克，牡蛎
30克（先煎），龟甲30克（先煎）。

6剂，水煎服，每日1剂。获愈。
按：全身肌肉跳痛中医称为“动”，

以如有虫伏肌肤间，肌肉皮肤跳动为症
状。关于“动”的中医辨治，历代中医
述其病机多样：有太阳病，发汗过多，汗

出不解者，如真武汤之主治；有温病后
期，邪热灼伤真阴，经脉失于濡养者，如
大定风珠之主证；有下元虚衰，虚阳夹痰
浊上泛，堵塞清窍及脉络者，如地黄饮子
之所治。

本案患者以全身肌肉游走性跳动及
眼睑跳动为主症，伴见纳呆腹胀，眠差，
易惊醒，苔滑，脉弦等症，四诊合参，为脾
肺气虚，痰浊内生，痰热内阻经络，经脉
失养生风所致。

曾定伦首诊以黄连温胆汤为主方，
加入钩藤、地龙、僵蚕、蜈蚣、全蝎等息风
通络之品，以清化痰热，通络祛风。

二诊上症消失，唯留口角抽动，考虑
经络之痰热已祛，独留风痰上挠清窍；怕
风、自汗为脾肺气虚，营卫生化之源匮乏
所致，故二诊以玉屏风散合桂枝汤固表实
卫，调和营卫为主，加入蝉蜕、天麻、钩藤、
僵蚕、白芷、细辛温经通络，开窍息风。

三诊上症均缓，他以玉屏风散加桑
膝地黄汤健脾益气，补益肝肾，健脾肺以
杜其生痰之源，补肝肾以防内风再起。
步步为营，堪为典范。

黄连温胆汤止“动”

咳嗽虽然是一种常见病，但病因较
复杂。笔者治疗的咳嗽病例，病经基本
都包括手太阴肺经，但还包括足少阴肾
经、足太阴脾经、手厥阴心包经、任脉、督
脉等，变化多样。故临床中，咳嗽和具体
经络应根据经络诊察与经络辨证来对
接；同时，经络诊察的结果还必须对接其
症候结构。

各经咳嗽的辨析与治疗

单纯手太阴肺经诊察异常的咳嗽，
若为实象，如有黄痰、咽痛，取合穴尺泽；
若为虚象，有久咳不愈、恶寒、气短无力，
可取太渊、肺俞或募穴中府。尺泽和太
渊也可配其络穴列缺，宣肺通络。若伴
有胸痛或咯血，可配郄穴孔最，止痛止
血。若伴有咽喉肿痛，可在井穴少商放
血清热解毒。

有的时候，经络诊察会发现手太阴
经无异常，手阳明经反而异常。根据表
里经的相关性，此时可以使用手阳明大
肠经的腧穴，通过疏散食管周围的气血
缓解咳嗽。同理，如果有咽喉肿胀，也可
以取手阳明经井穴商阳放血。

咳嗽也可由于足太阴脾经异常引
发。若脾气虚，脾气不升，肺气不降，导
致咳嗽。太阴经行津液，帮助水液代谢，
如太阴经失常可生痰；脾为生痰之源，肺
为贮痰之器，从而导致咳嗽伴有痰。在
这种情况下，取手足太阴经的腧穴。

若为实象可调节本经的气机，取其
合穴尺泽、阴陵泉。虚象可取其原穴太
渊和太白。也可以考虑灸脾和肺的背俞
穴。若本脏的功能失常，可考虑取其募
穴中府和章门。中府可用揲法，章门可
揲可针刺，均有一定治疗效果。

若是手太阴经和足少阴经并病导致
的咳嗽，同时有手足太阴经异常，可考虑
以下的配穴：肾阴亏虚引起的干咳，可取
复溜配尺泽或列缺；肾阳虚，肾不纳气所
致咳嗽，伴有恶寒、腰膝凉，可以取太溪
配太渊或列缺：当咳嗽伴有咽喉干燥、声
音嘶哑可取照海配列缺或尺泽，其余配

合的手太阴经腧穴要随症取。
手厥阴经也可引起咳嗽。“心主手厥

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
下 膈 ，历 络 三 焦 。 其 支 者 ：循 胸 出 胁
……”（《灵枢·经脉》）胸膈有郁热，上逆
犯肺，导致咳嗽黄痰、口干苦等症。若厥
阴经异常，有咳嗽黄痰，伴有烦躁等症，
可取大陵、行间清厥阴经的郁热。若咳
嗽的实象较明显，取曲泽、曲泉，调理本
经的气机。

任脉也可以用于治疗咳嗽伴有胸
闷、胸胀、胸痛等症，或有一部分患者感
觉咳嗽源于任脉胸骨处的固定部位，常
用任脉腧穴璇玑至膻中一带，采用揲法
或针刺。选穴不宜过多，一个腧穴足
够。选腧穴时，必须先循摸任脉，看是否
有异常。

督脉为阳脉之海，因此可以取督脉
的腧穴治疗外感咳嗽或虚象咳嗽。如风
寒咳嗽，有白痰、恶寒等症，可悬灸大
椎 15~20 分钟。大椎有固表散寒的作
用。风热咳嗽，有黄痰、身热等症，可
以点刺大椎。慢性咳嗽也可取陶道、身
柱等穴。

腧穴的选择取决于病人的具体症
状。慢性咳嗽有虚象可以考虑选原穴，
还可以考虑灸相关的背俞穴，或取相关
的募穴；另外久咳不愈也可以灸膏肓：

“久嗽，最宜灸膏肓穴，其次则宜灸肺俞
等穴，各随证治之。”（《针灸资生经》）背
俞穴对本脏有温阳行气的功能，募穴调
节本脏代谢废物的排除。因此背俞穴适
合用于阳虚咳嗽，募穴适合用于本脏功
能失常的患者。切记，所有的经络腧穴
都可以参与治疗咳嗽，关键在于辨经选
经的准确。

症候与经络诊察相结合

“咳嗽”包括“咳”和“嗽”两个症状。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述：“咳谓无痰而
有声，肺气伤而不清也；嗽是无声而有
痰，脾湿动而为痰也。咳嗽谓有痰而有
声，盖因伤于肺气动于脾湿，咳而为嗽
也。”（笔者临床上习惯把两个症状写成
一个症状，仅写“干咳”则指咳，“白痰”则

指嗽。）
《素问·咳论》曰：“五脏六腑皆令人

咳，非独肺也。”咳嗽的脏腑辨证和辨经
可从肺开始考虑，但还要看病因是否涉
及其他的脏腑或致病因素。由此寻找病
根，尤其在单取肺经腧穴无效时，应该
仔细询问咳嗽的性质、部位、伴有症状
及发病时间，分析症候结构，再把症候
与经络诊察结合，才能准确把握证治。

例如，是阵咳还是连续性咳嗽？咳
嗽的部位在咽喉里还是来自胸或腹？除
咳嗽之外有什么伴见症状？察经后发现
哪条经脉与咳嗽有关，且在这些经脉里
面，哪条经脉为主要病变经脉？这些都
有辨证价值。在《诸病源候论》里有详细
分析。

咳嗽的部位有咽喉、膈、气管、肺。
浅咳为咽喉痉挛咳嗽；深咳或在气管，或
在横膈。应仔细询问患者气逆的部位，
尤其是慢性咳嗽可在胸膈或脐下。咳嗽
如有痰说明有病邪，根据痰的性状和颜
色能知道源于何种病邪（风、寒、暑、湿、
燥、火），来自身体的哪些部位及身体寒
热虚实状态。

咳嗽的伴有症候包括：胸膈疼痛，
或牵连到腹部，或胃脘痛，或咳嗽引起
遗尿，或咳痰带血丝，或发热，或不发
热，或发低热等等。《诸病源候论》 解
释，根据不同的发病季节，先受邪的脏
与季节有关，因此咳嗽的症候结构往往
会体现于所在脏腑的范围、性质和伴有
症状。五脏之咳日久不愈，可能传给六
腑。

因此，医生必需首先熟悉怎样分析
咳嗽的症候结构才能进行治疗。《中国医
学大辞典》中根据病邪、所在脏腑、发病
时间与特点把咳嗽分为 8种证型，患者却
不会准确地按照书本得病，辨证论治必
须灵活。

以下仅为咳嗽的基本辨经思路，具
体诊治必须根据患者个体经络改变以及
症候的呈现来判断。

风寒证型：咳嗽咽喉发紧，背部发
紧，背寒。稀白痰或无痰或少痰。脉浮
紧，苔薄白。

常见变动经脉：督脉、太阴经、手阳

明经。
选经：根据辨经，可选督脉、手太阴

经等。
选穴：大椎、列缺等。
风热证型：痰较稠，甚者痰黄。
常见变动经脉：督脉、手太阴经、手

阳明经。
选经：根据辨经，可选督脉、手太阴

经等。
选穴：大椎（或陶道）、尺泽等。
燥热证型：干咳无痰，或带少量血

丝。由外感咳嗽传变而来者居多。
常见变动经脉：手太阴经、手阳明

经、手厥阴经。
选经：根据辨经，可选手太阴经、手

厥阴经等。
选穴：孔最、（咳血多时加）曲泽等。
湿痰证型：咳嗽痰多，痰出后则咳嗽

减轻。
常见变动经脉：太阴经、阳明经、任

脉。
选经：根据辨经，可选任脉、太阴经、

阳明经等。
选穴：中脘、丰隆、列缺等。
肝火证型：咳嗽气逆，无痰，咽干。
常见变动经脉：太阴经、厥阴经、少

阳经。
选经：根据辨经，可选少阳经、手太

阴经等。
选穴：外关、足临泣、尺泽等。
阴虚证型：干咳少痰，痰如小核，或

白或灰。
常见变动经脉：太阴经、厥阴经。
选经：根据辨经，可选手太阴经、足

少阴经等。
选穴：尺泽、鱼际、复溜等。
气虚证型：久咳，劳累后咳嗽不断，

甚者无力，或咳嗽同时遗尿（肾虚），以女
士为主。

常见变动经脉：太阴经、少阴经、任
脉。

选经：根据辨经，可选任脉、太阴经
等。

选穴：太渊、太白、气海等。
（咳嗽病案曾刊发在6月27日、7月

4日本版“验案赏析之经络医学”栏目中）

辨经选经治咳嗽
全身麻木案

曾某，男，72岁，门诊病例，
2009年9月25日初诊。

主诉：全身麻木2年。患者
2 年来全身麻木，疲乏，步行
不稳，头昏沉，伴颈胀，时作
呕逆，咳嗽；查舌红，苔薄
黄，脉弦细。

辨证：气虚兼风客络阻。
治法：益气搜风，舒筋活

络。
主方：黄芪虫藤饮。
组方：黄芪 30 克，全蝎 5

克，地龙 10克，僵蚕 15克，蜈蚣
1 条，鸡血藤 15 克，海风藤 15
克，钩藤 15克，天麻 20克，葛根
30克，法半夏 10克，黄芩 10克，
甘草6克。

15剂，水煎服，日1剂。
10 月 11 日 二 诊 ：全 身 麻

木、头昏、颈胀减轻，仍疲乏，行
步不稳；查舌红，苔薄黄，脉弦
细。守方不变。

服药 1 月后，各症明显好
转。

按：叶天士对痹久不愈，邪入于络者，用活血化瘀
法治疗，并重用虫类药剔络搜风。本案患者年老体弱，
气血不畅，身麻，步履不正，以黄芪虫藤饮治之。取黄
芪益气通络，虫类药搜剔经络，鸡血藤、海风藤、钩藤活
血、祛风通络，全方共具益气搜风、舒筋活络之功效。
方证合拍，故取良效。

畏冷、关节疼痛案

甘某，女，53岁，门诊病例，2011年7月7日初诊。
主诉：畏冷 2 年，多关节痛 8 年。患者近两年来周

身畏冷、尤以双上肢和背部为甚，且有多处骨节疼痛史
近 8年，自汗。曾以中西药治疗无效。今查舌苔薄白，
脉细。

辨证：阳虚寒凝，兼表虚不固。
治法：温阳散寒，益气固表。
主方：阳和汤合玉屏风散。
组方：熟地 15克，白芥子 15克，麻黄根 3克，干姜 5

克，肉桂 4克，鹿角胶 15克（烊化），炒白术 10克，防风 8
克，黄芪30克。

15剂，水煎服，日1剂。
7月 24日二诊：畏冷、骨节疼痛、自汗均减；舌苔薄

白，脉细。前方再进10剂。
半月后诸症显减，病情平稳，守原方15剂后，病愈。
按：此案患者因阳虚寒凝则畏风、畏冷，血脉痹阻

则骨节疼痛，阳虚卫外不固则自汗。阳和汤具有温阳
补血散寒通滞之功，玉屏风散具有补气固表之用，二方
相配，相得益彰，使痼疾获愈。

（熊继柏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李点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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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居易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 邱 敏 重庆中医院曾定伦名医工作室

医家张子和云：“《内经》一书，惟以气血流
通为贵。”此说揭示了《内经》的精髓。今观临
床，因气血不畅、瘀血为病者多；冠心病、脑血管
意外等，均与气血运行不畅有直接关系。

《医学入门》一书中记载：“人知百病生于气，
而不知血为百病之胎也。凡寒热蜷挛、痹痈、瘾
疹、瘙痒、好妄、好狂、惊惕、迷闷、痞块、疼痛、癃
闭、遗溺等症，及妇人经闭、崩中、带下，皆血病
也。”所谓血病，就是因瘀血所致疾病。人之血脉
通而不畅，或部分不通，均可导致疾病发生。

《灵枢》指出：“经脉者所以行气血而营阴
阳，濡筋骨，利关节。”“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
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也”。提示了经脉流畅
也在于血液之调和，血和则经脉流畅无阻。《内
经》很强调气血流通和“营卫生会”，有“乃化而
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也有“人之所以成
生者，血脉也”之说。

故历来医家均把血放到首要地位，认为，血
液的通与通而不畅，或部分不通，是决定健康与
否的关键。

气血贵在流通
□ 王金亮 山西省平遥中医院

症候分析结合经络诊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