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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选登
注：以下内容均选自杜建华先生所著的《新概念针灸学》书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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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针灸学》前言
与其说这本书是写给当代人看的，不如说这书是给未来人参考的。

多年以前就有好友劝我写一本针灸书，他希望我能根据自己的所学、所悟去发明一种方便易懂的针
法并成书。前几年有更多的朋友希望我能把自己临床的心得汇编成书，慧泽于临床一线的针灸从业
者。

能留给后人一种或几种自己发明的针法固然是一件好事，可这是我需要如此呕心沥血去做的事吗？
这对我来说意义很大吗？对普罗大众有我所期望那样大的帮助吗？

已经问世且将不断问世的各种针法书还少吗？我可以也有能力那样做，但这肯定不应该是我所真正
想做和要做的事。

有时我常常想自己就像是一个孤独的针灸守望者，或许老天就是让我为针灸而来到这个世上的。

我崇尚经典，但绝对不愿盲从古典；我享受时尚，但一定不会屈从流行。

针灸需探源寻秘、回归真相；针灸更要与时俱进、发展和丰富内涵。

针灸讲的就是一个“真”字，疗效是硬道理。我需要给读者鱼，我更要给信任我的读者渔，我还要
告诉他们哪里有鱼可渔。

这本书二零零八年就已脱稿，每每战战兢兢地修改着一个又一个的观点，生怕由于自己的无知或偏
见误导了热爱针灸的朋友们，然丑媳妇终归还是要见公婆的。

我希望我所做的工作最终能留给世人一套完整的对针灸的重新认识和全面的构造；我希望能为我的
同行揭开数千年来掩在那神秘面纱后的针灸真相；我更希望我能呈现给我所挚爱的读者们一个清晰
的针灸蓝图。

愿一百年后仍有人愿看我的这本针灸书，一千年后还没过时。

窗外瑞雪纷飞，屋内热气洋洋，心中念着曾经授我予渔及给予我很多鱼的师傅们，想着许多与我一
路走过来的朋友们。虽还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把这书稿拿出来了。

感恩上苍、感恩父母、感恩一切有缘的朋友们。

我能给你们的，除了这本书外，献上我的自勉，与君共享：

三指一针伴易数，疗龙治虎心妙出，纵使死生由天定，起死回生精在悟。

杜建华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八日于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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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针灸学》序
至今为人们所推崇的《黄帝内经》所言：“经脉者，所以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

通”（灵枢·经脉第十）。又言:“圣人治病，循法守度，援物类比，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
守经”（素问·示从容论篇第七十六） 。

无数个日日夜夜，我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正确的走到神农、黄帝、歧伯等人
面前去拜见医祖？中医（针灸）的根源该从哪里入手？我们该怎样解读《黄帝内经》？我们又该怎
样由黄帝、岐伯等人的讨论中找到藏在帝王内庭里的针灸奥秘？自楚霸王咸阳一炬后，很多宝贵的
文化化为焦土，那我们除了从王冰所重新编撰的《黄帝内经》里得以窥探外，散落在民间数千年口
传心授的针灸秘技又该怎样找寻？民间所述的那些“五脏动作得其常者曰生理，失其常者曰病理，
气机败坏不可收拾者曰死理”又该怎样用现代的语言来描述其五脏相生、相克的关系？

先人曰：“倾其所欲以学习，知得五行、六气可以运用无穷的，就是上乘的医生；不通数
理、不懂得五行、六气是医学中的代数几何，就是下乘的医生。”那我们又该怎样才能一步步跨进
到上工的行列？

我们该怎样发掘古代珍藏，走到神农、黄帝、岐伯面前，去学那些能四通八达、永世不殆、
却疾延年、解除痛苦的真正的针灸术？

我们如何能真正做一个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仁医？

我们该怎样探究数千年来古针灸学中的奥秘和精髓，与我们的医学大师们促膝长谈，让他们
的智慧启迪我们成长，让我们受益于未来？

我们又该如何吸收、消化当代西方医学的最新成果并为我们所用；既不盲目的崇洋媚外，又
不随意地否认一切当代有价值的医学成果？

对于针灸的研究，一贯是建立在大量的临床基础上的。若没有极为严谨的学术氛围做保障，
那就是成了空中之楼阁或就像是建在沙滩上的华丽房屋，虽可能如海市蜃楼般的美丽，却也只能是
昙花一现，无法经受历史长河的考验。

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渊源流长，十数位恩师的谆谆教诲及数十年的勤学苦探，
所得也仅是祖国针灸宝库中的沧海一粟。我不敢私藏之，故虽还很不成熟，仍愿献给同仁，以达抛
砖引玉之心愿。

“新概念针灸学”（New Concept Acupuncture）是“新概念中医疗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是我积数十年的临床实践，根植古中华医学，吸收、消化西方医学成果，挖掘并总结民间十多
位中医奇人一生及数代人代代相传的心法、针法，融合古今中外诸多医学成果的心得。其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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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零零五年底起在相关杂志、网站、论坛和有关医学交流场所与同行进行了交流和切磋，今整理
成书献给大家。

缆其所学，笔者以初生牛犊之勇在本书中阐述了下列的主要观点和看法：

1. 明确提出““病穴相应”的理论是“新概念针灸学”的精髓之一，同时指出这一理论应
成为针灸学的最主要内容，也是针灸治疗疾病的不二法则。只有真正理解了“病穴相
应”的深刻内涵，才能化繁为易，进入大道至简的境界；

2. 为使大家更好、更容易地理解针灸治病的原理和方法，在“病穴相应”理论的高度指导
下，明确提出古今中外一切针灸治病的原理可简单分成两大系统，即：“经络—腧穴疗
法系统”和“对应—反射疗法系统”，并详细介绍和分析了这两大系统的各自特点；

3. 明确指出针灸治病的三大方法（途径）是”解结“、”调气“和”调神”。并指出针灸
治病的根本大道是调神，对某些大病、重病来说，若不先进行调神而仅仅寄希望于只“
调气”（调气血、调阴阳）或“解结”的话，是很难把病治好的；

4. 以自己多年来对传统针灸的领悟，提出了“治病要穴图”（也称“子午相冲 脏腑别
通”图），高度提炼了三十三要穴。指出只要按其图所示及文中的介绍操作，可治绝大
多数的疾病；

5. 对《黄帝内经》中“入脏”和“归经”的表述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归纳。通过对《黄帝
内经》的深入研究，遵循“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思想精髓，归纳、整理了散落在内
经各篇章中的精华，在明确“三大回环系统”的基础上，总结成具很强临床操作性的“
内经针法”；

6. 对现有的经络—腧穴疗法进行了分析总结，把零散的针法系统总结成了“相关六经法”
，并指出其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方法；

7. 介绍了“经络敏感度测试法”及其在临床上的应用，并对相关的方法优劣作了比较，给
出了临床上经常遇到的一些疾病的具体治疗方案；

8. 在“对应—反射疗法系统”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多年来的心悟和体悟，创立了第二经络
系统——完整的“天易太极球对应—反射疗法系统”。这一系统在治疗疾病时不仅可以
达到数秒除疾解厄之目的，而且能把不同的相应疗法予以统一；

9. 进一步详细介绍了“新概念针灸学”的理论和具体内容，除上述内容外，还提出了“穴
位回归公式”理论，并明确指出治疗疾病时必须要系统考虑“阳性点（区）”、“病根
点（区）”和“高能量点（部）”，同时用图文并茂的方式给出了大量临床上极为有用
的操作思路和方法；

10. 独自以清晰数字剖析古人的五运六气为“日、地、月加金、木、水、火、土五星”系
统，提出了多层次的“天人合一整体思维“观念，并剖析了不同层次所组成的不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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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针灸）中的运用。对“天人合一”中的“天”和“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
一步的，“新概念针灸学”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古人的智慧的结晶，是祖先留给
我们极为宝贵的财富，强调人是地球上的生物，其生命活动和健康与否是与地球的运动
息息相关，也与太阳系中的行星活动密不可分（可据此分成若干个多层次的子系统）；
始终把“对应”和“时间医学（实时医学）”的观念贯穿整个诊断和治疗过程中；

11. 首次明确指出在治疗疾病时，需统盘考虑“母体”、“子体”和“导航”等要素相互之
间的关系和影响。探讨了以母体、子体、导航等诸要素所构成的“生命信息能量反馈系
统”的理论，并指出母体的疾病是一切疾病的根，也就是真正的本；

12. 进一步阐述了“能量理论和公式”的具体应用方法，详细剖析了人体中的一些高能量点
（部）及其在临床上的应用；

13. 首次明确提出，在人体中不仅有很多的免疫细胞处于工作状态，同时还有很多免疫细胞
处于“沉睡”的状态。进一步的研究和临床结果表明，可以通过特定的针刺手段去唤醒
人体中那些沉睡的免疫细胞（激发人体的能量）。在治病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首先去唤
醒人体中那些沉睡的免疫细胞，从而使人迅速从病态恢复到亚健康态，再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恢复到健康态；

14. 指出腧穴是完成导航任务、部分参与输送能量和靶位定向确定，且腧穴本身具有四维的
概念及承担与天地间能量转换与沟通的功能；提出了腧穴可分成“非有效穴”、“有效
穴”和“特效穴”的概念；对针灸临床中的手法、针法、共振效应、子午流注等概念提
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重视针灸过程中共振的概念，以求达到“相协、共振、互渗”的
效果；

15. 强调“整体观念、辨证探因、立体治疗”的针灸治疗模式。指出治病的根本原理是求得
人体阴阳“动态的、相对的、模糊的平衡”；给出了清晰的“辨证探因”的诊断思路，
非常强调治病前的诊断，明确指出“诊断准确的话，随手一针，信手一方皆为神”的理
念 ；系统的“立体治疗”方法（A.整脊、正骨、推按；B.针、灸、放血疗法；C.药物（
内服、外用）；D.心理治疗、气功治疗及康复等等）。强调治病期间及治病后的忌口等
问题；

16. 强调针灸手法在“经络—腧穴疗法系统”中的重要性，其有效的运用对治病可达到事半
功倍的作用。但对“对应—反射疗法系统”而言，针灸手法并非是不可或缺的，其只是
众多的工具中的一种；指出古时的针灸有上工、粗工之分，治疗时粗工守其形，上工守
其神。并指出我们治疗疾病时形神皆需守之。

                                                                                 杜建华 谨识

二零零八年八月六日于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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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针灸学》第一篇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新概念针灸”是怎样看待病人的 ？

一、我们一定要使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患者，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患病的、能被我们的眼睛和思想
所“解剖”的人。我们要能由表及里，又能从里返表观察病人，即我们能非常清晰地从1 ）骨
骼； 2 ）肌肉； 3 ）关节； 4 ）血管；5）韧带； 6）淋巴； 7）神经； 8 ）皮肤；9）体液（
如涎腺）等看到病人的一切 。

二、同时在思维上，我们又必须要遵循ABC的原则，即这个病人同时又是有气（A —— AIR）的、
具阴阳特性的（阴阳、气血，B —— BLOOD）和需与一个完整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相
乘、相侮（C —— CYCLE）能相适应的人（这种五行的平衡是真正的平衡，决不是简单意义上
的数字相等，现今的绝大多数的书上都是变成数字上的简单相等。真要这样——水、土都一样
的话，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岂不成了一片汪洋大海？）。

三、一定要有“十字”的思路，即从先天（遗传和出生时的诸多要素）和后天（饮食起居和生活环
境及社会因素）来分析病人得病的原因 、 变化及设置相适应的治疗方案，也就是我反复强调
的四因或四何（何时、何地、何人、何病）天人合一学说。另外，这个“十字”还有另一个含
义，即我们做临床医生的，要有纵横向的概念。如颈椎病，你可以分成六大型，这些都有具体
的治疗方案，但作为一个每天和病人打交道的临床医生，你必须要知道有很多颈源性的病，如
用降压药无效的高血压、肘部疼痛（会被误以为是一般的网球肘）、某些痛经、个别的精神分
裂症、失眠、哮喘等等（我不一一举例）都有可能是与颈椎的病变有关。

第二节  我对治病的一些看法

病有很多种，撇开那些因缘病、风水病等等，就一般的疾病而言，我个人多年的临床经验是
这样认为的：治病无非是下面的一种、几种或全部的组合而已， 即：

正骨、理筋、通经、活络、培元、固本 

就拿“通经”来说，你可用针、灸、内服药、按摩、外敷药等等，方法可以很多，只要你能
达到“通经”的目的。 

至于有些病，你采用催眠疗法或心理暗示等，那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事的，暂不在这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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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概念针灸学的主要框架

一、 病穴相应

总结自己多年来的临床实践和学习体会，我认为针灸治病的最高准则就是“病穴相应”的理
论（详见本篇第三章：“腧穴新概念”）。

病穴相应理论的最主要内容是：

1. 人身无处是穴、人身处处是穴；

2. 无病无穴反应，有病就一定能找到所对应的穴；

3. 病变穴移；

4. 病愈穴消；

5. 以骨为准，以痛为腧（这里所指的“痛”不仅仅单指压痛，还应包括条索、结节等各种
反应点，是广义的痛）

6. 有关“病穴相应”的理论的进一步阐述，详见本篇第三章：“腧穴新概念”。

二、 针灸治病的两大系统

为了方便大家进一步理解“病穴相应”的理论，我把现有的针灸治病方法归纳总结成以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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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系统：

1. “经络—腧穴疗法系统”

2. “对应—反射疗法系统”

根据我自己对针灸的心悟和体悟，发现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针法基本上都是这两大系统中的一
种或以一种为主另一种为辅或两种兼而有之。由于很多人不知道这两大系统及其在具体操作时的不
同要求，故针灸效果不佳，无法获得预期的疗效。有关这方面的详细介绍将在后面的篇章中一一叙
述。

三、 针灸治病的三大方法（途径）

站在历史的长河边，我怀着无比敬畏的心情仔细研究、考证和分析祖国传统针灸的产生和发
展，竭尽全力去聆听古往今来那些大师们实践的脚步声，并不断地用我的心去悟，用我的手去体悟
以求尽可能理解。以我浅薄的见识，我惊喜地发现：“无论哪一门或哪一派，无论是真信有经络一
说的，还是表面信实质根本不信或连表面都根本就不信的；无论是强调以《黄帝内经》时代的“灵
枢针法”为代表的完全崇古针法派，还是吸纳了《难经》、《甲乙经》、《神应经》、《针灸大
全》、《针灸大成》等等（太多了，不一一列出）针法的改良型古针法或是当代的各种层出不穷的
新针法，其治病的方法（途径）不外乎下列三种中的一种或若干种的组合，那就是：

1. 解结

2. 调气（调气血、调阴阳）

3. 调神

解结、调气和调神三者之间，既有本质的区别又有一定的相互联系。牵涉到局部、全身及人
与天地日月一体的关系。通过调整人的身、心、神、灵，以求回复到”真正”和”相对”的“天人
相应”状态并进一步达到相对的“天人合一”。

有关解结、调（读成tiao或diao，有两种不一样的含义）气（气血、阴阳）、调（读音同前，
也有两种不一样的含义）神的详细阐述见本书的有关章节，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实际上，现今冠以各种新词的层出不尽的很多疗法，就是《黄帝内经》里所说的“解结”。

调气最重手法，手法不外补泻。要调气的话，总得要有气才行，这就涉及到了“催气”、“
候气”、“得气”、“聚气”和 “守气”的问题。更进一步的，还涉及到病人治病时的体位是否
正确，进针前有无揣穴等等问题。一般来说，在运用“经络—腧穴疗法系统”时，要想取得好的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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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话，应考虑得气的问题，但在运用“对应—反射疗法系统”时，我认为在行针时几乎可以不用
考虑什么得气的事。

另外，在调气（气血、阴阳）中，我们看到，现在的放血疗法应属于调血的范畴，也就是说
属于广义的调气范畴内。

调神是针灸三大法（解结、调气、调神）之一。我始终认为：”针灸治病的根本大道是调
神，对某些大病、重病来说，若不先进行调神而仅仅寄希望于只“调气”（调气血、调阴阳）或“
解结”的话，是很难把病完全治愈的“。但我们不能把调神搞得神秘莫测，有些事原本很朴素，没
那么复杂或那么玄。针灸本就是来自民间的，其特点就是简单和实用。

欲调神必先会神!怎样会神?成语里早就有了，就是”聚精会神“这四个字！

只有会神了，才能调神，才能做到以神治神、以神驭神。也就是这时候才算你的心到了，心
到针才算真到，心到方能手到病除。

（下期“书稿选登”待续内容：《新概念针灸学》第一篇   第二章  经络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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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共振理论的探讨
对针灸的治病机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1. 与经络有关(点、线、面)

2. 与脏腑及其表里等有关

3. 我还有一个新的想法,即“全息共振理论”（或曰：“天易全息共振理论”，取名“天
易”是因我一个师傅教过我有关这类针法）

这里的点、线、面就把经脉，络脉，孙脉以及每条经洛上的立体结构都说了 。

与脏腑有关，以及脏腑之间的关系有关 ,也与脏腑及其表里等有关。可用五行相生、相克及相
乘、相侮来分析和诊治病或洛书中的关系(我倾向运用于洛书)。

全息共振理论---全息:任何一个穴位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或是整体的萌芽 ---所以只
需几个穴位就可以调节全身的机能，使病人自己内在的能量发动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采大药”

共振:只要时间、空间和手法(频率和幅度)配合正确,在任何一个穴位上的针刺,都可以治人身上
的任何疾病, 也就是达到相协、共振、互渗。

而烧山火和透天凉是这一手法的最具典型性的手法 。 

共振可以借助于经络传导

也可独立于经络传导 

就像打电话,可以用电话线 

也可无线发射

但无线发射的难度大一些 

技术进步后,无线发射就很简单了 ,但有时与地域也有关系，会影响信号的接受和传输。

你甚至于可以把针刺后的针看成是天线，帮助病人接受或更好地接受天地之间的能量。

这也是子午流注等的作用所在（以后我会专门分析）。

（下期“理论探讨”待续内容：”母体--子体—导航理论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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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感冒三针
感冒三针在“八字治疗法”中会被经常用到。在李柏松老师的书中也有记载。

经常有朋友问我为何这三针能治感冒?这三针的出处在哪?为何有时临床效果很好,有时却不尽
人意?我试着给大家作一个解释。

如果大家对《伤寒论》比较熟悉的话，则在与太阳病有关的篇章中，可找到类似的描述，这
里列出，供大家参考。

一、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用前第一方。（第二
十四条）

这就是感冒三针的来历。大家知道，《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的专著，成书于公
元200-205年。接下来的条目我想对大家理解你临床中的不解和困惑一定会有所帮助

二、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
愈。（第八条）

三、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剌期门。（第一百零八条）

四、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
曰横，剌期门。（第一百零九条）

五、太阳与少阳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硬者，当刺大椎第一间，肺俞、肝
俞，慎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脉弦。五日谵语不止，当刺期门。（第一百四十二条）

六、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而脉迟身凉。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
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第一百四十三条）

七、太阳少阳并病，心下硬，颈项强而眩者，当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第一百七十一
条）

注：

1. 取之宋本伤寒论全集     

2. 我们学习针灸一定要完整学习，否则的话，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很难真正解除病人的
痛苦的，就算有时把病人给治好了，可能也会是糊里糊涂的。  

3. 我们要向李柏松老师学习，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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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急救时掐人中会有效呢?
大家都知道，急救时掐人中会有效。

我看过很多人对此的解释，应该各有其理。

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呢?

还有若我们不是去掐人中，而是用针扎人中处，也会有效吗？为什么?

另外，除了人中这个点(区）外，还有没有别的点(区）可以用作急救呢？比如承浆穴的那个
点？比如下颌穴那个点？为什么？

接下来，我们能不能举一反三。急救可以这样，那病人由于小脑问题所引起的有中风后遗症(
如动作不协调等等），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再后来.......................，很快，我们发现很多所谓的绝招或祖传或师传秘诀原来就是这样的。更
有益的是，我们据此自己也能发现很多有效的绝招！

我对针灸的学习就是这样的，对八字治疗法的学习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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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症独取阳明?
经云“萎症独取阳明”。

可在临床中我们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什么道理呢？

是古人欺骗了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没真正理解？

理论与临床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的看法是:治萎症原则上是应该要取阳明，但仅仅靠独取阳明就不行。

换句话说，我认为古人说话只说了半句，可能是有意（或无意）少说（或漏说）了下半句。
其实你若好好多读几遍《内经》，你就会惊讶地发现，那没写出来的下半句就在《内经》里，但不
是在同一篇经文里。这样的例子在整个《内经》里比比皆是，可叹很多人（包括一些所谓的“内经
大师”）都视而不见！

因此我本人的解释是：一般情况下，患有萎症的病人，其脉相已是《黄帝内经》中所描述的
三盛状态，故此，治疗上是应按“太阴—阳明”系统（有关三大回环系统的概念，请详见我后几期
将推出的“内经针法”里的有关表述或请先到我的博客里看有关的文章）。也就是说，我在给这类
病人治病时，不仅仅是取阳明经上的穴，还会取太阴经上的穴。取穴的原则也是与一般的针灸书上
所说的不一样，是按照“病穴相应”的原理取的。另外，为何有些民间高手在初诊时会用针扎或大
拇指掐病人的隐白穴，我想大伙应该能马上明白我在讲什么啦！这可是有些民间针灸师一辈子或几
代人临床所得且基本上秘不外传的绝招。

马丹阳天星十二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源头还是可以从《内经》里找到！可是看看哪些大师
们的解释，很令人喷饭。不仅道理上很牵强附会，临床上也不对，我甚至怀疑有些大师有没好好做
过临床？否则你们的论文不会笑话百出呀。

除了赵京天(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对马丹阳天星十二穴的分析还有一些道理外
（有些地方仍需进一步的商榷），很多人的论文让人无语。

很多掌握着针灸话语权的人不学无术，或曾经有过钻研，但一旦成了所谓的权威后就脱离了
临床实践，针灸不没落才怪呢。叹叹叹！！！悲悲悲！！！

须知针灸讲的就是一个“真”呀！一定要既“心悟”，也要“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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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黄帝内经》心得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据考证，它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 

《黄帝内经》不仅是上古乃至太古时代先哲们的智慧在医学方面的总结和体现，还是一部极为
罕见的养生学巨著。 

《黄帝内经》是我们每一个学中医的人都必须要好好读的，可能的话，每天都能与之交流和对
话，对我们有百益而无一害。 

常常从外面回到家时已是晚上11点多了，先去看看睡着了的孩子，再匆匆吃上几口饭，做完
家务也就过了半夜12点。 

每天再累，我都要看一看《内经》的，这似乎已是一种习惯了。 

有人读《内经》，把《内经》看成是神圣不可怀疑，似乎书上面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至高无上
的。 

也有人却随意批判《内经》，在他们看来，古人的东西早就过时了。 

我是带着虔诚的态度读这部巨著的！ 

《内经》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启迪，我将受用终生。越是带着虔诚的心就越有收获 ，而有了新的
收获后，我也就会更虔诚的读和悟。 

当然，带着虔诚的态度读这部巨著，并不意味着盲目的，不加任何思考的全盘接受。举例而
言，气和血的多少对我们从事中医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仔细看了《内经》，发现书中各篇章
对此的描述是有出入的。 

我简述如下：
血气形志（素问24） 五音五味（灵枢65） 九针论（灵枢78）   结论 
                   血   气                血   气                            血   气 
太阳          多   少                多   少                            多   少                 一致 
少阳          少   多                少   多                            少   多                  一致 
阳明          多   多                多   多                            多   多                一致 
少阴          少   多                多   少                            少   多            不一致 
厥阴          多   少                少   多                            多   少           不一致 
太阴          少   多                多   少                            多   少           不一致 

现一般而言，大家都是以“血气形志”（素问24）为准，这里不再展开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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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正确判断一个人的针灸水平
或他对针灸的贡献?

这个题目似乎有些大，好像很难说得清。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只要抓住三个方面就可以辨出真假：

一、看他治病的疗效

疗效是硬道理！你说你水平再高，但你治不了病，这让别人如何才能信你？

二、看他有无在针灸理论、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

民间的针灸医生可能有时在理论上未必能有系统的、重大的突破(不是绝对的，但一般他
们不擅长这一方面），但他们可以在针灸实践上(比如一个具体的针法或手法或病种的治疗上
等）上有所突破。学院派比较擅长理论总结和归纳，这是好事，但希望不要老是从书本到书
本，说得头头是道，真正拿起针来不知往哪里“捣”。

三、看他有没培养出好的弟子或学生

不在于他的弟子或学生有多少？关键在于他的弟子或学生从他那里学到了多少“真经”？
他给了他的弟子或学生多少“鱼”?又给了他们多少的“渔”？再简单一点，他敢让他的弟子
与别人真刀实枪地去比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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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难学吗?”
几乎每天都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其中有我的学生，也有我的病人（大都是被我治好的病人，

有的病人也成了我的学生），也有的是我的医友。 

今天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我的大儿子，他回答说：看谁学？怎么学？ 

我个人的看法是：针灸既难学，又一点也不难学！ 

心中有道、有象；手中有方、有法、有理、有数、有术，那针灸就一点也不难学。否则的话，
按现有针灸学的教材，你不要说学二年，你学再多年，仍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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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两语管窥针灸
穴位不是一个死的、固定了的点，而是具有生命力、充满灵气，能给病患带来健康和快乐的、

具有四维特性的治疗点（区）。

炁动则愈

针灸讲的就是一个“真”字     疗效是硬道理

民间称整个脊柱是龙骨， 这龙骨太重要了。 龙骨不正，龙脉怎通？ 龙脉不通，人身无处能真
通！！！ —— 脊柱就是打开人体五脏六腑的控制开关

医者首先要学会不伤人：我们做医生的,责任重大。绝对不能使病人“未蒙其刺，先受其害”。
在临床中，既不能伤病人，也不应该伤自己。

无病惜血如金，有病弃血如泥

诊断准确的话，随手一针，信手一方皆为神。

“若只是养病、防身或治小病，你可用十二经。但你若想真正治病或治大病，就一定得学会用
奇经八脉，尤其是正确运用任、督二脉！”

治大病时，督脉要深，深要深的有层次；任脉要浅，浅要浅的有水平。

天地是一个大太极，人体整个是一个中太极，同时人体的各部位又都存在着许多小太极。

就“经络—腧穴疗法系统”而言，很关键的是四个字：“炁动则愈”；而“对应—反射疗法系
统”的关键是“准确的定位和适当的刺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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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脏腑别通
在针灸临床上，脏腑别通的理论及其临床上的应用是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碰到的事。各类书籍中

对此有很多的解释，有的书中花了好几页的篇幅，但看了仍使人云里雾里不明作者在说什么。

在我的眼里，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根本就没有那么复杂，见图：

很明显，所谓别通就是三大回环系统中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如：太阴与太阳相别通，也
就是：肺与膀胱相别通；小肠与脾相别通等等）。古人取别通而不是直通自有其深意。我把自己想
出的这个别通简图送给所有爱针灸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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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风湿病患者的放血、拔罐照片
大家看看这种污血留在体内有好处吗？因此，我一再强调:

无病惜血如金,有病弃血如泥。

实际上，放血疗法就是我所说的针灸治病三大途径（方法）中的调气（气血 阴阳）里的调血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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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病患的治疗过程
患者：林老伯 80岁 越南人   住多伦多市 

一诊：日期：2009年4月26日（周日） 

症状：病人趴在床上时，从头到腰四都不动，而从腰五到臀部并带动大腿则几乎不停地抖动，人也
几乎不能正常走路（撑着拐杖仍需子、女两人搀扶），东倒西歪，站着也不停地抖动。整个腹部疼
痛、肩关节疼痛，严重的前列腺炎，尾骶骨处的皮肤都是发黑的。 

病史：患者从小做苦力活，脊柱严重受伤。七年前开始不停地抖动，前五年没治，近二年看了很多
医生。西医认为是神经的问题，暂无法治愈。也看了很多中医，针、灸、拔罐、中药，效不明显。

患者的女儿听朋友介绍后带病人今日来诊所找我治疗，但病人并不太信针灸能治好他的病。 

思路：鉴于病人两年来无数次的求医及希望与疗效之间的反差，我决定今日先基本解决其整个腹部
疼痛、肩关节疼痛的问题，同时争取改善其尿频的问题。 

治法：八字治疗法：先开其高能量点，腰一、二、三共三针；长强（部）；大椎（部）。对应治疗
点（区）。 

结果：“整个腹部疼痛”、“肩关节疼痛”针出即止，病人和家属十分惊讶，病人也竖起了大拇
指，表示愿意好好配合后面的治疗。尿频有无改善尚不知。

二诊：日期：2009年5月3日（周日） 

病人及家人反映一周来腹部及肩关节未再疼痛，尿频现象得到一些改善。人抖动现象未变。 

经病人同意后，给其背部拍了照，见下：

请注意其皮肤的颜色及脊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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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治疗前我让人给其测了经络的热敏感度，见下图： 

治法：

1. 巩固第一次的治疗效果，方法不变； 

2. 正骨； 

3. 在背腧穴上埋皮内针； 

4. 万宝功能汤的头、尾方加上治前列腺的车厢方（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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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诊：日期：2009年5月10日（周日） 

患者今天来时已没用拐杖，候诊的半小时及治疗时的一小时，共一个半小时，一次也没再抖动过，
也没再像以前那样老是要上洗手间。

结果：病人感觉很舒服，最后还来了个弯腰的动作，八十岁的老人，呵呵。见下图：

四诊：日期：2009年5月17日（周日） 

病人反映一周来未再有抖动，对治疗结果表示很满意。 

治法：

1. 全身按摩； 

2. 同三诊时的“天易针法” 

2009年11月随访病人，一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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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精髓在中国的民间
真正中医的精髓在中国的民间！，在不为一般人所知的地方！

哪怕遍地是中医的精髓，我的朋友，你肯比别人起得早吗？你肯低下你那高傲的头吗？你肯弯下你
的腰去拣吗？如果你只会坐在那指点江山，你怎么能得到中医的精髓，更何况你在地上是不可能轻
易拣到的！

“我们误读了中医，却还说它欺骗了我们。”------这是我对目前现状的看法。

我就在加拿大，对美加的中医状况有切身的体会，中医要想立足世界,或许针灸是个突破口。

学《内经》偶感
前几天，有一个极好的朋友与我谈起《内经》，于是有了下面的说法（一孔之见）：

用一个字概括《内经》：                        象

用二个字概括《内经》：                      象 数

用三个字概括《内经》：                    象 数 术

用四个字概括《内经》：                  象 数 术 法

用五个字概括《内经》：                象 数 术 法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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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杜老师一起学针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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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巧记经络穴位数
传统针灸学的核心理论为“经络学说”。

“经络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经络”和“腧穴”理论。

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是经络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不是全部）。

经穴是指分布于十二经脉及任、督两脉上的腧穴，共有361个。

尽管我一再反复向大家灌输我的“人身无处是穴，人身处处是穴”观念，但我认为一个从事针
灸的人若能记住传统针灸里每一个腧穴所在的经脉、其所处的位置、作用等等，对我们肯定是大有
好处的，至少你不会找错地方。

遗憾的是，无论是大学里还是民间的很多针灸人，不仅无法记住这些，甚至于连这十四条经上
各自有多少个穴的数也记不住。

但我深信,假如你看过此文后,不消十分钟，对每一条经上的穴位数你一定会终生不忘。

请先记住人有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也就是二十（20）的概念。

任脉的穴位很好记，一年有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任脉有24个穴；

督脉的穴位更好记，你联想一下天上的二十八星宿，故督脉有28个穴；

这样的话：

  任脉有 ： 24个穴； 

  督脉有 ： 28个穴。

现在我们来看看手上的六条经脉：

手三阴经为：手少阴心经、手厥阴心包经和手太阴肺经。其中两个和心有关的经脉的穴位数是
个位数里最大的一个数，也是古时的至尊数，就是9。

另一个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数为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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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国内的朋友记住“119报警电话” ，海外朋友记住“911紧急电话”。

这样的话：

  手少阴心经有： 9个穴；

  手厥阴心包经有： 9个穴；

  手太阴肺经有 ： 11个穴。

手三阳经为：手阳明大肠经、手太阳小肠经、手少阳三焦经。其中大肠经有20个穴位；小肠
是大肠的弟弟，少一个，就是19个；三焦经既然有一个“三”字，就是23个穴位。

这样的话：

  手阳明大肠经有： 20个穴；

  手太阳小肠经有： 19个穴；

   手少阳三焦经有： 23个穴。

再来看看足上的六条经脉：

足三阳经为：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你只要记住4567就行了。也就是说
胃经有45个穴位；膀胱经有67个穴位（最多的）；本来胆应是大的，但由于是少阳经（这里强调
说是少阳经，另一方面是为以后的文章埋下伏笔），有一个少，故是这三条经里最少的一个，比胃
经少一个，为44个穴位。

这样的话：

  足阳明胃经有： 45个穴；

  足太阳膀胱经有： 67个穴；

  足少阳胆经经有： 44个穴。

足三阴经为：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你只要记住三组数：37；27；27。即：
第一组里，3X7=21；第二组的27不动；第三组里，2X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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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足太阴脾经，你还可以这样记：我这个人脾气很大的，才不管它3721呢！那脾经就是
21个穴位。

这样的话：

  足太阴脾经有：  21个穴；

  足少阴肾经有： 27个穴；

  足厥阴肝经有： 14个穴。

这种361个穴位数的记忆方法，我相信任何一所学校或学院里还没人讲过，完全是我自己个人
的总结。我还把这361个穴位编成了361个脍炙人口的小故事。我的病人喜欢我，并不仅仅是因我
的医术，很多时候他们从我讲的故事里知道了这个穴位的位置、功能和性格脾气；了解了中医；领
略了针灸的神奇，当然他们也更能理解我为何写“我和我那三百多个情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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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道
记得前几年我刚创办的“北美中华国医学院”刚成立时，华彩(我的好朋友，独立制片人)就与

我谈到学院不能仅仅教学生医术，更要教他们医道。 

学医不易，做一个有医道的明医更难！ 

明医者，病人会记住你；名医，尤其是一心追逐名利的所谓名医，不管其医术曾经是多么的
高，最终必将沦为庸医！ 

相由心生，魔由心出。 

一切从“心”开始！心是通向一切的大门。 

门要能“开”和“关”，同样我们也要会“开心”和“关心”。 

给病人治病时我们要“开心”，做很多事时我们都要开心；我们也要学会“关心”，关心病
人，关心师长，关心家人，关心一切的朋友，关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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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中华国医学院的理念和目标

办学理念:  实事求是 自强不息 谦恭诚信 厚德载物

办学宗旨:  传歧黄之术 布大医之道

办学方针:  奋发进取 崇实求真  精益求精 高效简洁

办学目标:  融古通今 追求卓越 回报社会 造福人类 

用十年的时间，我希望能培养出300多个针灸弟子（在我的心目中，弟子与学生不是一个概念。
学生只要教他一门养家糊口的本领就行了，而弟子则不然，老师一定要让弟子超过自己）。其中至
少有十人能进入世界前百名针灸师行列。狂吗？一点也不狂，走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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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要目
《新概念针灸学》第一篇   第二章   经络之我见

“母体 — 子体 — 导航系统”理论体系的创建

“烧山火”、“透天凉”针刺手法之我见

对糖尿病的小小看法

治疗股骨头坏死的点滴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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