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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钱 贵州省江口县人民医院

何 苗 贵州中医药大学

□ 王传侠 山东省德州市立医院

邱奕霏 北京弘医堂中医医院

□ 袁普卫 长安医学-关中李氏骨伤学术流派

赏析

李堪印教授为第二批全国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经验继工作承指导老师，陕西省名
老中医，曾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骨
伤科主任，陕西省中医药学会骨伤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先生从医 50 余年，培养了
一大批中医药骨伤科高级人才。在强直性
脊柱炎中医药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
经验，先生认为本病的病位在“肝、筋”，病
机特点为本虚标实，以“肝血亏虚、筋脉失
养”为其本，风寒湿热等外邪为其标，并重
视瘀血的存在。治疗上以“酸以养肝体、辛
以助肝用，甘以缓筋急”疗其本，通络除痹
祛其邪，活血化瘀贯穿始终。

总体用药原则

先生临证处方常用葛根、羌活,葛根味
甘、辛，取《伤寒论》中所载“太阳病，项背强
几几……桂枝加葛根汤主之”之意，而所谓
的“项背强几几”指的是颈项、背部牵强不
舒，俯仰不能自如的表现，这与强直性脊柱
炎十分相像，而羌活味苦辛，归膀胱经，可
通过其祛湿解表的作用以通利膀胱经经气
而达到缓解腰背部疼痛不适之功，此二者
常被当作君药来用，旨在疏通膀胱经经气，
以达止痛之功；在活血逐瘀行气止痛类药
物的选择上，先生强调该阶段的强直性脊
柱炎患者的瘀滞之证多在气血，尚未至筋
骨脉络，因此常选择延胡索、没药、三七、桃
仁、川牛膝这类活血作用较为平缓且适合
长时间服用的中药；对于疼痛症状较重的
患者,常加用白芍、甘草，有酸甘化阴，缓急
止痛之妙。随着病程的延长，病情也逐渐

加重，腰背部、颈部屈伸旋转不利。先生认
为病情发展到这一阶段，其主要矛盾为脊
柱及四肢大关节的强直，且病久成虚，累及
肝肾阴阳，此时应以活血通络，补益肝肾，
调和阴阳为法。先生认为，此阶段的瘀滞
之证已入筋骨脉络，在选择活血类药物
时，常适当的加用土鳖虫、全蝎等活血作
用较强的虫类药，佐以络石藤、青风藤、鸡
血藤等以达活血通络之功；久病成虚,病
及肝肾阴阳，此时先生常选用熟地黄、山
萸肉、五加皮、枸杞子、龟板胶、鹿角胶等
以补肝肾之虚，以求阴阳之和；此外，对于
无论所处哪个阶段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先生好用大量黄芪，剂量一般为 40g左右，
旨在补气助阳，益卫固表，扶正以御邪、祛
邪，防止患者因感受外邪而加快病情的进
展。

此外，根据关联性分析研究结果我们
发现先生在临床上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常
用验方是在黄芪桂枝五物汤和芍药甘草汤
基础上划裁所得，主要药物为黄芪、白芍、
甘草配合青风藤、鸡血藤、茯苓、半夏与其
他药物加减。

辨证论治，中西并重

肝血亏虚、筋脉失养为本，重在养阴柔
肝，缓急止痛“治病必求于本”。《素问》提
出了“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
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的用药原
则，这一理论成为指导后世治肝的基本法
则，叶天士据此概括出治肝三要：“酸以治
体，辛以理用，甘以缓急。”所以，对于强直
性脊柱炎的治疗，先生以“酸以养肝体、辛
以助肝用，甘以缓筋急”为原则着手用药，

喜用白芍、葛根及甘草三味药。白芍味苦
酸性凉，归肝、脾两经，为养肝血柔肝阴之
要药，且白芍质地清润而不滋腻，补血而不
滞血，故先生善重用；甘草性味甘平，善缓
急止痛。白芍与甘草相合，先生以酸甘立
法，一取酸甘化阴之功，芍药味酸，甘草味
甘，酸甘结合，用以补阴血，肝血充足，筋得
濡养，运动灵活而有力。二取柔肝益脾之
功，肝主筋，肝阴不足，风木不制，横乘脾
土，筋系挛急，《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
脉证》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
脾。”芍药养肝柔筋，甘草补益脾气，使脾气
旺盛而不受邪，则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三取缓急止痛之功，芍药、甘草两味药物均
有缓急止痛的作用，两药相使，加强缓急止
痛之功，有效缓解患者早期疼痛的症状。
现在研究也证实芍药甘草汤具有明显抗炎
镇痛作用。葛根，味辛升发，以助肝用，散
精于筋，筋脉沐浴其中，柔韧而不僵直；辛
散发表，又可缓解外邪瘀滞、经气不利、筋
脉失养所致的项背强痛，即取《伤寒论》中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桂枝加葛根汤主
之”之意。所以，葛根既能助肝气升腾，又
能舒缓项背的拘挛，是先生治疗AS善用药
物之一。

风寒湿热为标，注重祛邪通络《素问·
痹论》言：“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

“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
也。”强直性脊柱炎总属“痹症”范畴，其发
病必会存在风寒湿热等外在致病因素。肝
肾亏虚，“若虚则受风，风寒搏于脊膂之筋，
冷则挛急，故令背偻。”针对引起本病的风
寒湿热之邪，先生善加用威灵仙、豨莶草、
萆薢等祛邪通络除痹。其中威灵仙味辛性

温，辛散温通，性猛善走，通行十二经，既能
去风湿邪气，又能温通经络而止痹痛，同时
入膀胱经，最善祛腰脊项背之风寒湿邪；豨
莶草，辛苦性寒，祛风湿、通经络、利关节，
尤益于湿热痹痛；萆薢，《神农本草经》言:

“主腰背痛，强骨节，风寒湿周痹。”，最善治
腰膝痹痛，筋脉屈伸不利。

活血化瘀贯穿始终 汉·张仲景在《金
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另立“历节
病”，认为“历节痛，不可屈伸”“其痛如掣”

“诸肢节疼痛，身体羸弱，脚肿如脱”，病因
是风寒湿合而为邪，伤及血脉，外邪浸淫筋
骨脊背所致，痹症日久，邪气久羁深入精髓
骨骱，痰瘀痹阻，经脉不达，即所谓“久病入
络”，“久病多瘀”。《景岳全书·风痹》曰“盖
痹者，闭也，以血气为邪所闭，不得通行而
病也。”若肝血不足，阳用亦不力，肝的疏
泄功能出现障碍，气的生发不足，则无力
推动血行，瘀血乃生，阻滞筋脉，即“因虚
致瘀”。外邪久羁，痹阻脊背，潜经入骨，
凝津滞血，变生瘀血，久滞不散，即“因邪
致瘀”。叶天士对于痹久不愈者，有“久病
入络”之说，倡用活血化瘀及虫类药物，搜
剔宣通络脉。先生认为强直性脊柱炎发
病后期病邪已入筋骨、入脉络，在使用活
血化瘀药的同时，加入“虫蚁飞走”之品，
如土元、蜈蚣、乌梢蛇、蕲蛇、全蝎、蚂蚁等
虫类药物，一则加强活血化瘀的功效，二
则达活血通络，祛瘀止痛之功。在此基础
上，配伍鸡血藤、清风藤等药物，佐助虫类
药物加强活血通络的功效；把握“邪去不
伤正，效捷不猛悍”的原则，先生常加入白
术、半夏、陈皮、茯苓顾护脾胃，以防产生不
良反应。

久病成虚，病及肝肾阴阳 久病成虚，
病及肝肾阴阳。此时先生常选用熟地黄、
山萸肉、五加皮、枸杞子、龟板胶、鹿角胶等
以补肝肾之虚，以求阴阳之和。

个性施治，剂型灵活

中药汤剂适应中医辨证施治，随症加
减的原则，可以依据不同患者的个体特点
与病情变化转归灵活用药。且汤剂溶媒来
源广，液体制剂吸收快，能迅速发挥药效，
故先生通常对首诊、次诊患者施以中药汤
剂治疗，观其疗效，并根据患者情况对方剂
进行药味、剂量的调整，个体化治疗，从而
以较快的时间达到良好的疗效。但中药汤
剂口味苦涩，体积较大，制备时间较长，且
易发霉、发酵、不易贮存，对于强直性脊柱
炎这种需要长期服药治疗的患者难以坚
持，故对疗效佳者，开具药方，制药为水丸
剂型，方便患者长期服用；对疗效欠佳者，
调整方剂，继续观察病情，待药物得效，制
为水丸，长期服用，依从性较好。特别是有
一些患者都是学龄期，如初中、高中、大学，
一是远离家乡，学习紧张忙碌，服药应考虑
方便患者，这样剂型的选择尤为重要。

内外兼施，强调外治

先生在治疗强直性脊柱炎过程中主张
内外兼治，即整体与局部兼顾，发挥中医外
治法的优势。疼痛晨僵症状较重患者局部
血瘀，筋脉凝滞，先生给予患者中药内服的
同时开具中药外敷方剂：刘寄奴 30g，艾叶
30g，花椒 15g，制草乌 20g，木瓜 18g，桑枝
18g，透骨草 30g，桂枝 15g，伸筋草 30g，制
川乌 20g，怀牛膝 15g，红花 15g，乳香 15g，
没药 15g。中药封包熏蒸后，置于患处热
敷，1日早晚各1次，每次1小时。此外敷中
药活血化瘀，温通筋脉，能够以较快速度缓
解强直性脊柱炎疼痛与晨僵的症状，与内
服中药相配合外治其标，内治其本，从而达
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李堪印教授强直性脊柱炎用药经验浅议

肾阴虚

“认清各脏腑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
化，能对临床辨证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是王玉生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肾
阴与肾精来说，二者从阴阳属性方面讲
皆属于阴，这是广义之阴。在辨证中经
常提到肾阴虚和肾精虚，肾阴虚即是狭
义之阴了。肾精虚包含着肾阴虚在内，
肾阴虚却不包括肾精虚。

肾阴的生理病理：肾为先天，肾阴起
到滋润五脏六腑、毛皮肌肉、四肢百骸等
重要作用，称为肾中元阴。肾阴亏虚时，
除本脏各部位缺少濡养外，还会波及全
身其他脏腑组织失去濡养，形成肝肾阴
虚、心肾阴虚、肺肾阴虚等。还可导致很
多疾病，如高血压、低血压、糖尿病、耳源
性眩晕、老年脑萎缩、中风、脑供血不足、
脑动脉硬化、男性生殖系统、泌尿系统及
女性的月经病、不孕症等。其症状表现
除一般肾虚症状外，如腰膝酸痛、头痛头
晕、耳鸣等。其次就是肾阴虚的特征症
状，如双目干涩、盗汗、手足心热、面部或
全身潮热、舌质红、脉细或细数等。

肾阴虚的治疗：肾阴虚可见于内、外、
妇科的多种疾病之中（前已述），滋补肾阴
是临床常用的方法之一，常用方剂如六味
地黄汤、杞菊地黄之类，常用药物如枸杞、
山萸肉、山药、熟地、女贞子、鳖甲、龟板等。

典型病例

张某，51岁，2012年 2月 16日就诊。

诉少寐 3年，近日加重。3年来每日难以
入寐，经常服用安定片才可入睡 3 个小
时，否则彻夜不能眠，即便入睡也是多
梦，伴有腰痛、时时头晕、耳鸣、双手心夜
里灼热、舌质边有3个溃疡点、苔薄白、脉
沉细。

诊断：少寐（肾阴亏虚，水不济火，心
神失养）。

治则：补肾水，益心火，安心神。
方药：山萸肉 20g，山药 20g，熟地

30g，泽泻15g，女贞子20g，当归12g，川芎
12g，枣仁20g，莲子肉20g，远志10g，枸杞
20g，夜交藤 30g。7 剂，水煎 2 次/日，2
次/日服

2012年2月23日二诊：药后能入寐
3 个小时，舌边溃疡仍在，它症均有减
轻。上方加地黄30g，龟胶12g。

2012年3月10日三诊：药后能入寐
5~6个小时，舌边溃疡消失，其他症状明
显减轻，以六味地黄丸5盒。

按语：少寐本为心之症，除少寐外，
还有头晕、耳鸣、手足心热等肾阴虚证，
肾水不能上济心火，心火失养，神智失常
即致少寐。肾阴得充，心火得降，心神得
安，故少寐即愈。

肾精虚

肾精的生理病理：肾精除了能和肾
阴一起濡养全身各脏腑组织的作用外，
主要对全身骨骼、大脑的生长发育，对
男、女生殖系器官的生育起到极其重要
的作用。肾精虚多见于老年脑萎缩、骨
质疏松、股骨头坏死、再生障碍性贫血、
小儿囟门闭迟、女子月经不调、闭经、崩
漏下血、不孕、男子精液异常等病。其症
状特点除一般的肾阴虚症状外，如腰膝

酸痛、头晕头痛、耳鸣、两目干涩、手心热
等，肾精虚的症状特点还有：牙齿松动隐
痛或脱落、头发干枯或脱落、手足爪甲凹
陷卷曲变色、四肢无力、记忆力下降、视
力下降等。肾精虚包括肾阴虚的症状在
内。

肾精的生理功能除了具备男女生殖
功能外，还藏于命门的功能之中。《难经·
三十九难》说：“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
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
通。”后世有将肾精称之为精室，《景岳全
书》中即将肾精列为男女生殖功能的重
要组成部分，认为男女皆有胞，并说：“胞
者，子宫是也，此男女藏精之所，皆得称
之为子宫，唯女子于此能受孕，因名曰
胞。”

肾精虚的治疗：肾精虚会出现在很
多疾病当中，常用方剂如虎潜丸、五子衍
宗丸、左归丸、右归丸、大补阴丸等。常
用药物如龟甲、鳖甲、紫河车、肉苁蓉、菟
丝子、沙苑子、鹿茸、海狗肾、锁阳、黑芝
麻、桑葚、黄精、何首乌等。

典型病例

王某，女，43 岁。2019 年 5 月 10 日
就诊。诉右髋关节痛 2 年，近一年来加
重。刻诊：右髋关节疼痛已严重的影响
行走，伴有腰痛、双膝痛、时有头晕、耳
鸣、月经先期等，舌苔薄白，脉沉细缓无
力（2018 年 3 月 21 日聊城市第二人民医
院诊断为右侧股骨头缺血坏死。2019
年 4 月 25 日在该院诊断为右侧股骨头
无菌性坏死。

诊断：双侧股骨头缺血坏死（肾精亏
虚，精血失养）。

治则：补益精血，壮骨止痛。

方药：熟地 40g，萸肉 20g，炒山药
20g，当归15g，川芎15g，炒白芍15g，桑椹
15g，龟板30g，菟丝子20g，骨碎补15g，炒
杜仲 15g，狗脊 15g，川断 20g，寄生 20g。
水煎服，7剂。

2019年5月17日二诊：药后右髋关
节痛减，前方加肉苁蓉 15g，巴戟天 15g。
14剂。

2019年6月7日三诊：药后右髋关
节痛明显减轻，现已能行走200米。仍以
前方继服14剂。

按语：股骨头坏死是股骨头关节受
损，而引起的骨髓失养，造成骨细胞及骨
髓严重受损是骨伤科严重的疾病。本患
者诊为肾精亏损，骨失去精血充养而
致。精虚可导致血虚，血虚又可致精虚。

体会

①肾阴与肾精二者同性质异，无论
生理与病理，二者却紧密相连，肾精虚
包括肾阴虚在其中，单独的肾阴虚则不
包括肾精虚在内。②肾阴虚与肾精虚
经常同时存在而致病，单纯肾阴虚可单
补肾阴，而肾精虚则要阴精同时益补。
③肾阴虚和肾精虚往往和肝相连而成
肝肾阴虚，同时也常常和血虚连系一起
形成精血同虚。所以见此既要补肝肾
之阴又要补肝血，因精血同源，补血即
补精。④很多慢性病所见的肾精虚不
可忘补后天，尤其是对兼有脾虚者，更
要采补后天而益先天之治。⑤在治疗
肾阴虚或肾精虚时，应用滋补阴精药，
要防滋润伤脾胃，还要防凉滋补伤及阳
气。⑥如遇肾阴虚或肾精虚又兼有寒
湿或湿热时，滋补肾阴虚或肾精的应用
要注意其助湿腻脾之弊。

王玉生刍议肾阴虚与肾精虚

张某，女，39岁。初诊日期：2012年5
月25日。因美容而行下颌部及两颧皮下
肌肉挂线手术，术后数小时面部肿胀疼
痛，眼不能睁，体温 38.6℃，白细胞 12500
个/mm3，中性 90%。经用先锋霉素等抗
生素静脉用药1周，未见明显疗效。诊治
时面部肿胀，下颌及颧部突起，眼不能

睁，口不能尽开，轻微咀嚼亦疼痛难忍，
仅能进流食，两颌下及耳后淋巴结肿大，
低热不退，出冷汗，两耳内亦疼痛而有蒙
塞感，小便色黄，精神疲乏，烦躁不安，舌
红苔薄黄，脉细弦数，考虑热毒兼挟风
邪，拟下方清热解毒祛风。

处方：银花 30g，紫花地丁 30g，羌活
9g，防风 9g，僵蚕 9g，生甘草 12g，连翘
15g，蒲公英30g，白芷9g，薄荷9g，炒牛蒡
子9g。3剂，水煎日分3服。

二诊：服药后局部肿胀疼痛明显缓
解，但精神疲倦身困，整日思睡，食纳
少味，脉细濡，舌淡暗，苔灰白厚腻，此
湿气重，中气伤，血有瘀滞。拟下方：
连 翘 30g，法 夏 15g，炒 枳 壳 9g，荆 芥
9g，炒谷麦芽各 15g，羌活 9g，苍术 12g，
防风 9g，薏苡仁 30g，川芎 9g，白芷 9g，
云苓 15g。

三诊：疼痛肿胀完全缓解，双颌下及
耳后淋巴结已正常，小便清，饮食增，精

神大有好转，腻苔已退，以参苓白术散
善后。

按：凡头面部因创伤肿胀疼痛者，必
兼有风，白芷、羌活、防风等辛苦微温药
可以散风热，清头目，消疮肿，止疼痛，故
合用于清热解毒之五味消毒饮。本例或
因银花、地丁、公英等苦凉药量稍大，或
素来系气虚湿盛体质，脾胃阳气或有损
耗，服药后热毒退而痰湿重，气机遏阻，
血脉不畅，故二诊方祛湿祛痰，行血散
风，因恐有余热之毒深伏，故选用连翘
一味重用。连翘微寒，去上焦热而为疮
家要药，微可发汗利尿，善清热而去湿
郁之毒。

清热解毒、祛风除湿方治疗面部热毒瘀肿

煎药最好的器具以沙锅为首
选，其次为陶器、不锈钢、玻璃类器
具。切忌用铁锅、铜锅、铝锅、铅或
有害塑料制品。

煎前浸泡
将药物放入药锅内，用洁净的

冷水，如自来水、井水、蒸馏水等浸
泡药物，加水量以淹没过药面 3~
5cm为宜，一般浸泡时间以30~60分
钟为宜，叶、茎类为主的组方，可浸
泡 30分钟,有些药物随水浮起，可进
行搅拌；根、种子、果实、矿石、贝壳
类为主的组方，可浸泡 60分钟。切
忌用沸水浸泡。中药煎煮之前一般
不需要清洗。

煎煮方法
煎煮应掌握“先武后文”的原

则：一般应煎 2 次，第 1 煎先用大火
（武火）煎开，然后改为中、小火（文
火）煎煮 20~30分钟，把煎好的药液
倒入容器中；然后再加适量冷水进
行第 2次煎煮 15~20分钟，火候同第
1煎，将 2次煎好的药液混合后分次
服用。解表药等含挥发性成分多的
药物煎，开后 10~20分钟左右即可，
补益药可以文火慢煎 40~60 分钟。
煎煮时间长的药物，在煎煮过程中
需搅拌2~3次，以防底层药物焦煳。

煎中药要加盖：绝大多数植物
类中药，如木兰科、芸香科、菊科等
植物都含挥发油，挥发油具有驱风、抗菌、消炎、镇
痛等作用。但挥发油在水中的溶解度很小，绝大
部分挥发油的比重都比水小，所以很容易随水蒸
气一起蒸发出来，如果煎中药不盖锅盖，中药内的
有效成分便易随水蒸气“跑”出去，降低药物的疗
效。其它特殊煎法遵医嘱。

特殊煎煮药物
先煎：质地坚硬的矿物、贝类及有毒的药材

等，需先煮 30~60分钟后，再放入其它药物一起煎
煮。

后下：质地轻、芳香、解表、攻下等药物，如薄
荷、砂仁、白寇仁、大黄等，需在第1煎煎好前5~10
分钟放入。

包煎：药物质地过轻、药物过细、药物有毛、对
咽喉有刺激的药物，如辛夷、旋覆花等，用布袋包
好该药，放入锅内同煎。

另煎：贵重药材，如人参、冬虫夏草、西洋参
等，宜单独煎煮 20分钟后，取汁放入杯中，然后将
药渣并入群药中再进行煎煮。

烊化：胶类药物，如阿胶等胶质药物，需另放
入容器内隔水炖化，或以少量水煮化，再兑入其他
药物同服。

冲服：如水即化的药物及粉剂，如三七粉、琥
珀粉、元明粉等，用煎煮好的药液送服该药。

外 洗 ：因 药 量 有 所 不 同 ，一 般 加 水 1000~
2000ml水煎，方法、次数按医嘱外洗。

其他特殊煎煮药物遵医嘱。
服药方法
一般每日 1 剂，分 2~3 次温服，每次服 150~

200ml或遵医嘱。一般服药时间在饭后半小时，健
脾及补益药可在饭前半小时服用，有刺激性或活
血化瘀类药物宜饭后半小时服用。有的药物为粉
剂，需要用药液或温开水冲开服用。特殊服用方
法遵医嘱。 （韦良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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