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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当，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功。ＩＴＰ 的中医药辨证治

芪 ２０ ｇ，仙鹤草 ３０ ｇ，当归、鱼腥草各 １５ ｇ，白术、

疗有明显的特色优势。笔者提出的辨治十法，在临床

麦冬、黄精、紫草、茜草、金银花、连翘、玄参各

中不可拘泥，应结合患儿病史及临床特征，灵活掌

１０ ｇ，甘草 ６ ｇ。７ 剂，每天 １ 剂，水煎，早晚分服。

握，方可收获良效。

药后复诊：自诉腰身困倦，面部少华、微黄，未见皮

１１ 病案举例

肤出血点，舌淡、舌下络脉紫暗、苔薄白，脉沉细

唐某，男，１１ 岁，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初诊。患

数。查体：咽腔不红，扁桃体无肿大，血疱消失。

儿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感冒后全身皮肤出现红色出

ＢＰＣ升至 ３７×１０９／Ｌ。辨属脾肾亏虚兼血瘀。治以健

血点，在当 地 医 院 查 血 常 规 及 骨 髓 穿 刺 ： 血 小 板

脾益肾、益气养血、活血化瘀。处方：黄芪 ２０ ｇ，

（ＢＰＣ）９×１０ Ｌ；骨髓片符合 ＩＴＰ 骨髓象。诊断为特

黄精、山药、鸡血藤、仙鹤草各 １５ ｇ，白术、熟地

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给予甲基强的松龙针静脉滴

黄、当归、鹿角霜、天冬、远志、阿胶珠各 １０ ｇ，

注，后续强的松片（６０ ｍｇ／ｄ）口服，ＢＰＣ 上升至 ８０×

甘草 ６ ｇ。１０ 剂，如法煎服。药后三诊：ＢＰＣ升至

１０ ／Ｌ，出院。强的松片 １ 月 内 自 行 逐 渐 减 停 ， 后

１８９×１０９／Ｌ。继以中药巩固治疗 ２ 月停药，至今未再

ＢＰＣ 波动于（４０～５６）×１０９／Ｌ，慕名来本院要求中药

复发。

９／

９

治疗。诊见：患儿平素易感冒、手足心热。双下肢皮
肤针尖大小红色出血点、量多、散在分布，压之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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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咽痛，大便正常，小便色黄，无发热、鼻塞、流

［１］

狼疮性肾炎［Ｊ］．中医杂志，２０１１，５２（２）：１０２－ １０３．

涕、咳嗽、鼻衄、齿衄等症。查体：咽腔充血，双侧
扁桃体Ⅰ度肿大，咽后壁滤泡增生，双侧颊黏膜均可
见一绿豆大小血疱，舌红、苔薄黄，脉数。查

翟文生，高旭光．从“热毒瘀”结合体质特点辨治小儿

［２］

翟文生，平东沛，杨濛，等．从湿热瘀虚辨治小儿紫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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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ＰＣ１０×１０９／Ｌ。中医诊为肌衄，证属气阴两虚兼风
热、血瘀。治以益气养阴、疏风清热为法。处方：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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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为临床常见症状，其成因复杂多样，寒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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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将 《金匮要略》 治痛法归纳为以下九法，就正于

气滞、痰阻、瘀血等因素均容易阻滞气机，闭阻阳

同道。

气，导致经脉气血运行不畅，产生疼痛。古人总结为

１ 解表治痛法

“不通则痛”与“不荣则痛”。张仲景在 《金匮要略》
中对疼痛的治疗提出了多种治疗方法。笔者不揣简

风寒湿之邪容易侵袭肌表，导致经络气血运行不
畅而引起疼痛。 《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症》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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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言外之意：
身疼痛，可发汗。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汤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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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泻下行气之品，如大黄、枳实、厚朴等。
５ 缓急治痛法

汗为宜。此处之身疼痛为表证，寒湿之邪闭阻经脉所

疼痛则筋脉拘急，经脉拘急则气血运行不畅而加

致。结合 《伤寒论》 ３５ 条“太阳病，头痛发热，身

重疼痛，故舒缓筋脉拘急有助于气血运行，进而使疼

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

痛减轻。芍药是缓急止痛的主要药物，张仲景在 《金

之。”麻黄汤证中疼痛的症状比较明显，其疼痛的病

匮要略·水气病脉症并治》 中明确指出：“腹痛加芍

因病机为：寒邪束表，导致经气不利，不通则痛。在

药。” 《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症并治》 曰：“妇人腹

治疗上用发汗解表法，用药上则多使用麻黄、桂枝等

中诸疾痛，当归芍药散主之。”当归芍药散中原方芍

解表发汗之品。

药用至一斤。 《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症并治》 白

２ 祛湿治痛法

术散方后注“但苦痛，加芍药。” 《神农本草经》 云：

湿性重浊黏滞，容易阻滞气机，导致疼痛。如

“芍药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治寒热疝瘕，

《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症》 曰：“湿家之为病，一身

止痛，利小便，益气。” 《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

尽疼。” 《伤寒论》 曰：“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

脉症治》 中，治疗腹胀满用厚朴七物汤，为桂枝汤去

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甘草附子汤主之”等，说

芍药加厚朴三物汤，而治疗“按之心下满痛”则用大

明湿邪作用于人体后易导致疼痛。在治疗上， 《金匮

柴胡汤，为小柴胡汤去人参大枣加大黄枳实芍药而

要略》 提出了“微发汗”、“利小便”、“助阳气”等

成。可见仲景取舍芍药的关键在于腹痛的有无。李东

治法。其中，发汗法已归为解表治痛法中。在用药上

垣谓芍药配甘草为仲景“治腹痛之神品药也”（《医学

多使用麻黄、白术、附子等药物。

启源·药类法象》）。可见芍药在治疗疼痛方面具有主

３ 温通治痛法

要作用。后世则多用芍药甘草汤来治疗疼痛性病证。

寒主收引，寒邪内盛，容易阻滞气机，导致不通
则痛。如 《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症治》 曰：

６ 活血治痛法
不通则痛，瘀血阻滞是导致痛证的主要原因，活

“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乌头赤石脂丸主之”。又如

血祛瘀是张仲景治疗疼痛的重要方法。如 《金匮要

《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症治》 曰：“心胸中大

略·妇人产后病脉症治》 曰：“产妇腹痛……此为腹

寒痛……上下痛不可触近，大建中汤主之”。“腹中

中有干血着脐下，宜下瘀血汤主之。” 《金匮要略·妇

寒气，雷鸣切痛，胸胁逆满，呕吐，附子粳米汤主

人妊娠病脉症并治》 指出：“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

之”。“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

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这里的红蓝花即红花，

灸刺、诸药不能治，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寒

具有活血通经、祛瘀止痛的功效。 《本草纲目》 云：

疝）绕脐痛，若发则白汗出，手足厥冷，其脉沉紧者，

“红花活血，润燥，止痛，散肿，通经。”另外，在

大乌头煎主之。”这些条文中均包含有寒邪，在治疗

《金匮要略·疮痈肠痈浸淫病脉症并治》 云：“肠痈

上使用温通治痛法，以温通经脉，散寒止痛。常用药

者，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大黄牡丹汤主之。”

有附子、乌头、花椒、干姜等大辛大热之品。

这些方剂均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常用大黄、桃仁、红

４ 通腑治痛法

花、蟅虫等活血化瘀或破血逐瘀之品。

燥屎内结会导致使腑气不通，引起疼痛，张仲景
多用通腑法治疗。如 《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

７ 豁痰止痛法
痰浊之邪易闭阻胸阳，导致胸痹心痛。 《金匮要

症治》 曰：“按之心下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

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症治》 曰：“胸痹之病，喘息

宜大柴胡汤。” 《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脉症治》 曰：

咳唾，胸背痛……栝蒌薤白白酒汤主之”。“胸痹不

“产后七八日，无太阳证，少腹坚痛，此恶露不尽，

得卧，心痛彻背者，栝蒌薤白半夏汤主之。”在治疗

不大便……宜大承气汤主之。” 《金匮要略·腹满寒疝

上采用豁痰下气法，常用药为瓜蒌、薤白等。

宿食病脉症治》 曰：“胁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

８ 补虚治痛法

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痛而闭者，
厚朴三物汤主之”等。在治疗上通腑去积治痛，用药

《素问·举痛论》 云：“脉泣则血虚，血虚则
痛。”气血阴阳亏虚，必然导致筋脉失养，不荣则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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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虚劳导致的疼痛张仲景善用补虚法来治疗。如

转筋阴狐疝蚘虫病脉症治》 曰：“蛔虫之为病，令人

《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痹》 的小建中汤、八味肾气丸

吐涎，心痛发作有时，毒药不止，甘草粉蜜汤主之。”

等。“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小建中汤主

通过甘草粉蜜汤达到安蛔止痛的目的。“蛔厥者，乌

之”。“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

梅丸主之”，条文虽未提及疼痛，但实为蛔虫导致疼

气丸主之。” 《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症并治》 中脾胃

痛之重症。通过杀虫来达到治痛的目的。

虚寒导致的“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 《金匮

以上九法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为用，如解

要略·妇人妊娠病脉症并治》 之冲任虚损导致的“妊

表法可以治疗风寒所致的疼痛，亦可以治疗外湿所致

娠腹中痛，为胞阻，胶艾汤主之。”这些方剂主要通

的疼痛。祛湿治痛的同时又往往含有温通治痛的方法

过调补气血阴阳，扶助正气为主来治疗疼痛。

等。所以在临床运用上要结合病机灵活使用。

９ 杀虫治痛法

（责任编辑：黎国昌）

蛔虫窜扰易致疼痛。 《金匮要略·趺蹶手指臂肿

川乌、草乌中毒致恶性心律失常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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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四肢麻木、腹痛、恶心欲呕，家属认为可能与误

的有毒中药。乌头碱能通过消化道或破损皮肤吸收，

服中药有关，于是立即驱车到本院急诊就诊。经了解

主要经肾脏及唾液排出，因吸收快，故中毒极为迅

病情后，考虑为乌头碱中毒，遂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抢

速，可于数分钟内出现中毒症状 。临床上常有因对

救，给予洗胃、导泻、利尿、吸氧、监测生命体征、

乌头碱类中药的炮制及煎煮方法不当而引起中毒者。

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同时完善相关检查，查血常规

笔者在急诊临床工作中曾经成功抢救川乌、草乌中毒

未见异常，血糖（Ｇｌｕ）９．２７ ｍｍｏｌ／Ｌ，钾（Ｋ＋）４．０７ ｍｍｏｌ／Ｌ，

致恶性心律失常 １ 例，现介绍如下。

血钠（Ｎａ＋）１４０．２ ｍｍｏｌ／Ｌ，氯（Ｃｌ－ ）１０３．６ ｍｍｏｌ／Ｌ，肝肾

１ 病例介绍

功能正常，肌酸激酶（ＣＫ）２０７ Ｕ／Ｌ，肌酸激酶同工酶

［１］

患者张某，女，５０ 岁，因腰腿痛于 ５ 月 １８ 日早

（ＣＫ－ Ｍ Ｂ）１１．９ Ｕ／Ｌ，凝血活酶时间（ＡＰＴＴ）６０．５ ｓ，凝

上 ９ 时到本院门诊就诊，医生开具了 ３ 剂中药，其

血酶原时间（ＰＴ）２１．１ ｓ，纤维蛋白原（ＦＩＢ）１．０ ｇ／Ｌ。心

中包含有毒中药成分（生川乌、生草乌）。在诊疗过程

电图提示：窦性心动过速，偶发室性早搏，ＳＴ－ Ｔ 改

中，医生和药剂师都详细交代患者此中药有毒，是作

变。心电监护下示：血压波动在 １００～１１０／７０～８０

为外用的。患者回家后于下午 ２ 时左右不慎误服中

ｍｍＨｇ，心率波动在 １００～１３０ 次／ 分，偶见室性早

药（含生川乌 ２０ ｇ、生草乌 ４０ ｇ），约半小时后自觉颜

搏，血氧饱和度维持在 ９５％ ～９８％ 。１５：３０ 患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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