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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所刊处方、治法应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乡医加油站乡医加油站

□ 陈秀华 方 芳 广东省中医院

□ 冯 宇 山东省菏泽市中医医院

□ 文善姬 金振国 刘宝恒
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州汪清县中医院

□ 康武林 陈 松 余红超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赏析
谢某，男，61岁，农民，陕西

咸阳人，扭伤致左膝部疼痛、肿
胀 4 月 余 和 间 断 性 发 热 近 1
周。左股骨内髁、内侧胫骨平
台及髁间嵴后部骨髓水肿，左
膝内、外侧半月板后角损伤，左
膝关节周围软组织损伤、肿
胀。辨为膝痹，湿热蕴结证，以
四妙散加减清热祛湿，消肿止
痛结合激素冲击疗法治愈。

初诊：患者于 4 月前因扭
伤出现左膝部疼痛、肿胀，后症
状间断发作。现症见：患者左
膝部疼痛、肿胀，走路略受限，
间断性发热,以下午温度较高
为主，最高达 39.6 度，皮肤瘙
痒，背部多处皮疹，食纳差。查
体：患者左膝关节周围肿胀，局
部皮肤温度高，左膝关节周围
按压痛，背部多处皮疹，舌质
红、舌厚黄，脉弦数。此为湿热
蕴结所致，法当清热祛湿、消肿
止痛，方用四妙散汤加减:苍术
12g、黄柏 12g、生薏仁 30g、川
牛膝 12g、茯苓皮 15g、大腹皮
15g、鸡 血 藤 30g、车 前 子（包
煎）15g、黄芪 30g、萆薢 10g、甘
草 9g、薏 苡 仁 30g、益 母 草
15g。上药 7 付，日 1 付，水煎
服，早晚各 1次，结合激素冲击
疗法。嘱患肢注意保暖，患肢
扶拐杖行走，适当加强膝关节
功能锻炼。

7天后二诊：经上方案治疗
后，患者膝关节肿胀、疼痛，发
热，皮疹大减，感微痛而酸，乏
力，苔白脉小弦，前方去黄柏、
苍术，更加补益气血，利湿消肿
之品。处方：党参 12g，白术
12g，生薏仁 20g，川牛膝 12g，茯
苓15g，清半夏12g，鸡血藤30g，
赤芍 15g，益母草 12g，生甘草
6g，黄芪 30g，上药 7 付，日 1 付，水煎服，早晚各 1
次。1月后随访正常。

按语：成人斯蒂尔病是一种病因未明的以长
期间歇性发热、一过性多形性皮疹、关节炎或关节
痛、咽痛为主要临床表现，并伴有周围血白细胞总
数及粒细胞增高和肝功能受损等系统受累的临床
综合征。临床中常常被误诊。

成人斯蒂尔病的临床表现和肺炎支原体感染
的肺外表现颇为相似，都可以引起皮疹、发热、关
节肿痛等，且两类疾病都对一般的抗生素不敏感，
所以在鉴别诊断时更为困难。

四妙散由二妙散加牛膝、苡仁而来，具有去
湿热，利经络的作用。痹证是由于肝肾亏虚，风、
寒、湿、热等邪气闭阻经络，影响气血运行，导致
肢体筋骨、关节、肌肉等处发生疼痛、重着、酸楚、
麻木，或关节屈伸不利、僵硬、肿大、变形等症状
的一种疾病。轻者病在四肢关节肌肉，重者可内
舍于脏。

本案患者由于肝肾亏虚、气血不足，又外感湿
邪，入里化热，阻滞经络，湿热注于关节，而发关节
肿胀、疼痛之症。基本病机为湿热蕴结，因此治疗
应以清利湿热、消肿止痛为主，多加活血、燥湿、利
水药，如苡仁、茯苓、半夏、益母草等，其中益母草
为李老经验用药，该药兼有活血、利水两大功效，
其取《内经》中“去陈除菀”之意，全方奏清热利湿、
消肿止痛，兼活血通络之功，故而效果显著，二诊
有守有更，去除黄柏，苍术，而加补益气血，健脾利
湿之党参、黄芪、白术，有“培土治水”之意，而5剂
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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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四逆汤首载《伤寒论》，药由当
归、桂枝、白芍、细辛、炙甘草、木通、大枣
七味药物组成。方为厥阴伤寒，手足厥
寒，脉细欲绝之证而设。笔者临证将该
方运用治疗、凡属血虚有寒所致的手足
厥冷、小便频数等症，疗效满意。今择验
案两则，报告如下：

血虚四肢厥冷麻木案

严某，女，65岁，2019年 4月 26日初
诊。诉四肢厥冷多年，尤以气候变化和
冬季为甚，得温则舒。曾服用多种中西
药物治疗，收效甚微，今日来本科就诊。
刻见症如所述，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

诊断：血虚寒厥。
治法：养血通脉、温经散寒。
方药：当归 15g，桂枝 15g，白芍 15g，

炙甘草10g，大枣35g，生姜10g，木通10g，
细辛6g，吴茱萸5g。五剂。每剂水煎，早
晚温服。

5天后二诊：进药五剂，诸证大减。
手足已知温、舌质淡红、苔薄白、脉沉
细。遵效不更方之训，继进原方5剂。药
尽5剂，诸证消失，手足温若常人，多年顽
疾告愈。

按：本案患者之手足厥寒，系因素体
血虚，复因寒邪凝滞，气血运行不畅，四
肢失于温养而致。本方即桂枝汤，倍用
大枣，加当归、细辛、木通而成。方中当
归、白芍养血和营；桂枝、细辛、温经散
寒；甘草、大枣补中益气；木通通行血
脉。诸药相伍，血脉得养，寒邪得散，气

血畅，阴阳和，故疗效满意。

血虚四肢厥冷尿频案

金某，女，67 岁，2019 年 5 月 7 日初
诊。诉四肢厥冷已数年，时下已进入五
月，然仍在穿棉裤。症见下肢凉、腰痛、
小便频、夜尿多、时七八次行等。少腹冷
且痛，时有下坠感，今日晨起眼睑及下肢
浮肿。曾服多种药物，收效甚微。刻见
症如所述。形体肥胖，触觉双手逆冷不
温。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

诊断：血虚寒厥。
治法：养血通脉、温经散寒、补肾缩

尿。
处方：当归 15g，桂枝 15g，白芍 15g，

炙甘草 10g，大枣 35g，木通 10g，吴茱萸
6g，干姜 10g，龙骨 30g，牡蛎 30g，益智仁

20g，桑螵蛸20g，五味子10g。7剂。每剂
水煎早晚服。嘱其药后温覆双下肢，取
微汗。

7天后二诊：诸症大减，四肢已知温，
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效不更方，原
方加赤石脂40g，服法如前，继进7剂。

7剂药尽，四肢温若常人，腰痛消失，
夜尿1~2次，全身备感清爽，后服丸剂，以
善其后。

按：此案因素体血虚，复因寒邪凝滞，
致使气血运行不畅，四肢失于温养，而致
厥冷。日久伤及脾肾，致使下元虚衰，气
化不固，而现腰痛、小便频数、夜尿增多、
大便稀薄等。药用当归四逆汤养血通脉，
温经散寒，更用龙骨、牡蛎收敛固涩；桑螵
蛸、益智仁、五味子补肾缩尿；赤石脂涩肠
止泻；干姜温中回阳。诸药相伍，寒邪得
散，血脉得养，肾气得固，故收捷效。

当归四逆汤验案两则

地龙为巨蚓科动物参环毛蚓、通
俗环毛蚓、威廉环毛蚓或栉盲环毛蚓
的干燥体。前一种习称“广地龙”，后
三种习称“沪地龙”。广地龙：呈长条
状 薄 片 ，弯 曲 ，边 缘 略 卷 ，长 15～
20cm，宽 1～2cm。第 14～16 环节为
生殖带，习称“白颈”，较光亮。体轻，
略呈革质，不易折断。气腥，味微
咸。除去杂质，洗净，切段，干燥。置
通风干燥处，防霉，防蛀。咸，寒。归
肝、脾、膀胱经。内服：煎汤，5~10g；或
末，每次 1~2g；或入丸、散；或鲜品拌
糖或盐化水服。外用：适量，鲜品捣
烂敷或取汁涂敷；研末撒或调涂。

地龙是孙桂芝教授治疗肿瘤中
常见的中药之一。孙桂芝教授认为，
地龙能脱敏、解痉平喘，具有一定的
抗过敏、镇静、解热作用，还含有蚓激
酶，有助于疏通血管、防止血栓。常
用于肺癌、肝癌及肠黏连等的治疗。
地龙具有清热定惊，通络平喘，利尿
的作用。孙桂芝教授在处方中的常
用量为10g，入煎剂，可较长期应用。

孙桂芝教授临床上常用地龙、桃
仁和水红花子。

地龙、桃仁、水红花子为活血通
络、软坚散结、抗肝纤维化、松解肠黏
连的重要组方。

现代研究表明，地龙含蚯蚓解热
碱、蚯蚓素、蚯蚓毒素、琥珀酸、花生
烯酸、地龙B1及氨基酸、蚓激酶等；其

中所含碱性氨基酸有组氨酸、精氨
酸、赖氨酸等。有报道表明，地龙活
性蛋白可使给药动物的肿瘤发生率
低于对照组，存活率提高，生存期明
显延长，生存动态曲线明显抬高，抑
瘤率为 27%~48%，并能提高巨噬细胞
吞噬功能，促进淋巴细胞转化，增强B
细胞反应，对骨髓造血祖细胞的功能
也有明显促进；蚯蚓纤溶酶灌胃可明
显抑制人胃癌 BGC823 和人乳腺癌
B37 裸鼠移植性肿瘤的生长；蚯蚓提
取物2主要通过促使细胞凋亡和使肿
瘤细胞受阻于 G0-G1 期，DNA 合成
减少，对肿瘤细胞增殖有明显的抑制
作用。

孙桂芝教授使用三种药物组成
组方，可以起到软坚散结、松解肝纤
维化的作用。孙桂芝教授常用之于
肝癌伴有肝纤维化者，效果显著。唯
须注意根据病情需要遴选止血药适
当配伍，防止动血、伤血。

孙桂芝教授临床上用地龙治疗
肝癌。

泄热定惊：本品具有泄热解毒作
用，凡斑疹为火邪所遏，内陷而色紫
黑者，均可用之。对出血性斑疹且呈
血热征象者，亦可选用。对热性病引
起的高热、妄躁，甚则抽掣痉厥等，亦
多可奏效，鲜品尤宜之。本品还可促
进溃疡愈合，慢性溃疡用之亦多获
效。

行水解毒：本品可利水通淋，可
能有扩张尿路平滑肌的作用，对泌尿
系统结石引起的血尿有止血之功，且

可促进排石。
平喘通络：广地龙 15g，海螵蛸、

天竺黄各 9g，研末吞服，每服 1.5g，1
日3次，配合益气培本、润肺化痰之汤
剂，对哮喘收效较好。

息风降压：临床实践证明，地龙
对中风偏瘫，确有一定疗效，如能振
颓起痿、善治半身不遂的“补阳还五
汤”中，就用了地龙。临床上凡遇肝
阳上亢、脉弦劲有力而血压升高持久
不降，或已服诸药而效不显著，于平
肝潜阳剂中加广地龙、牛膝，每可使
血压下降，且能减轻头胀痛、烦躁不
眠等症。常用于治中风、癫痫、温病
高热、黄疸、喉痹、哮喘、风湿病痛等
症。

孙桂芝教授临床上用地龙治疗
肺癌。

退热：日本报道蚯蚓中所含蚯蚓
解热碱有退热作用。

降压：研究认为，除所含次黄嘌
呤外，还有其他 7种成分可以起到降
压作用，其中以地龙B1较为明显。

止喘：有研究报道，蚯蚓的有效
成分具有舒张支气管的作用。从广
地龙中分离的止喘有效成分之一琥
珀酸，经临床证明有宽胸、化痰、平喘
的作用。

镇静：地龙热浸液及醇提溶液具
有明显的镇静、抗惊厥的作用。

增强子宫紧张度、兴奋肠管：从
广地龙中提出的一种有效成分，对子
宫能增强紧张度，引起痉挛性收缩，
对肠管也有强烈兴奋作用。

地龙：清热通络 平喘利尿

痛经亦称经行腹痛，妇女正值经期或
经行前后，出现周期性小腹疼痛或疼痛引
腰骶，甚至剧痛至昏厥者。临床分原发性
和继发性两大类。原发性痛经是指女性
从月经初潮开始就发生腹痛，每次月经期
都会发作。原发性痛经的原因为子宫口
狭小、子宫发育不良或经血中带有大片的
子宫内膜，后一种情况叫作膜样痛经；有
时经血中含有血块，也能引起小肚子痛。
继发性痛经则是指女性行经数年或十几
年才出现的经期腹痛，多是由疾病造成，
如子宫内膜异位、盆腔炎、盆腔充血等。
目前治疗以西药止痛药物或通经活血止
痛的中成药为主，笔者应用岭南陈氏针法
治疗原发性痛经，以疏肝健脾、补肾活血、
调经止痛等为原则，针灸并用，施用分级
补泻手法和导气法，使气至病所，以达到
良好的疏通经络、调经止痛的效果。

病因病机 本病的发生多与情志不

畅、经产不洁、起居不慎、房劳多产等相
关，此外患者体质强弱及月经周期特殊的
生理变化相关也和本病相关。经期前后，
血海充盈而致溢泻，胞宫内气血变化迅
速，此时致病因素乘虚而入，痛经便发生
了。从中医角度来看，痛经发生的原因，
不外乎虚和实二种，虚乃胞宫血虚，冲任
失充，胞宫失却濡养，导致的“不荣则痛”，
这种疼痛常发生在月经结束之后；另一种
是冲任瘀血，气血运行受阻，导致的“不通
则痛”，这种疼痛常发生在行经之时。

治疗方法 “岭南陈氏针法”的疗效
可谓独树一帜，该针法历经了陈宝珊、陈
锦昌、陈全新、陈秀华等五代人、两代弟子
逾百年的发展、传承和创新，到目前为止，
岭南陈氏针法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针法体
系，其中包含飞针法、分级补泻法和导气
法。在2015年，岭南陈氏针法列入广东省
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对于原发性痛经的治疗，岭南陈氏针法选
用任脉、足三阴经和足少阳经等腧穴为

主，主要处方：关元、中极、子宫、三阴交、
照海、太冲、阳陵泉等，施用分级补泻手
法，补关元、中极、三阴交、照海，泻太冲、
阳陵泉，余穴施平补平泻手法，配合导气
法，使气至病所，以达到良好的疏通经络、
温经止痛的效果。

典型病例 李某，25 岁，女性。2018
年12月5日来诊。诉反复痛经20年。患
者从13岁月经来潮时出现痛经，伴小腹下
坠感，经血颜色偏暗，经行血块，平素月经
规律，30天一个周期。伴见经量多、色暗
红、血块++、血块排出不畅等。现来诊：月
经来潮第一天、小腹坠胀痛、经行不畅、血
块难下、时有偏头痛、疲倦肢冷、面部痤
疮、色红、油脂分泌旺盛、夜眠欠佳、梦多、
舌淡红、苔薄白腻等。双关脉弦滞，双寸
不足，双尺脉沉涩。体查：双下肢内外侧
均有细小瘀络。

诊断：①痛经。②粉刺。均为肝胆不
和、上热下寒、湿瘀阻络等导致。

患者脉象为集中在关部，此为肝胆瘀

滞，足少阳胆经从头走足，患者面部痤疮，
且油脂分泌旺盛，此为胆经气血过盛，胆
经气血旺盛，则出现偏头痛；胆热上内扰
心神，则出现睡眠梦多；小腹隐痛、经行腹
痛、血块较多、疲倦肢冷，此为湿瘀阻络、
寒凝经脉。

针刺处方：关元、中极、子宫、三阴交，
施用平补手法；太冲、阳陵泉施用平泻手
法。

艾灸处方：三阴交，悬灸20分钟，以局
部皮肤潮红、温热感为度。

经过1次针灸治疗后，患者痛经及偏
头痛诸症均有改善，睡眠较前明显好转。
接受3次针灸治疗以后，患者面部痤疮明
显改善；下一个月经周期来潮时痛经无发
作。嘱患者注意保暖，尤其是小腹部、腰
骶部和下肢保暖，保持心情舒畅。

药膳茶饮 根据不同体质和病型，推
荐不同的中医药膳茶饮处方。

气血虚弱型：当归红糖饮：当归100g，
红糖20g。先将当归浓煎取汁，加红糖20g

调服，为 1 剂。每次月经来潮前 3 天开始
服用，每日1剂，连服7剂为一疗程。

功效：养血调经止痛。
气滞血瘀型：砂仁猪肚汤：砂仁 10g，

田七 9g，猪肚 100g。将猪肚用沸水洗净，
刮去内膜，去除气味，与砂仁、田七一起放
入锅中，加水适量，烧沸后文火煮约 2 小
时。调味后饮汤吃肉。

功效：行气醒胃，祛瘀止痛。
湿热蕴结型：茵陈山楂煎：绵茵陈

20g，山楂10g，银花10g，红糖10g。洗净上
药，同放入锅内，加水适量，水煎取汁，加
入10g红糖，分次饮用。

功效：清利湿热，活血散瘀。
寒凝血瘀型：当归羊肉煲（冬季食用

适宜）：当归 5g，肉桂 1.5g，陈皮 3g，羊肉
250g。将羊肉洗净，切块，与陈皮、当归同
放入煲内焖煮至烂，放入肉桂10分钟，调
味食用。

功效：温经散寒，活血养血，调经止
痛。

肝肾不足型：黑豆米酒鸡蛋汤：黑豆
60g，鸡蛋2枚，米酒120ml。先浸泡黑豆2
小时，将黑豆、鸡蛋同煮，蛋熟后去壳再
煮，煮至豆熟加入米酒120ml，吃蛋喝汤。

功效：滋补肝肾，调经止痛。

“岭南陈氏针法”治疗原发性痛经

□ 王 逊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胡 岸 民安诊所

患者乔某，女，65岁。因“左侧肢体麻木
疼痛半年”来诊。半年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
左侧肢体麻木症状，以肘膝关节远端症状明
显，夜间麻木感剧烈，白天稍减，夜不能寐。
伴有双眼视物模糊、自述双眼“劳累感”等。
多处求诊，服用中药汤剂、针灸、理疗等，效
果均不佳。诊其体态偏胖，心肺及腹部未及
明显异常，双侧肢体肌张力正常，腱反射正
常，病理征未引出。舌淡胖，苔白，边有齿
痕；左寸口脉弦，右侧寸脉如豆大，关尺脉
细，形如蝌蚪。诊断为肢体麻木，辨证为肝
郁脾虚、阳虚湿盛。该病以柔肝法为主，杂
合健脾益气、温阳化湿法，以柔肝法合异功
散处方：党参 9g，炒白术 12g，茯苓 15g，陈皮
6g，柴胡 6g，炒白芍 15g，川牛膝 15g，柏子仁
9g，当归 9g，升麻 6g，山萸肉 24g，干姜 6g，桂
枝 9g，甘草 3g。水煎，冲附片颗粒 6g，日 1
剂，分 2次服。

患者服用 4 服，自述肢体麻木感明显减
轻，夜能安卧，视疲劳症状缓解。

按：患者以肢体麻木病症求诊，需行颅脑
及颈腰椎检查，以明确是否存在器质性病
变。该患者除左侧肢体麻木外，还存在眼睛
疲劳感，左侧属肝木，肝开窍于目，肝经连目
系，再按照脾主四肢、麻木为营阴不能濡养的
理论，所以处方先调肝脾。疏肝法，疏之更
甚，用柔肝法治之。方药：当归、牛膝、柏子仁
等，结合柴胡、炒白芍，柔中带疏，以柔肝为
主；患者痰湿之体，源于肾阳不振，故以附片、
干姜、山茱萸，调和肾脏阴阳；桂枝、升麻，引
阴出阳也。

益气柔肝、温阳化湿
治肢体麻木一例

孙桂芝治疗肿瘤系列常用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