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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在卫分阶段即可重用清热解毒，早用苦寒攻下，及时凉血化瘀，使之在卫分阶段即
[摘要] “截断扭转”
获愈。
随着相关理论研究、
临床观察和实验的报道，
以及对病因、病位、病理和传统治法的再认识，其有效性和科
学性得到了证实和发展，
并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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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verance and Reversion" advocated to clear away heat-evil and dispel superficial evils, pur－

gent with drugs of bitter taste and cool nature early, cool blood and remove stasis in Weifen syndrome of epi－
demic febrile diseases. It is accepted and used by more and more people because it's efficacy and scientificity
were confirmed after many reports of it's theory, clinical observations and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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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气营血辨证是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对温病病

士“到气才可清气”一言，在临证时有诸多顾虑和掣

理过程的高度概括，以此判断病变的浅深及病情的

肘，直至70年代，姜春华提出“先证而治，截断扭转”

轻重程度。相对气分、
营分、
血分证来说，卫分证病位

理论，以认识温病的发展规律，截断疾病的发展蔓

在表、病情较轻，但若治不得法，亦会传入气、营、血

延，快速控制病情，提高疗效，缩短病程。他不拘于

分，
遗患无穷。因此，邪在卫分即采取有效的治法，把

“到气才可清气”
“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的

病邪在尚未猖獗之时一举歼灭，是阻止病邪深入的

传统理论，临证时在疾病初期即重用清热解毒、苦寒

关键所在。虽然吴鞠通根据叶氏“在卫汗之可”的精

攻下，以求阻遏病势，或击溃病邪，使疾病在卫分阶

神及《临证指南医案》治卫表方创立了“银翘散”
“桑

在当时，这个理论遭到许多
段即获愈，把好气分关[1]。

菊饮”，为外感病的防治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临床上

学者的非议，但到现在已为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所

应用银翘散、桑菊饮后，病变仍可向气营传变，因此

接受，与现代学者对温病
“卫分证”
的再认识相关。

历代医家在临床应用时有诸多化裁，只是因为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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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温病病因的再认识
温病病因源于《素问·生气通天论》
“冬伤于寒，

春必病温”
，至叶天士《温热论》首次提出“温邪上受，
首先犯肺”
，确定“温邪”概念，目前认为其是具有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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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性质一类邪气的统称。但在历代医家对温病病因

现，因此卫气病变不是单纯体表皮毛或肺系病变，卫

论述里却不同程度提到“毒”
，如叶天士《温热论》载

分证的范围遍布周身各个脏腑组织器官。以上认识

“大红点者，
热毒乘心”
，
薛生白《湿热病篇》言：
“湿热

直接影响对卫分证的证治的认识，治疗由单纯解表

证，
上下失血或汗血，
毒邪深入营分，走窜欲泄，宜大

转而强调清里或表里双解的重要性。

剂犀角、生地、赤芍、丹皮、连翘、紫草、茜根、银花等

3

微观血瘀的提出和认识
徐应抒等[10]临床观察发现温病卫分证患者不仅

味。
”陈平伯《外感温病篇》说：
“风温毒邪，始得之，便
身热口渴，目赤咽痛，卧起不安，手足厥冷，泄泻，脉

体温高于正常对照组，血液流变学呈血浆黏度增高、

伏者，
热毒内壅，络气阻遏”
等。
随着对温热病理论及

高度血细胞聚集等高黏综合征，从而认为卫分证也

临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毒”
作为温病病因的概念越

存在“血瘀”。熊启逵等 [11]将大肠杆菌注入健康白毛

来越受到重视。许多学者[2-3]认为“邪毒”是引起温病

兔耳缘静脉，在兔出现蜷缩、耸毛等卫表分症状时，

的原因，
在肯定气候变化作用的同时，
重视生物致病

双肺可见轻度充血，少数有小出血。吴范伍等[12]用低

因素。随着病因认识的深入，审因论治，治卫不再满

浓度、高浓度大肠杆菌内毒素溶液分别进行卫分证

足于辛凉解表，摆脱叶天士、吴鞠通温病初期“不宜

造模，结果显示高浓度产生的卫分证重症家兔不仅

早用苦寒”的束缚，应配合
“解毒”法 。如陈建萍等

病理可见皮下、双肺出血，血浆ET-1、
6-K、血栓素B2

[2]

[3-4]

提出热毒为患，容易消耗阴液，内传生变，在卫分早

（TXB2）、
T/K较低浓度产生的卫分证轻症组均升高，

期即当使用苦寒清热解毒药，
挫其热势，以求截断疾

提示虽然轻症卫分证没有血瘀病变，但重症卫分证

病的发展，
把它控制在卫分阶段，但此时苦寒清热解

存在血瘀病变。以上研究结果与传统卫气营血理论

毒药在处方中处于臣佐位置，
常配一组宣透之品，可

有异，因此，余林中等 [13]将营血分的“血瘀”称为“宏

“毒是
避免气机郁结，
且需中病即止。
黄星恒等[5]认为

观血瘀”，卫分证血液流变学、
微循环、组织病理学等

各种温邪的共性”
“毒寓于邪，毒随邪入，热由毒生，
，

微观指标变化称为“微观血瘀”。这是对传统卫气营

毒不除则热不去，变必生”
，因此治疗上不是基于古

血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为温病卫分证阶段使用活血

人
“因邪致热，热盛成毒”
理论基础上的清热解毒，而

化瘀药提供了实验依据。如崔文利等[14]用含有赤芍、

是解毒以清热。

桃仁的活血解毒清热散剂治疗外感高热卫气分证，

2

对卫分证病位的再认识

不仅退热和症状消失时间优于银翘散，微循环积分

叶天士在《温热论》云
“温邪上受，首先犯肺……

改变也明显优于银翘散。

肺主气属卫”
，指出温病初起病位在“肺卫”。吴鞠通

李勇 [15]认为卫分证出现血瘀由热郁引起，而血

在 《温病条辩》 具体描述温病初起表现：
“太阴之为

瘀又使热邪无处宣散而加重，
因此，
卫分证治疗在宣

病，脉不缓不紧而动数，或两寸独大，尺肤热，头痛，

肺通腑泻热同时应用活血化瘀药，可以保持血液运

微恶风寒，身热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后热甚

行的正常状态，减少血瘀的形成，
使卫气分之邪外出

者，名曰温病”
，后人根据“有一份恶寒便有一份表

有路，截断其向气营血传变的机会，从而起到“先期

证”，
认为温病卫分证为表证。
叶天士曾言“在卫汗之

而治”
的作用；在临床观察和动物实验中用宣白承气

可也”
，联系伤寒风寒在表治以辛温发汗，更加确定

汤加赤芍、
牡丹皮治疗温病卫气发热，具有较好退热

了温病卫分证为表证的地位。
然而80年代末，
孟澍江

效果。

提出温病卫分证非单纯表证，而是温邪侵袭机体内

4

[6]

部脏腑之后而在体表的反应，诚如陈平伯所言：
“风
温外袭，肺内应”
，实际病位在里。其后，顾伟民 言：
[7]

对“辛凉解表法”
和“银翘散”
的再认识
宗叶天士“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和吴

鞠通
“从《内经》
‘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法”

叶天士只有“在卫”和“在表”之说，而从未有“表证” “病初起，且去入里之黄芩，勿犯中焦”思想，后世许
之言，
《温热论》云：
“温邪则热变最速，未传心包，邪

多医家认为在治疗卫分证应当用辛凉解表药，而不

尚在肺，肺主气，其合皮毛，故云在表”
，从其上下文

主张用苦寒药。然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中批评世人

来看，实质上反映出来的病位是在“肺”
，而不是在

专宗叶、
吴辛凉轻浅之法，
“舍苦寒清热而不用，随手

“表”
。肖相如 亦认为卫分证不是表证，而是肺热证，

桑菊、银翘立方，必然是病重药轻，后患无穷”，力主

因此，
银翘散、桑菊饮在此不是解表，而是清解肺热。

温病初期治法即以清泄里热，导邪外出为主。陈建萍

贾志新 从气的来源探析，认为气的起源与各脏腑密

等[16]总结认为传统辛凉解表剂多为辛凉解表药与清

切相关，
而卫气为气的一种，
是各脏腑卫外功能的体

热解毒药配伍使用，如银翘散中用薄荷、牛蒡子、荆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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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淡豆豉等发散风热、辛凉解表的药物和金银花、
连翘等清热解毒药配伍使用。
但银翘散、桑菊饮等辛
凉解表代表方剂在临床使用时常感病重药轻，故吴
鞠通才有诸多化裁，包括加苦寒的黄芩、栀子。可见
叶、吴虽有“到气才可清气”
之说，
并非表卫阶段不用
苦寒药物，只是过于审慎而已。
《滇南本草》
南晋生 [17]认为金银花芳香而轻清，
言“性寒，味苦”，
《本草正》谓其“味甘，气平，其性微
寒”，
在银翘散中的作用应是清热解毒、
芳香辟秽、质
轻透热，当为臣药，薄荷、荆芥、淡豆豉辛凉解表为
君。贾波等[18]认为银翘散的君药应为金银花、连翘，
因为虽为邪在卫表，但此为感受温热邪气，容易入里
传变，金银花、连翘不仅可清热解毒，且轻清疏散风
热。
然如其所言温邪为火热之邪，
在卫分期恶寒发热
甚短，传变最速，若治疗仅用桑菊饮、银翘散犹如隔
靴搔痒，
扬汤止沸，
有病重药轻之弊，
易致邪气深入。
戴春福 [19]认为温病为热邪所致，在治疗始终都当用
祛除热邪之药，银翘散组成不能完全符合卫分证需
要，需加用苦寒解毒的芩连能提高疗效，因此，普济
消毒饮较之银翘散更适合作为卫分证代表方。
5 典型病例
患 者 ，女 ，25 岁 ，因 “发 热 、恶 寒 3 d ，咳 嗽 1 d ”于

2003 年 5 月 17 日求诊。患者自述平素易感、怕冷 。3 d
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体温 38.1 ℃ ，偶恶寒，头痛，
鼻塞流涕，口干多饮，饮 不 解 渴 。自 服 维 C 银 翘 片 后
上症反复。现症见咳嗽，咽中自觉有痰难咳，鼻涕变
稠 略 黄 ，鼻 唇 干 燥 ，头 痛 加 重 ，眼 睛 发 痒 ，分 泌 物 增
多，纳差，大便正常，小便频，舌红苔薄黄，脉弦略浮。
西医诊断：上呼吸道感染、急性鼻窦炎；中医诊断：风
温（风热袭肺）。治以辛凉解表、清热解毒，方用自拟
薄荷饮，处方：薄荷 15 g ，桑叶 10 g ，黄芩 15 g ，牡丹皮

15 g，黄 芪 15 g。3 剂 ，1 剂/d，水 煎 服 ，早 晚 分 服 。服 药
后发热恶寒缓解，上方去薄荷，加 用 鱼 腥 草 10 g ，地
龙10 g，3剂后诸症基本消失。
按语：患者就诊时仍有发热恶寒表证，同时咳
嗽、涕稠黄，肺热明显；
“薄荷饮”为戴春福治疗卫分
证经验方，方中薄荷辛凉解表；黄芩苦寒解毒清肺
热；桑叶解表清肺，加强上二药功效；牡丹皮清热凉
血化瘀，
既可改善温病卫分证微观血瘀变化，又可防
止病情向营血传变，且选用牡丹皮苦辛，凉而不郁，
具有清解透发特性，有助透邪外出；黄芪益气固表，
预护其虚，且可助卫气祛邪外出。服药后表证消失，
余留肺热，去薄荷解表主药，加强清肺热疗效。全方
保留银翘散辛凉解表之力，又体现截断扭转早用苦
寒解毒清热、活血化瘀防传变思想，
且力专效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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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综上，
“截断扭转”对温病卫分证的治疗亦有重
要指导意义，它不是对传统“卫气营血辨证”理论的
否定，而是
“先证而治”
在具体应用时的发展，有助拓
宽临床应用思路，是在对卫分证病因、病位、病理和
传统方药深入认识的基础上未症先治，药先于症，及
时阻断疾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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