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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蚕为蚕蛾科昆虫家蚕，4～5龄的幼
虫感染（或人工接种）白僵菌而致死的幼
虫干燥体。本品略呈圆柱形，多弯曲皱
缩。长 2~5cm，直径 0.5~0.7cm。表面灰
黄色，被有白色粉霜状的气生菌丝和分生
孢子。头部较圆，足8对，体节明显，尾部
略呈二分枝状。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平
坦，外层白色，中间有亮棕色或亮黑色的丝
腺环4个，气微腥，味微咸。僵蚕淘洗后干
燥，除去杂质。炒僵蚕：取净僵蚕，照麸炒法
炒至表面黄色。本品置干燥处，防蛀。

白僵蚕咸、辛，平。归肝、肺、胃经。用
量5~9g。僵蚕是孙桂芝教授治疗肿瘤中
常见的中药之一。孙桂芝教授认为僵蚕气
味轻浮，善走人体上部，用治头面及颈部肿
瘤，如脑瘤、鼻咽癌、喉癌等较为适合，也常
用于肺癌、食管癌等的治疗。治疗颈部淋
巴结转移多与龙骨、牡蛎、浙贝母、夏枯草
等为伍；治疗食管癌时与天龙、威灵仙、石
见穿等为伍；治肺癌常与鼠妇、九香虫等配
伍；治疗脑瘤常与全蝎、蜈蚣、地龙、小白花
蛇、山慈菇等配伍；治淋巴瘤酌与龙骨、牡
蛎、浙贝母、夏枯草、山慈菇等为伍。因僵
蚕无毒，常用量为10g，可较长期服用。入
煎剂。

表散化痰 通络软坚

僵蚕具有祛风定惊，化痰散结的作
用。用于惊风抽搐，咽喉肿痛，皮肤瘙痒，
颌下淋巴结炎，面神经麻痹。

疏风散热：本品具有表散之功，对于风
热郁遏而痘疹不能透达者，最能表而发之，
故对外感温邪最为适用。清代医家杨栗山

《寒温条辨》中首推本品为时行温病之要药，
并据之以创制名方“升降散”。

化痰软坚：常与贝母、元参等同用，对
喉风、痄腮、瘰疬等有效；配白芨可用于治
某些空洞型肺结核，亦有一定疗效。因其
功能散风降火、化痰软坚，故风热痰火之喉
痹咽肿、风疹瘙痒、结合瘰疬等均可用之。

解毒镇痉：对哮喘而病情较轻者有
一定的缓解作用，盖取其解痉定喘、化痰
止咳、散风泄热之功。

活络通经：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提取它能治“癥块”，说明本品有软坚消
癥之功，并附有僵蚕、白马溺为丸之单
方，谓善治“痞块心痛”，因此可用于硬结
痞块的治疗。

相关配伍

治中风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白附

子、僵蚕、全蝎各等份（并生用），为细
末。每服一钱，热酒调下，不拘时候。
（《杨氏家藏方》牵正散）

治小儿惊风：僵蚕、蝎梢等份，天雄
尖、附子尖共一钱（微炮过），为细末。
每服一字或半钱，以生姜温水调，灌
之。（《本草衍义》）

治小儿撮口及发噤：白僵蚕二枚，
为末。用蜜和，敷于小儿唇口内。（《小
儿宫气方》）

治头风：白僵蚕（去丝、嘴）、良姜等
份。为细末。每服半钱，白梅茶清调
下，临发时服。（《百一选方》）

药理作用

僵蚕的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具有抗
肿瘤作用。本品主要含脂肪及蛋白

质，白僵蚕还含有可用于合成类皮质
激素的成分，但其是否能增强机体防
御 功 能 和 调 节 功 能 ，达 到 愈 病 的 目
的，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僵蚕醇水浸出液对小鼠、家兔均有
催眠、抗惊厥作用；其提取液在体内、外
均有较强的抗凝作用；僵蚕粉有较好的
降血糖作用；体外试验证明它对金黄色
葡萄球菌、绿脓杆菌有轻度的抑菌作
用，其醇提取物体外可抑制人体肝癌细
胞的呼吸，可用于直肠瘤型息肉的治
疗。

抗癌活性：对移植性小鼠肉瘤 S-
180的生长有抑制作用。

抗惊厥：煎剂能对抗士的宁引致的
小鼠惊厥作用。

僵蚕使用须谨慎

心虚不宁、血虚生风者慎服。《药性
论》记载：恶桑螵蛸、桔梗、茯苓、茯神、
萆薢。《本草经疏》云：凡中风口噤，小
儿惊痫夜啼，由于心虚神魂不宁，血虚
经络劲急所致，而无外邪为病者忌之。
女子崩中，产后余痛，非风寒客入者，亦
不宜用。《本草新编》中记载：多服则小
腹冷痛，令人遗溺，以其性下行而成寒
也。

僵蚕:祛风定惊，化痰散结

本版所刊处方、治法应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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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珏晗 练柳兰 广东省中医院

□ 袁普卫 康武林 余红超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 王 逊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胡 岸 北京孙桂芝中医肿瘤研究所

严某，男，63岁，双髋部无明显原因
疼痛半年，有下肢跛行 1 月余。双髋部
MR示：双侧股骨头可见数个低信号区，
双侧关节腔可见少量积液，考虑双侧股
骨头坏死；双侧CT平扫及三维重建示：
双侧股骨头轮廓尚完，双侧股骨头缺血
性改变，左侧累及股骨头 1/3骨质，右侧
累及 2/3骨质。辨为骨蚀，肝肾亏虚、血
瘀痰阻证，自拟补肾复骨汤以补益肝肾，
活血化瘀，强筋生骨，疗效明显。

初诊：症见双髋部疼痛，活动受限，
面色无华，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缓。患
者既往有长期大量饮酒史，由他人扶入
诊室。此病属骨蚀范畴，为肝肾亏虚、血
瘀痰阻所致，法当补益肝肾，活血化瘀，
强筋生骨。

方用自拟补肾复骨汤：黄芪 30g，骨
碎补15g，土元12g，丹参12g，炒白芍15g，
当归12g，炒白术12g，牛膝12g，茯苓12g，
醋元胡 12g，三七粉 9g冲服，陈皮 12g，甘
草 10g上药 7付水煎服，日 1剂，早晚各 1
次。外用热敷散（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方）：刘寄奴 12g，独活 12g，防风 12g
红花 9g，艾叶 9g，桑枝 30g，花椒 9g，草乌
9g，川乌9g，伸筋草12g，透骨草12g，牛膝

12g，瓜蒌12g。用食醋将药拌湿，包裹于
纱布中，蒸热后敷于髋部，以不烫伤皮肤
为度，每日2次，每次60分钟。

局部用自制小针刀在透视引导下行
双侧关节囊减压、股骨头减压，每周 1
次。嘱患者绝对卧床休息并膝踝套牵
引，如生活需要应扶双拐下地，其平素应
注意防风、防寒、防潮，避免居潮湿之地，
注意生活调摄，忌食辛辣油腻食物，建议
食富含蛋白质低脂食物。

二诊：上方药服 7剂后，双髋部疼痛
有缓解，但双髋关节活动仍受限，舌质
淡，苔白，脉沉。此仍是肝肾亏虚血瘀经
络，以上方稍加调整：黄芪 30g，骨碎补
15g，土元12g，丹参12g，炒白芍15g，当归
12g，炒白术12g，牛膝12g，茯苓12g，醋元
胡 12g，三七粉 9g冲服，鸡血藤 12g，陈皮
12g，甘草 10g，上药 7 付水煎服，日 1 剂，
早晚各1次。继续双髋部热敷，小针刀松
解减压1次，余嘱同前。

三诊：又服 7剂药后，患者自感双髋
部疼痛有所缓解，舌质淡，苔白，脉沉。
遵效不更方原则，上方再进 14付。继续
双髋部热敷，小针刀松解减压 1次，余嘱
同前。

四诊：又服14剂药后，患者自感双髋
部疼痛缓解，行走仍受限，舌质淡，苔白，
脉沉。遵效不更方原则，前方再进 24

付。继续局部热敷，余嘱同前。
五诊：治疗 2月后，患者自感双髋部

疼痛减轻，双髋关节前方压痛，以股骨头
处压痛为甚，双髋关节活动受限，舌质
淡，苔白，脉沉。遵效不更方原则，前方
再进24付。继续局部热敷，余嘱同前。

六诊：治疗 3 月后,患者自感双髋部
明显疼痛减轻，静息状态下疼痛消失，负
重后隐隐作痛，双髋关节前方压痛，以股
骨头处压痛为甚，双髋关节活动受限，舌
质淡，苔白，脉沉。患者病情好转，改用
口服骨复生胶囊（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自制剂）4粒/次3次/日；继续双髋部
局部热敷，余嘱同前。

七诊：治疗半年复诊，患者自感双髋
部疼痛消失，双髋关节活动改善。查双
髋关节MR与前次比较双侧骨坏死区域
面积减小，关节腔积液基本消失，有新生
骨改变。

按：股骨头坏死属中医学“骨蚀”
“骨痹”“骨痿”“髋骨痹”等范畴。《素问·
痹论篇第四十三》记载，“风寒湿三气杂
至，合而为痹也……痹在于骨则重。骨
痹不己，复感于邪，内舍于肾。”从内、外
两个方面说明骨痹的发病原因和发病
机制：一方面是风寒湿外邪侵入人体的
内部，致人体内的各个脏腑及相关系统
发病；另一方面，由于正气虚弱，复感外

邪，导致脏腑功能失调，外邪乘虚而入
损害脏腑而发病。《灵枢·刺节真邪第七
十五》曰：“虚邪之于身也寒，寒与热相
搏，久则内著，寒胜其热，则骨痛而肉
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内伤骨
为骨蚀。”说明各种邪气侵袭人体，久而
久之，产生骨痛或者脓疮的症状，最终
产生骨质破坏这样一个病理过程。而
这一病理变化过程，也同于现代医学对
于骨坏死病理过程的认识，所以也可认
为“骨蚀证”就是股骨头缺血坏死的病
理变化过程。

本病病机以肝肾亏虚为本，血瘀痰
阻为标。肝肾亏虚，气血不足，筋骨失
养，卫外不固，风寒湿邪趁虚而入，凝聚
经脉，气血不行，瘀血阻络，不通则痛；
或为创伤致瘀、血供不足、慢性劳伤、筋
骨受损；或过度饮酒，产生湿痰，痰湿郁
久蕴而化热，耗伤气血，气血瘀阻，运行
不畅，筋骨失养，久则髓减骨枯，发为骨
痿。刘德玉在临床应用中以补肾益气
化瘀为主，此病病程久远在补益肝肾的
同时需重视固护后天之本；方中用土
元、田七丹皮、当归、丹参等活血化瘀、
除弊止痛；用巴戟天、肉苁蓉、仙灵脾、
补骨脂等温补肾阳、活血化瘀，用黄芪、
泽泻、茯苓等补气健脾祛湿，消瘀化痰，
疗效显著。

刘德玉治疗骨坏死案一例

孙桂芝治疗肿瘤系列常用药

长安医学——关中李氏骨伤学术流派

方药：山萸肉 40g，熟地黄 40g，枸杞子 40g，石
燕 40g，白术 40g，巴戟天 30g，当归 25g，五味子
25g，茯神25g，山药25g，鹿茸10g，炙海马10g，炙蛤
蚧1对，炙蜂房25g，炙蜗牛50个，阳起石50g，淫羊
藿 30g，全蝎 25g，蛇床子 25g，地龙 25g。将上药共
研细末，过 120 目筛后，分成 60 包，或炼蜜为丸。
每服 1包或 1丸，日服 2次，饭前服用。1个月为 1
个疗程。

主治：阳痿。
宜忌：忌生、忌冷、忌烟酒。
病例验证：用此方治疗阳痿患者 297例，治愈

274例，无效23例，总有效率占92.25%。
（张伟 整理）

萸肉熟地治阳痿

方药：饭锅巴、面锅巴各 150g，怀山药 15g，莲
子、薏苡仁、白术各10g，焦山楂、焦麦芽、焦神曲各
9g，砂仁（后下）6g，甘草3g。

用量：每日1剂，水煎服。5天为1个疗程。
功效：健脾醒胃，消食导滞。
主治：小儿厌食。
病例验证：李某，男，5岁。患儿因春节期间过

食瓜果肥腻之品，逐渐出现厌食、形体消瘦，经中
西医多方治疗，未见好转。刻诊见面色萎黄、脘腹
胀满、食少纳呆、尿多便溏、舌淡、苔薄腻等症状。
此乃饮食不节，食滞中焦，寒温不当，脾困食阻。
予此方进 5剂，患儿饮食备增，精神好转。效不更
方，更进5剂，饮食如常，面色红润。

（韦良渠 整理）

锅巴莲子治小儿厌食

方药：枸杞子、菟丝子、桃仁、牛膝、山萸肉、白
芍、车前子（包煎）各15g，肉苁蓉、当归、沉香、柴胡
各12g，石菖蒲10g，干蜈蚣（研末分吞）2条。

用法用量：每日 1剂，水煎服。15天为 1个疗
程。

加减：心肾不交者，加知母、黄柏各 10g，龟板
（先煎）15g；肾阳亏虚者，加制附子8g，淫羊藿12g；
肝气郁结者，加郁金、香附各 12g；瘀血内阻者，加
穿山甲、路路通各 15g；湿热下注者，加龙胆草、栀
子各10g。

主治：不射精症。
宜忌：禁烟酒、辛辣、煎炒油腻之品。
病例验证：用此方治疗不射精症患者45例，1~

6个疗程痊愈38例，有效5例，无效2例。
（魏中意 整理）

枸杞子治不射精症

处方组成：生大黄（后下）6~10g，软柴胡6~9g，
淡黄芩 6~9g，金银花 10~15g，连翘壳 10~15g，射干
10g，夏枯草10g，蒲公英10~15g。

用法用量：每日1剂，水煎服，渣再煎，连服2~
3剂。外用喉蛾散吹喉，每日5~6次。

功效主治：清热解毒，通腑泄热。用于治疗急
性化脓性扁桃体炎，证见咽喉疼痛、吞咽困难、畏
寒发热或寒热往来，大便干结，小便短赤，舌质红，
苔白或黄白相蒹，脉浮数或弦滑数。

加减：表热盛者，加薄荷叶；里热甚者，加生石
膏、川黄连。

病例验证：用此方治疗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
52例，痊愈 46例，好转 4例，无效 2例，总有效率为
96.16%。 （刘流 整理）

大黄柴胡汤治扁桃腺炎

肩周炎是临床上常见的退行性炎
症，主要发生于肩关节周围的组织，以肩
关节疼痛和运动受限为特征。具有复发
性强、病程长，难以根治的特点，相较于
西医治疗来说，中医的根治性更强，临床
上以中医治疗为主。通过平衡火罐的闪
罐、揉罐、走罐、抖罐、留罐手法，配合以
刺血疗法，对机体产生一种良性刺激，配
合火罐的温热效应，温通经络，激发人体
阳光，驱邪外达，又能调和脏腑之气，平
衡阴阳，使紧张的肌肉达到放松状态，缓
解挤破头痉挛，松解粘连，从而达到舒筋
止痛、祛瘀消肿的目的。平衡火罐是外
治法，无毒副作用，治疗效果立竿见影，
深受患者喜爱。

病因病机

肩周炎别名也叫“漏肩风””冻结肩“”
五十肩“等，是以肩关节疼痛为主，先呈阵
发性酸痛，继之发生运动障碍的一种常见
病、多发病。患有肩周炎的患者自觉有冷
气进入肩部，也有患者感觉有凉气从肩关
节内部向外冒出，故又称之为”漏肩风“。
其病变特点广泛，即疼痛广泛，功能受限
广泛，压痛广泛。肩周炎患者常表现为肩
部疼痛，活动受限，怕冷、压痛、肌肉痉挛
与萎缩。通过经络传导平衡火罐以良性
刺激及火罐效应，调理全身脏腑、疏通经
络，以达到治疗肩周炎的效果。

治疗方法

操作前询问患者既往史、过敏史，取

得患者配合方可进行。嘱患者俯卧于治
疗床上，充分暴露背部，予大毛巾遮盖保
暖，暴露治疗部位，首先沿两侧膀胱经顺
时针闪罐三个来回，给予患者轻度刺激，
罐体发热后利用余温，沿两侧膀胱经，顺
时针揉罐三个来回，揉至皮肤微微发红，
在背部均匀涂抹甘油，以达到润滑作用，
予患者走罐治疗，吸力由小到大，以患者
耐受为主，沿督脉而上，两侧膀胱经下，走
三个来回。待患者耐受后，患处局部抖
罐，施以强刺激，以求达到分筋理筋、活动
关节、修复机体平衡状态的治疗效果。抖
罐三个来回，抖罐结束后配合刺血疗法，
阿是穴放血用四号注射器针头快速刺3~5
下后迅速留罐7分钟，以求达到祛除淤血、
温经通络、调节脏腑的目的。嘱患者一周
后复诊，再次予平衡火罐疗法治疗，并嘱

患者一周后再次复诊，再次予平衡火罐疗
法治疗。

典型案例

李某，男，34岁 患者因感觉颈肩部酸
胀疼痛，继而颈部、肩部活动受限，自述贴
膏药后病情仍无好转，2019 年 5 月 7 日于
我院初诊，中医诊断为痹症(气滞血瘀)，西
医诊断为肩周炎。第一次行上述治疗方
法中平衡火罐治疗，结束后患者自述疼痛
明显减轻，颈部活动受限有所减轻，肩膀
也可以抬起，罐印呈紫红色。

2019年 5月 14日第一次复诊：自述疼
痛明显减轻，颈部可以正常活动，再次予
治疗经过中的平衡罐疗法进行治疗，罐印
明显变浅。

2019年 5月 21日第二次复诊：自述肩

部可以自由活动，痛感消失，活动无受限，
再次予平衡火罐疗法治疗，巩固治疗效
果，罐印明显淡化。

患者第一次治疗后自诉疼痛明显减
轻，无口干口苦，无发热恶寒，第一次复诊
时自述睡眠状态改善，活动受限有所改
善，第二次复诊时自述活动无受限，痛感
消失，罐印明显淡化。疗效标准:视觉模拟
评分分数<3 分，内旋、外旋超过 70 度，反
手摸背超过42cm；有效:视觉模拟评分4~6
分，内旋、外旋30度，反手摸背超过42cm。

根据疗效标准评判患者治疗效果显
著。

平衡罐治肩周炎

协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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