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患者自己掌握食物的成分和含量，认识饮食的意义和要求， 

对其进行饮食管理，为其制定营养处方。有效地改善了患 

者的营养状况，提高了生活质量。 

3．3 经费与开支 尿毒症患者的住院透析费用和 日益增 

长的肾移植费用，令患者的单位、家庭难以承受。我们开展 

本项目研究，深受患者单位和家庭的欢迎 ，按河北省现定收 

费标准计算，每人每月可节省住院等各项费用平均约 3000 

元左右，一年累计将近4万元。 

3．4 意义 国内目前对尿毒症的治疗主要采用血液透析、 

腹膜透析和肾移植的方法⋯。血液透析需要静脉瘘，而且 

需要遭受反复穿刺的痛苦。肾移植需要严格的血液配型， 

同时，我国目前肾源较少。腹膜透析则是利用人体天然的 

半透膜一腹膜，在体内进行血液化的方式，腹透是连续的过 

程，体内变化很平稳，患者 自我感觉较好，完全可以自己照 

顾自己，腹膜透析对人体血液动力学影响小，使用范围广， 

可适用老年有心血管疾病患者，透析效率高，对中分子物质 

及磷的清除较好，故腹透能改善尿毒症的症状，对贫血、神 

经病变的改善优于血透 J。保存残存肾功能比血透好，腹 

膜透析不会出现血透中常出现的反复低血压，而造成肾脏 

缺血。腹膜透析治疗接近生理状态 ，患者的生存质量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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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的目的就是要使患者尽可能地恢复正常生活，工作也 

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人只有工作 ，才有充实的目标，适宜 

的地位和收入 ，社会交往及对社会 的融入感，调查显示 ，坚 

持工作的病人，焦虑和疲劳感都较轻，自信程度较高 ，因 

而，鼓励病人参加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样也可改善他们的生 

活质量，腹膜透析的治疗费用低，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通 

过对家庭 CAPD的探索，我们逐步建立了一条在社区建立 

家庭病床开展腹膜透析的新路，推动腹膜透析技术在我 国 

的应用和在家庭的普及，更好地为尿毒症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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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八字治疗法”——“阴阳、相对、平衡、反应”的 

临床运用和深化，笔者结合对《黄帝内经》的认真钻研和领 

悟 ，从中演绎出了一条让每位针灸工作者能灵活运用和疗 

效确切的“穴位回归公式”。 

1 穴位回归公式 

疾病是变化的，而以往的穴位是固定的。用固定的穴 

位来治疗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疾病无异于缘木求鱼、刻舟求 

剑。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八字治疗法”中的“阴阳、相对、平 

衡、反应”推导出“穴位回归公式”，让每一种病证有其自己 

相对应的“穴位”(反应区或反应点)。 

传统的经络穴位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发现并总结 

的。历代对穴位的认识不断丰富，数量不断增多，一般分为 

三类：(1)归属于一定经络称十四经腧穴；(2)在原有经穴 

以外增加的经外奇穴；(3)没有固定位置，随病痛处和压痛 

点而取的阿是穴。从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 

十一脉灸经》到《灵枢 ·经脉》以及现在的针灸教材对于经 

络穴位无不呈现着明显演变的痕迹。《素问 ·五藏生成 

篇》：“此皆卫气之所留止，邪气之所客也，针石缘而去之” 

这个解释真实而中肯，只要是卫气所留止，邪气所克之处即 

为穴位。并不一定就固定在某处，人体处处是穴位。《灵枢 
· 经脉第十》指出：“十五络脉者，实则必见，虚则必下。视 

之不见求之上下。人经不同，络脉异所别也”。古人很明确 

的告诉我们，人经不同，络脉也不同，医者取穴之时当求之 

上下。《灵枢 ·官能篇》云：“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 

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谋伐 

有过。知解结，知补虚泻实，上下气门，明通于四海，审其所 

在，寒热淋露，以输异处，审于调气 ，明于经隧 ，左右肢络，尽 

知其会。”通过辨证审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尽知其会。会： 

也即是穴之所在。明疾方可定穴、解结、补虚、泻实。穴随 

疾之变化而动。 

《灵枢 ·刺节真邪第七十五》告知：“一经上实下虚而 

不通者，此必有横络盛加于大经，令之不通，视而泻之，此所 

谓解结也”。另有：“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冻解，而水可 

行，地可穿也。人脉犹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调和其经，掌 

与腋，肘与脚，项与脊以调之，火气已通 ，血脉乃行。然后视 

其病 ，脉淖泽者，刺而平之；坚紧者，破而散之，气下乃止，此 

所谓 以解结者也”。结是什么?从古人的以上论述 中可以 

知道结就是就是一个一个疾病的反应点，解开这些结，打通 

这些结病焉能不愈。当然针灸的治疗不止解结，尚有调气， 

调神。而且穴位是活动的，是一个多维的立体结构，它能通 

荣卫，在荣卫之间稽留。我们治疗疾病时应根据不同疾病 

不同层次给予皮肤、肌肉、骨膜、血管壁、韧带、神经干刺激 

等等。通过“阴阳、相对、平衡、反应”这八字要诀 ，推出活 

的、精确的、科学化、标准化的穴位，进行以针刺为主的治 

疗，还可根据病人体质的强弱不同、病程的长短不一、病况 

的不同和医生 自己的特长而有针对性地选择针刺 、灸、按 

摩、点穴、刮痧、外敷膏药等各种方法进行治疗。因针灸的 

双向调节作用 ，使得每一种病感(痛、胀 、酸，麻、痒)和病型 

(肿、硬、色、疣、僵)均可以找到其对应的反应点或反应区而 

得到治疗解决。 

2 回归公式的运用 

套用下面的“穴位回归公式”图你就能既很方便又很 

准确的找到各种疾病所对应的穴位。 

2．1 阴阳 阴阳是对我们身体的整体或本体，在方向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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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给予一个统一的方位标志。上阳下阴，后阳前阴，左阳 

右阴，外阳内阴，图 1。手掌顺连胳膊肚面为阴，足背顺连 

腿前为阴。如图2之E，手背顺连胳膊面为阳，足掌顺连腿 

肚面为阳。如图2之 F。 

上阳 Jam 用阳总图 

上阳 上 

图 1 

阳 

图 2 

2．2 相对 相对疗法是本疗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很多同道 

都知道这是内经所云缪刺，巨刺。“夫邪客大络者，左注右， 

右注左，上下左右与经相干，而布于四末，其气无常处，不入 

于经腧，命日缪刺”，“痛于左，而右脉病者，巨刺之。”但在 

本疗法中这只是不到四分之一的理论。也就是在病的对称 

方向寻取基本治疗点。原则上是上病下取 ，下病上取 ，如图 

3之 A，B。左病右取，右病左取，如图3之 c，D。后病前取， 

前病后取 ，如图3之 E，F，G，H，内病外取，如图 3之 1。 

75 

2．3 平衡 平衡疗法是本疗法中一个标准性很高的内容， 

在阴阳与相对的指南中，病点与治疗点之间必须同本体的 

中心点是一条垂直线。如图A，B。无论是一个椭圆体还是 
一 个长方体，在本体总面积中，必须形成一个二分之一的平 

均相等的各半面积。如图4之 A，C。 

平衡总圈 

图 4 

2．4 反应 反应也是一个基本内容，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有 

其内在因素的变化和外在的反映表现。也就是我们常说 

的：有诸内必行诸外。如图5。 

如图 (A) (B) (C)、(D)中都是在疾病的对应中可 

显示的反应点 反应总田 

毽 

髓 Ⅸ 

囊廛 

图 5 

根据“穴位回归公式”笔者把治疗点总结为阳性点、辨 

证点、全息点。 

阳性点，根据阴阳、相对、平衡找准基本平衡点后，在基 

本点处用棉球反复檫拭，出现不规则的红点或红块状，这就 

是阳性点，为了保证阳性点的位置更准确，我们须记住几个 

重要的标志：前后正中线、天突、尾骨、大椎、曲骨，以及四肢 

的骨性标志。量出病灶处与这些标志的距离，在相应反应 

区的骨性标志处给予准确定位。 

全息点是为提升整个人体免疫力 ，以及治疗和预防而 

设置的几个特殊穴位。如：内外踝附近赤白肉际内四外三， 

以及大椎、命门(腰 2上下)、长强等。这些穴位用来调理， 

调节人体的整体情况。 

辨证点，也就是疾病的病根处。虽然我们已经给出了 
一 个准确的穴位回归公式 ，但是此处这个点是需要我们运 

用所有中医的辨证论治，四诊合参或西医的诊断学，解剖 

学，生理病理学等等知识来诊断和寻找疾病的根源。比如： 

左腿后侧疼按公式扎右手掌心侧的阳性点，但仅靠这样的 

治疗有时容易引起复发，必须考虑引起腿疼的病因有可能 

是继发性腰椎的毛病或者是原发性坐骨神经痛所致。也就 

是《内经》中所说的：治病必求于本，根据病因选择对应的 

病根处，即辨证点。 

选好阳性点、辨证点、全息点即可开始下针。按照部位 

选取九针中不同的针具，施针时尽量选择筋骨，刺激骨膜为 

准，也可根据病情病位选择相应的层次治疗。 

3 生物电现象 

通过“阴阳、相对、平衡、反应”八字治疗法创建的“穴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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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公式”，对于疾病施诊治疗具有很好的效果，这与生物电现象 

密不可分。因为特制的针刺激相应骨膜上的神经细胞和骨骼 

肌细胞，调动自身相应的生物电波在瞬问传递于病灶，恢复病 

灶细胞活力，改善局部微循环，达到治病的效果。 

恩格斯早在 100多年前总结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时就 

指出：“地球上几乎没有一种变化发生而不同时显示出电的 

现象”。对于生物电的研究，是在人们对于电现象的一般规 

律和本质有所认识后，并随着电测量仪器的精密化而 13趋 

深入。当人体组织受到一些外加的刺激因素(金属的，药物 

毒物的，温热的，或适当的电刺激)作用时，可以应答性的出 

现一些特定的反应和机能改变。在各种组织中，一般以神 

经细胞、肌肉细胞以及某些腺细胞表现出较高的兴奋性。 

兴奋性被理解为细胞在受刺激时产生动作电位的能力，也 

就是产生一个以一定的速度，一定的方向可传导的电变化。 

另外 ，两位德国生物学家，他们进一步证实了细胞膜上具有 

极微小的离子道。细胞不断运动和不断的与体液物质进行 

交换 ，就是依靠离子道的开闭作用实现。无独有偶 ，陈尔瑜 

等用成人尸体 3具及小腿标本一具，留针于局部再解剖，结 

果，自风池至足窍阴25个穴位中，于骨膜、骨间膜相关者 18 

个 ，余与筋膜、神经鞘膜、关节囊相关。用小腿标本 7具，在 

骨问膜近腓骨缘处用 PIXE作线形扫描 ，发现穴位区钙元素 

浓度比非穴位区高4倍以上。可见人们在生活中发现的传 

统穴位也存在如此现象。 

有学者在中医理论中是以五脏六腑中胆的生理功能来 

解释此现象，肝与胆相表里，肝主筋，胆主膜 ，由于胆之膜所 

处的人体位置与筋相同，为不里不外的半表半里之间，是人 

体中气化之气的上行通道，也是液化之液的下行通道，人体 

中凡十一脏皆有气化和液化活动，它们生发的气、液都要经 

胆之膜而上下穿行，胆之膜既是气态物液化后沉降时的必 

经之处，也是液态物气化后升浮时的必经之处，故 日“凡十 
一 脏 ，取决于胆也”。当针刺胆之膜系统时表现出低刺激高 

反应的状态。疾病治疗时即有书中所云，效之性明乎见苍 

天，如风之吹云。这也是为何我们一再强调以刺激骨膜为 

准的原因。 

4 典型病例 

4．1 患者，男，72岁，电力工程师。2007年 4月 7 13就诊。 

主诉：严重头晕，恶心呕吐，步态不稳 2个月。患者 2个月 

月前起床突感眩晕，呕吐，全身怕冷，语言低弱。前往湘雅 

附一医院住院治疗 ，具体用药不详。症状稍控制但仍感 头 

晕，恶心，步履不稳。遂转至脑科进行西药扩血管 ，高压氧 

仓，理疗等治疗，没有明显好转。眩晕，步履不稳同前。体 

格检查：患者颈部不能随意转动，动即眩晕 ，颈肌较板 ，局部 

发凉。MRI检查示 ：颈2—7椎体后缘相邻上下角明显骨质 

增生；颈 4／5，5／6，6／7椎管狭窄。西医诊断 ：颈椎病。治 

疗：采取全息点 ：大椎 ，命门，长强；阳性点 ：曲骨。局部 ：大 

柱灸。连续四天，眩晕症状消失，行走轻松步态稳定，气色 

较前红润。嘱其注意起居行动徐缓。随访症状没有复发。 

社区医学杂志 2007年 第5卷 第17 

4．2 患者，女，24岁，医生。2007年 3月 15 13就诊。主 

诉 ：咽喉会厌部 20 mm×30 mm囊肿十个月，会厌部疼痛， 

声音嘶哑。患者在第一次妊娠终止后咽喉会厌部出现一 

20 mm×30 mm大小的囊肿。2006年7月 13 13在某医院全 

麻下行囊壁剥离术，手术摘除干净。2006年 1O月发现又长 

出囊肿，同年 12月行手术，之后在2007年 1月 26 13又做过 
一 次手术。患者会厌疼痛，吞咽时有特殊的咕噜声，两侧颈 

淋巴结有压痛，月经周期紊乱，一次流产史。治疗：3月 15 

13第一次针灸治疗：在颈部阳性点针刺，连续三天，随后囊 

肿消失只剩囊壁，第五天囊壁消失。4月3 13经期过后发 

现又长出一 10 mm×15 mm囊肿，无前次的疼痛感。遂进 

行第二次针灸治疗：全息点：大椎，命门，长强，内外踝7针， 

颈部阳性点。三次过后，囊肿变小，只剩囊壁，考虑与第一 

次妊娠终止及经期有关，嘱其忌口，连续3—5个月经周期 

过来治疗。此病案收集之时，患者已经过两个疗程的治疗， 
一 疗程三天，现囊肿只剩 5 mm×5 mm，全无以往之疼痛感。 

4．3 患者，女 ，19岁，1985年患全身性牛皮癣 ，全身皮肤溃 

烂，痒痛难忍达八年之久，经多家多方治疗 ，病情越发加重。 

于 1993年 4月 13 13在八字治疗法医院治疗 ，经诊断认为， 

由于血液中受病毒感染，在毒素的外泄中，引起全身性皮肤 

微循环功能失调，导致毛孔闭塞，皮肤排泄功能失调 ，使排 

泄污无路排出，聚集于皮表 ，为皮肤发病的主要表现，应以 

清除血液中的有害物质(一般的牛皮癣，其病毒都在血液与 

染色体中)，清除体内病毒疏通微循环 ，扩张肌表与毛孔，提 

高皮肤的排泄功能，才能达到治愈此病的 目的。在施用万 

宝功能汤中另加白癣皮 60 g、地肤子 15 g、蛇床子 15 g、苦 

参 10 g、龙葵 30 g、益母草 30 g，一 13服 3次，每天用“八字 

治疗法”点刺二遍，用配制的“三二病毒消”注射液滴注两 

个月后，病情大减、痒痛感全消失，三个月后症状完全消失， 

皮肤恢复正常，同年 7月 17 13出院。 

4、4 患者，女，27岁，教师，1985年，右颈部患淋 巴结结 

核，二年后 ，渐渐溃疡流浓水，经各方治疗不但未愈，反而发 

展到全颈部数十枚 ，先后肿大溃烂，流脓水。1988年 4月 

17 13就诊，除了颈部患溃疡性淋巴结结核外，体质其它尚 

好，就单独采用在相应部位用“八字治疗法”点刺治疗与足 

部点刺，六个疗程后各处溃疡愈合。12个疗程后，大小包 

块全部消失而愈。至今一切良好。 

用“八字治疗法”治疗百余种疾病起到针到病除，特别 

是治疗淋巴病、牛皮癣 ，各种疼痛疾病有很好的疗效。治疗 

淋巴系统疾病(淋巴结炎、淋巴结核、淋巴肿瘤等)一万一 

千多病例中，配合药物万宝功能汤治愈率达 99．73％，时间 

上缩短为原来的七分之一，在卫生厅组织的专家评论会上 

得到肯定。另有同行治疗乳腺增生502例均有效，其中431 

例在一定疗程后针出肿消痛止。希望更多的同道运用“穴 

位回归公式”，更进一步深入了解并挖掘“八字治疗法”，解 

除病人疾苦，造福全人类。 
(收稿日期：2007一O7—19) 

子宫捆绑术联合米索前列醇治疗产科急症子宫出血的临床观察 

王 凤 宋 澍 (漯河市郾城 区人民医院 河南漯河 4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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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急症子宫出血是严重威胁产妇生命的疾病，居我 国孕产妇死亡原因的首位，子宫捆绑术联合米索前列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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