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痹证临床讲座的体会
廖

(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摘要

厦门

361005)

痹证临床讲座, 首先应从原理的高度, 分析总结痹证的辨证规律。然后尽可能清晰地阐述论治痹证的原则。再充分

结合临床实际, 补充分部位论治痹证的规律、辨治关节肿痛的方法、虫蚁藤类药物应用要点等知识。力争提纲挈领传授实用知
识, 以提高学生辨治痹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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痹证临床讲座, 要提纲挈领地传授实用知识, 提

病机内涵的基础上, 总结出痹证的辨治原理和规律,

高学生辨治痹证的能力。讲座的着重点在于, 分析痹
证的病因、病位、病机, 阐述辨治痹证的原理, 总结

让学生更好了解痹证的辨证原理。其中的关键在于
讲明 “
痹者闭也”包含的三层含义。首先, 就病性而

论治痹证方法。补充分部位论治痹证、辨治关节肿
痛、虫蚁藤类药应用要点等内容。学生在掌握上述的

言, 痹证总属外感为病, 为感受杂至之邪。感受风寒
湿之气为寒痹, 所谓行痹、痛痹、着痹, 为寒痹之中,

要点内容后, 能综合分析痹证的病情, 独立解决一定
疑难程度的痹证病例。
1 分析总结痹证辨证原理

风寒湿某一邪气偏盛而已。感受风湿热之气为热痹,
辨治热痹时, 要区分风热重, 还是湿热重。其次, 从
病位而论, 痹证的病位外及肌肤、经络、关节, 内涉

临床讲座时, 应在深入分析痹证的病因、病位、
见》要求, 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 诸如临床教学条
件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部分教学基地对中医临床教
学工作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临床教学管理较为薄弱,
临床教学和实践结合不够密切等, 严重影响了临床
教学,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根据目前中医临床教学工
作现状, 笔者谈几点看法:
5. 1 提高中医后期临床教学重要性的认识。中医后
期临床教学作为高等中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
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中医临床思维能力, 适应
社会能力, 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然而, 医院以医疗生
存, 客观上讲, 医院首先必须搞好医疗工作, 这样势
必会削弱中医后期临床教学工作在医院整体工作中
的地位, 仅靠实行中医后期临床教学医院目标管理
是不够的, 必须从认识上下功夫。各级领导和医务工
作者要强化教学意识和教育功能, 把中医后期临床
教学作为义不容辞的职责, 从中医事业发展的战略
高度重视这一工作, 卫生行政部门和学院要加大指
导和参与力度。
5. 2 要不断深化临床教学改革, 提高临床教学质
量。临床教学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教学观念, 改革临床
教学模式, 尽快实行 “
床边教学”
, 使学生早临床、多
临床, 提高学生的临诊思维能力和素质, 密切理论与
实践的关系, 拓展学生的临床视野, 提高学生的临诊
施治能力。

脏腑、气血。但最常见的病位, 还是经络的气血两分。
5. 3

要加大中医后期临床教学经费的投入。学校应

进一步多方筹集临床教学资金, 增加临床教学经费
的投入, 用于实习医院的教学配套设施的建设和临
床教学业务建设。
5. 4 强化管理, 确保临床教学基地建设落到实处。
学校在省卫生厅和省中医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 根
据临床教学基地的建设标准, 要加强对临床教学基
地的评估, 以评促建, 实行滚动式认证, 采取淘汰制。
同时学校要加强临床教学管理部门的建设, 提高临
床教学管理水平。各临床教学基地要切实把临床教
学管理工作纳入医院日常工作之中。
5. 5 要注重临床师资的培训, 提高师资队伍素质。
学校和各临床教学基地要有计划地开展临床教学教
师业务素质和教学能力的培养, 加快临床教学教师
的知识更新和熟练掌握现代教学手段。如我校即将
组织的临床教学基地业务骨干和大科主任临床带教
培训班, 有利于各实习基地规范临床带教, 掌握临床
带教新手段, 从而提高临床带教水平。
总之, 中医后期临床教学工作在中医教学中, 是
一个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和过程, 其抓紧与否, 做好
与否, 直接关系到中医人才培养的质量。中医高等院
校和卫生行政部门必须要把此项工作纳入重要的议
事日程之中。
(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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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 从病机角度来看, 外邪入侵, 痹阻经络, 气血

……。初起以疏散活络, 用防风汤……。偏在下肢胫

流行不畅, 为红、为肿、为痛、为麻。日久郁而化热,

疼痛的, 因股胫为足六经循行的部位, 尤其与足三阴

停津成痰, 凝血为瘀, 甚至伤及脏腑、气血、阴阳。

经关系较密。发病的原因, 常由坐卧阴冷潮湿之地引

致使痹证常有虚实相兼、寒热错杂、痰瘀互结的证

进, 因此, 多偏重于寒湿……。治法以三痹汤为主

型。学生掌握了辨证原理, 在临证时, 就能综合考虑

…… 。”
学生如能很好地掌握分部位的证治规律, 在

各种症状, 辨明痹证的病因、病位、病机, 正确认识

治疗各种痹证时, 自然就有恰当的辨证尺度。

痹证的病情。

4 传授辨治关节肿痛方法的要点

2

〔
3〕

阐述论治痹证的原则

众所周知, 伴关节肿痛的痹证, 常屡治不愈, 治

众所周知, 只有在正确的论治原则指导下, 处方

疗最为困难。因此, 有必要传授辨治伴关节肿痛的痹

用药才能符合病情。因此, 应把论述论治痹证的原

证方法要点。重点阐述: 大凡痹证肿痛者, 多因湿邪

则, 放在痹证讲座中的重要位置。风寒湿相合为寒

流注经脉关节所致, 湿邪粘腻濡滞, 一旦流注关节,

痹, 其性为阴, 易伤阳气, 即内经所谓 “阳气少, 阴

胶着不去, 肿久不消, 与顽痰死血相结, 留滞难除。

气多”
。论治的原则, 以张璐在 《
张氏医通》中的论

若肿痛局部不红不热, 舌淡少苔或白滑者, 多属寒湿

述最为明晰: “
行痹者, 痛处行而不定, 走注历节疼

之邪流注关节。肿痛而灼热, 舌质红绛苔多黄腻者,

痛之类, 当散风为主, 御寒利气, 仍不可废, 更须参

多属湿热化毒之候。若肿大肌肉消瘦难以曲伸者, 乃

以补血之剂, 盖治风先治血, 血行风自灭也。痛痹者,

湿热毒转化为燥, 煎耗津液精血所致, 最为难治。

寒气凝结, 阳气不行, 故痛有定处, 俗名痛风是也。

5 阐明虫蚁藤类药的应用要点

治当散寒为主, 疏风燥湿仍不可缺, 更须参以补火之

辨证既明, 治法已定, 用方遣药自不困难。但此

剂, 非大辛大温, 不能释其凝寒之害也。着痹者, 肢

时, 如能合理应用虫蚁藤类药, 则明显能增加治疗的

体重着不移, 疼痛麻木是也。盖气虚则麻, 血虚则木,

效果。补充虫蚁类药物应用的要点, 主要阐明: 痹证

当利湿为主, 祛风散寒, 亦不可缺, 更须参以理脾补

日久, 邪气久羁, 深入筋骨, 久血凝滞不行, 变生痰

虚之剂, 盖土强自能胜湿, 而气旺自无顽麻也〔1〕。
”风

湿瘀浊, 经络闭塞不通, 非草木之品所能宣达, 必借

湿热相合为热痹, 其性为阳, 易耗气伤阴, 即内经所

虫蚁之类搜剔窜透, 方能浊去凝开。由于虫类药多

谓 “
阳气多, 阴气少”
。论治的原则, 以 《
当代名医

燥, 在应用时配以地黄或石斛等养血滋阴之品, 以制

精华——痹证专辑》中, “
热痹证治”篇中刘志明的

其偏燥之性, 而增强疗效。讲授藤类药物应用要点

论述最为扼要: “
热痹的发病……。以感受外邪而论,

时, 主要阐明: 痹证的病变部位, 常在四肢关节处,

风湿热相兼侵袭人体, 湿热蕴蒸, 其临床表现有热偏

藤类药能通经络、止疼痛, 有引药力直达病所的功

盛与湿偏盛之异……。热邪最易伤阴, 故热痹每有阴

能。不论寒痹热痹, 特别是久痹, 适当应用藤类药,

虚见证 〔2〕。”辨治之时, 应区别其为风热重, 还是湿热

确能逐顽痹, 起沉疴, 收到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
学生在掌握了上述痹证讲座中的诸 多要点后,

重。风热重宗桂枝白虎汤法, 湿热重宗 《温病条辨》
宣痹汤法。
3

揭示分部位论治痹证的要点

临证遇到常见痹证时, 就能应用辨识痹证病因、病
位、病机的方法, 分析病情。按照论治原则, 灵活地

痹证最常表现为局部部位的单纯疼痛。不结合

处方用药。遇到疑难痹证时, 就能结合应用分部位论

具体部位的情况, 常无从着手辨证论治。如肩痛不举

治痹证、辨治关节肿痛、虫蚁藤类药物应用等要点内

之肩周炎, 腰腿痛中的坐骨神经痛。揭示分部位论治

容, 很好地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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